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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通过旨在强化保护专利及商业秘密之修订法案 

 

Ⅰ. 修改背景 

韩国国会于2018年12月7日通过了《专利法》修订案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

秘密保护法》修订案（前述两个修订案在以下简称为“本次修正案”），本次修

正案将于2019年6月开始实施。 

有关中小企业的技术泄露或盗取问题不仅是韩国国民持续关注的热点，而且近年

来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韩国政府对大型企业窃取或套取中小企业技术的各种行

为，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然而与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打击侵权行为并强化企业

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相比收效不太明显。这是因为受知识产权现行法律，如《专

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秘密保护法》（以下称为“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某些条款的制约，不仅政府的打击效果不甚明显，甚至对一些违法行为无所适

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本次修正案，不仅增加了很多保护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内容，也有一些制度创新，

如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导入，即侵权人故意侵犯他人技术时，将处以损害额三

倍以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Ⅱ. 主要修订内容 

1. 引进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根据本次修正案，如行为人实施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及商业秘密的侵

权行为，同时被认定为故意行为时，将要承担损害额三倍金额以内的赔偿金。 

本次修正案也明确了侵犯行为是否存在故意的八个判断因素，即（1）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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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是否优越，（2）对故意或者可能发生损害的认知程度如何，（3）专

利权人或者独占实施权人（以下简称为“专利权人等”）的损害规模，（4）

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获取的经济利益，（5）侵权行为的持续期间及次数，

（6）对侵权行为的罚款，（7）侵权人的财产状态，（8）侵权人的救济努力

程度等。本次修正案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是坚决遏制市

场上原来扭曲的交易秩序，二是鼓励企业间积极实施技术许可行为；三是支

持被害企业更加主动提起专利权及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以其达到即使受损后

也能实质上得到相应补偿。 

为了应对本次修正案正式实施的冲击，专利权人应参考上述8项认定因素， 

需要事先向侵权人发出专利权等存在及侵权事实等各项书面通知，以备认定

侵权人的行为为故意时提交为证据；而有可能被认定为侵权人的企业来说， 

应事先做好不知专利权等的存在或设计合法性相关的证据资料，以备主张侵

犯行为不具有故意性时提交为证据使用。 

2. 商业秘密的认定条件放宽，入罪门槛降低 

根据现行的韩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需具有（1）非公知性；（2）

秘密管理性；（3）实用价值性。 因此如果认定一项信息为商业秘密，需经

“通过合理的努力维持保密状态”，即应具有秘密管理性。但本次修正案将

认定秘密管理性的条件中删除了“通过合理的努力”字句，并将“维持保密

状态”修改为“当做秘密来管理”，从而看出商业秘密的认定条件比原来更

加宽泛。 

本次修正案实施后，如何把握秘密管理的程度对认定商业秘密尤为关键。虽

然删除了现行法律的“通过合理的努力”条件，但客观上还需要“当做秘密

来管理”。因此，如果权利人在主观上自认为是秘密的，但并不加以管理的

话，即使本次修正案施行后，韩国司法机关不予认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当然，应该采取何种程度的管理，这需要通过后续法院判例来不断细化具体

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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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了商业秘密侵权类型的列举内容并强化了罚则 

现行的韩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企业所属员工辞职时携带商业秘密离开公

司的行为，仅仅认为是为商业秘密的泄露行为，而不能够被认定为商业秘密

的非法取得、使用和公开，更不能按商业秘密的侵权来处罚。由于存在上述

制度缺陷，目前法律实务中主要以“业务上的背任罪”（指企业经营者侵犯

企业利益的一种犯罪行为，主要以谋取自己或者第三人利益，或以损害公司

的利益为目的）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本次修正案，除了商业秘密的非法取得、非法公开、非法使用行为外，还增

加了（1）指定场所以外的任意泄露；（2）不回应返还、删除要求；（3）不

正当手段的取得；（4）非法泄露商业秘密的再次泄露或使用等侵权行为类型。 

本次修正案还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定刑均有上调，处罚力度比

现行法律明显增加。 

行为类型 区分 现行 → 修订案 

在国外，侵权商业秘

密 

有期徒刑 10年以下 → 15年以下 

罚款 1亿韩元以下 → 15亿韩元以下 

（财产上利益10倍金额超过15亿韩元

时，处以该财产上利益2倍以上10倍以下

的罚款） 

在韩国国内，侵权商

业秘密 

有期徒刑 5年以下 → 10年以下 

罚款 5000万韩元以下 → 5亿韩元以下 

（财产上利益10倍金额超过上述金额

时，处以该财产上利益2倍~10倍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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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修正案，更加明确了员工辞职离开公司时其持有公司商业秘密之返

还和废弃义务；对企业来讲，要明确商业秘密资料的适用范围，有义务明确

资料的返还/删除等行为。 以后发生商业秘密单纯泄露行为时，如果公司已

经预先制定了适当的商业秘密的管理体系，也可以用商业秘密之侵权等强力

制裁手段来对应侵权人，这将起到很强的震慑作用。 

4. 专利诉讼中的专利权人举证责任亦有放宽 

根据现行《专利法》的要求，专利权人等在采取保护措施时，因为难以具体

掌握侵权人的产品、服务等实施状态，就对方侵权提出的相关举证就会非常

困难。虽然2016年韩国政府引进了“证明侵权必要证据之提供命令”制度，

但具体案例中使用频率不高，更对其实效性产生了怀疑。 

但本次修正案规定，专利权人等主张侵权状态时，否定该侵权状态的侵权方

便有义务主动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因此通过本次修正案的实施，专利权人

等在以后应该比较容易掌握侵权人的具体行为细节。尤其是，如果侵权方无

正当理由不提供具体行为细节时，法院可认定专利权人等主张的侵权行为具

体状态是真实的，这将更更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等的合法权益。 

Ⅲ. 对企业的启示 

本次修正案的亮点为一是放宽了商业秘密的认定要件，二是专利被侵权时，专利

权人的举证责任也会相应减少，并强化了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及刑事处罚力度。

通过本次修订，对权利人的保护将更为有效，尤其在大型企业侵犯中小企业时，

作为受害人一方的中小企业将会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能够取得实质上

的损害赔偿。 

本次修正案的通过与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平交易委员会及

专利厅共同发表的《杜绝对中小企业技术盗取之对策》之落地有密切联系，同时

也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技术盗取之行为持续强化行政管理的具体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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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持有专利及商业秘密的企业，如果发生技术纠纷，可积极选择诉讼的方式

保护自己的权益；另外有可能被诉的企业-就侵权的大企业来讲，应该事先确认

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相关业务流程，提前确认和审查企业内部的各项规定制度等，

以便减少侵权发生的风险。当然，如果技术侵权纠纷已然发生，应尽早制定应对

方案、仔细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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