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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目前在我國法上並無相關規範，鑑於實務上相關

爭議案例有增無減，且現實上似已經出現濫用之傾向(不分行業一律先簽

訂)，本文擬對此爭議作一研究檢討。 與向來研究方向較為不同的是，對



於此介於公、私法領域之議題，本文著重於傳統上較為忽略的憲法理論部

份，蓋此為競業禁止背後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從比較法之分析乃至於我國

應有之借鏡，嘗試建構出競業禁止之憲法基礎，此為第一部份之重點工

程。第二部分工程，乃是依據前所建構之憲法基礎，從新檢視離職後競業

禁止應參考之審查要素，最後並進一步建立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審查流程模

型。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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