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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次 制 修 訂 內 容 摘 要 修訂頁次 總頁數 

A/0 

A/1 

新制定 

修訂 

4.2.3 各單位之業務資料對公司之生產、銷售或經營具有經濟價

值，各相關單位應依該資料性質，採取適當保密措施，包

括但不限於設置閱讀、列印權限、建立單獨區網與外網完

全區隔、禁止使用拍照或上網功能之手機、限制使用 USB

功能等。另主管或具權限之員工不得將其帳號、密碼或電

腦等具權限控管之設備交付予無權限之人員使用，違者除

依本公司「工作規則」處理外，並需負民、刑事等責任。 

4.3.1.6 本公司員工於受聘期間內，不得違反其對前雇主之保密義

務。必要時，本公司將向前雇主查證上述保密義務範圍。

若主管發現有員工閱讀、瀏覽或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資料

的閱覽、研讀、編輯、彙整等)前雇主之營業祕密之虞時，

需立即通知管理部處理後續事宜，若其主管未依上開規定

處理時，除將依法負起相關民、刑事責任及賠償損失外，

並將依工作規則之規定進行懲處。 

4.6 智慧財產檢舉獎勵制度：為保護公司智慧財產權及避免本公

司因過失行為而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時，凡發現公司員工有

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有他人侵害本公司之專利或營業祕密

或有侵害之虞時，可依本公司檢舉制度實施辦法予以檢舉，

檢舉人不限本公司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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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為加強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管理，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係依據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等智慧財產權管理相關法規而訂定。 

2.0 適用範圍： 

本辦法所稱之智慧財產其範圍包含：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祕密及其他智慧財產；

凡本公司員工及參與本公司研究計畫之非本公司員工之外界人士所產出或取得之智慧財產之

管理與應用，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適用本辦法。 

3.0 權責區分： 

3.1 機構設計開發處/電子設計開發處：負責有關專利權之申請內容等相關事宜。 

3.2 管理部：負責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請款、文件保管、列帳管理及法律事件之處理等。 

3.3 財會部：負責有關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財務會計業務。 

3.4 有關著作權、商標權及其他智慧財產則由各自權責單位負責申請內容等相關事宜。 

4.0 內容說明： 

4.1 政策 

A.遵守法規不侵權，保護智慧財產權。 

B.強化本公司全體員工智權觀念與能力。 

4.2 智慧財產保護 

4.2.1 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應依政府及本公司相關法令或規章辦理。 

4.2.2 本公司具經濟價值之非屬習知之機密技術文件、圖表、實驗紀錄簿、製程、規劃書、

客戶名單及經營資料等，需持續保有其秘密而列為營業秘密，本公司員工應具保密

義務，不得洩漏，違者應依本公司「工作規則」處理，並負民、刑事等責任。本公

司員工因自己過失洩漏或知悉他人洩漏時，應即告知管理部。 

4.2.3 各單位之業務資料對公司之生產、銷售或經營具有經濟價值，各相關單位應依該資

料性質，採取適當保密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設置閱讀、列印權限、建立單獨區網與外

網完全區隔、禁止使用拍照或上網功能之手機、限制使用 USB 功能等。另主管或具

權限之員工不得將其帳號、密碼或電腦等具權限控管之設備交付予無權限之人員使

用，違者除依本公司「工作規則」處理外，並需負民、刑事等責任。 

4.2.4 本公司若有機密案件需外聘專業人員或顧問參與提供意見或審查者，應於邀約參與

時請其簽署保密同意書。 

4.2.5 本公司員工於任職時需簽署保密協議書；若有兼任其他公司之職位或從事其他職務

或接受他人補助，應經書面允許，並遵守本公司有關智慧財產之相關規定。 

4.2.6 本公司員工離職前應繳還或銷毀所持有本公司之資料、文件等營業秘密，及簽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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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協議書以避免離職後侵害本公司之營業祕密。 

4.2.7 本公司員工於離職後，非經合法技術移轉或授權，不得利用本公司列為機密之資訊

或營業秘密，為自己或他人從事或經營有損本公司權益之業務。 

4.2.8 本公司員工違反保密義務者，或非本公司員工之外界人士侵害本公司智慧財產者，

本公司將追究其民、刑事責任。 

4.2.9 為避免損害賠償請求或其他權利受損，有智慧財產權之產品及成果應於產品及其包

裝上或於相關技術文件或公司網頁上為權利標示。 

4.3 智慧財產侵害防範： 

4.3.1 避免侵害他人營業秘密 

4.3.1.1 本公司應以合法之方式與途徑進行國內外技術引進，並妥善保存其所交付(包

括但不限於書面或電磁等方式)之資料。 

4.3.1.2 本公司進行技術引進應以技術所有人或其合法授權之人為接洽對象。 

4.3.1.3 本公司可視交付者之要求而於收受機密或非機密資訊文件前，簽定保密協議

書或相關合約，以確認需保密之內容。 

4.3.1.4 本公司發現收受之資訊文件有非法取得之虞時，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管

理部處理。 

4.3.1.5 本公司尊重他人之營業秘密，於聘請國內外顧問、專家或技術人員時，應提

醒該人員勿洩漏原雇主之營業秘密。 

4.3.1.6 本公司員工於受聘期間內，不得違反其對前雇主之保密義務。必要時，本公

司將向前雇主查證上述保密義務範圍。若主管發現有員工閱讀、瀏覽或使用

(包括但不限於資料的閱覽、研讀、編輯、彙整等)前雇主之營業祕密之虞時，

需立即通知管理部處理後續事宜，若其主管未依上開規定處理時，除將依法

負起相關民、刑事責任及賠償損失外，並將依工作規則之規定進行懲處。 

4.3.2 避免侵害他人其他智慧財產 

4.3.2.1 本公司執行技術研發工作前均應進行合理之專利檢索、分析或佈署，並妥善

保存相關資料，以免研發成果之實施侵害他人之專利權。 

4.3.2.2 本公司使用商標前均應進行商標檢索，以免侵害他人之商標權。 

4.3.2.3 本公司員工禁止使用非法電腦程式，並應遵守電腦程式及資料庫所有權人設

定之合法限制。 

4.3.2.4 本公司員工執行研發工作時，應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例如：禁止使用 USB、簽

署受僱人承諾書、不得自行下載非法軟體或使用前公司之智慧財產等），以避

免侵害他人之其他智慧財產。 

4.3.3 研發成果侵害他人智慧財產之責任 

4.3.3.1 本公司與他人合作研發技術時，原則上僅負有限之責任，如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導致之侵權情事則負完全責任。 

4.3.3.2 本公司出資聘請專業人員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時，應於契約中約定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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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發之智慧財產權不得有侵害他人權益情事，如有違反致本公司遭受損害，

受任人應負賠償責任。 

4.3.3.3 本公司依契約使用他人之研發成果，致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時，該他人原

則上應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所造成上述侵權部分，而致本公司發生之所有損

失應負賠償責任。 

4.4 智慧財產歸屬 

4.4.1 本公司與員工之間 

4.4.1.1 本公司員工職務上之發明、創作、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歸屬本公司所有。 

4.4.1.2 本公司員工之發明、創作、營業秘密係利用本公司之資源或經驗者，本公司

得實施或使用之。 

4.4.2 本公司委託或接受委託或與他人合作研發技術時，其智慧財產之歸屬依契約約定。

若有共有之必要時，應詳細約定共有之權利義務關係。 

4.5 智慧財產申請及管理 

4.5.1 本公司之發明或創作，於經過內部討論及以簽呈方式申請核准同意後，而有申請智

慧財產權保護之必要者，承辦部門均應儘速與專利顧問公司共同作業，以完成申請

作業。申請後，發明人或創作人有協助完成申請、答辯等相關程序之義務。上述發

明、新型或新式樣，於未申請獲准專利前，所有接觸該發明或創作之工作人員，就

與該發明或創作有關之資料均應負保密義務。 

4.5.2 從事智慧財產權開發之工作人員，應妥善保存智慧財產權研發過程之報告或紀錄，

作為智慧財產權爭訟時之舉證資料，各該報告或紀錄之管理方法由各單位依其性質

自行訂定。 

4.5.3 對外創意之揭露或研發成果之發表，應事先經權責主管同意，若為可申請專利之發

明或創作，應先完成申請專利之程序。  

4.5.4 本公司規劃、設計新商標時，主辦、會辦部門均應負保密義務，其屬委外設計案者，

應於委任契約明訂保密條款及受任人違約洩密之賠償責任。 

4.5.4.1 各商標使用單位應使用本公司之商標於商標註冊證上列示之商品及本公司營

業上，以維持本公司之商標專用權。 

4.5.4.2 註冊商標之使用應依本公司所列示之圖樣，不得任意變更商標圖樣及文字之

高、寬、直徑之比率及其各部分之相對位置，亦不得在商標圖樣內加註文字

或圖案。 

4.5.4.3 本公司商標由管理部統籌管理。 

4.5.5 本公司所有之智慧財產權遭第三人提出異議或法律爭訟程序時，該智慧財產權之開

發人員或委任專利顧問公司應共同與公司的權責單位或律師進行合法防禦，如係遭

他人侵權之案件，亦應協助公司進行侵害可能性之鑑定工作，以確保本公司及利害

關係人之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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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本公司有關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文件資料之管理，則視資料類型分別由電子設計開發

處/機構設計開發或管理部辦理。 

4.6 智慧財產檢舉獎勵制度：為保護公司智慧財產權及避免本公司因過失行為而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時，凡發現公司員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有他人侵害本公司之專利或營業祕密

或有侵害之虞時，可依本公司檢舉制度實施辦法予以檢舉，檢舉人不限本公司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