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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主旨 

多層次傳銷獎金制度自 1945 年由美國加州紐崔萊公司設計出來

之後，即迅速取代單層直銷獎金制度成為傳銷市場的主流。但不久即

遭到不肖商人加以變質利用，成為詐財工具。這種變質的多層次傳銷

是一種獵人頭斂財的手法，在世界各地危害社會，也讓正派經營的傳

銷事業蒙受不白之冤。台灣的傳銷市場也因為 1970 年代末期的台家事

件，讓社會大眾視傳銷為老鼠會，對其多方排斥，更讓正派經營的傳

銷事業經營倍加艱困。 

民國八十一年政府公布「公平交易法」與「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負起管理多層次傳銷

事業的責任，為多層次傳銷取得法定的地位，也有效嚇阻了欲藉傳銷

斂財或圖謀短期暴利的投機份子，但近年來假借多層次傳銷名義的詐

騙案件仍然時有所聞。由於傳銷事業的營運具有封閉性，沒有加入傳

銷事業的人，對傳銷事業的產品、獎金制度、公司營運狀況等資訊無

從瞭解；即使加入傳銷事業的傳銷商，短期之內也難對公司有深入的

瞭解，遂讓民眾面對傳銷事業或其傳銷商的推薦時，無從判斷其良

窳。因此，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於 95 年度委託學術機構研究「多層

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度』及『專業評鑑指標』」，並試行於兩家傳

銷公司，復為鼓勵傳銷事業自行提升其經營水準和形象，公平會再委

託進行「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立與執行」研究計畫，希望鼓

勵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我評鑑，以達到「自我完善」、「取信消費者」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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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 95 年度委託研究的「評鑑指標」與多層次

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評估其適用於多層次傳

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行性，並參考國內外相關產業辦理自我評鑑之實

際執行情形與其效益，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公正客觀的自我評鑑指標

與作業流程，以提高各傳銷事業之營運透明化，讓消費者或欲加入傳

銷事業的人可以更容易選擇正派經營的傳銷事業，避免受騙上當的機

會。本研究將根據評鑑的學理基礎，同時從消費者與傳銷業者的立場

去探討，以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手冊，並研擬多層次傳銷事

業參加自我評鑑的誘因，提供多層次傳銷事業與政府主管機關執行之

參考。 

二、背景分析 

多層次傳銷是一種人員銷售的方式，參加人除可購買產品之外，

還可將產品介紹、銷售給他人，甚至還可以吸收、推薦消費者成為他

的下線傳銷商，來共同銷售產品、分享獎金。多層次傳銷也是一種相

對較有效率的行銷方式，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距離，節約通路成本，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的服務，或因為分享獎金

的緣故，獲得價格較低廉的商品，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助益。 

惡質的傳銷被設計成詐財的工具，被不肖商人惡意利用，很容易

演變成詐財吸金的「老鼠會」，上線「大老鼠」獲取鉅額暴利，下線

「小老鼠」則往往受騙上當，成為無辜的受害者。金錢的損失和受騙

的事實，使得一群受害人在相當的時間內無法正常的工作和平衡心靈

的創傷，對借錢入會和借錢買貨的人來說，更容易形成大量負債的情

形。這些人或是信用破產，或是引起家庭糾紛、親友反目，常為了還

債鋌而走險，或為還不清金錢與人情債而自殺的情形都有，造成家庭

悲劇，亦影響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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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年來所做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

查」中可以發現，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未來經營所面臨之問題中，很擔

心非法傳銷業者的破壞，這種擔心往往是僅次於擔心市場的不景氣， 

 為有效端正社會對多層次傳銷的誤解，導正消費者的觀念，建立

一套專業的多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度，鼓勵傳銷事業踴躍進行自我評

鑑，使消費者能夠清楚辨別正當與不正當的業者，保護自己的權益，

讓非法經營的公司無法騙取消費者的認同，以保障正派經營者的發展

空間是本研究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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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建立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業者瞭解其

經營優劣及原因，能自我改善與調整缺失，是屬於形成性(formative)

評鑑，此評鑑的重點在於提出改進的意見，以具體積極的建議，協助

計劃的推展進行（Scriven, 1994）。透過自我評鑑，多層次傳銷事業可

自我檢核在各層面與重要內涵的執行情形與特色，並發掘遭遇之困難

與問題，思索自我改進之策略，並追蹤自我改進成效，以建立正派、

永續的發展機制。因此鼓勵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我評鑑，達到自我

完善的結果至關重要。透過自我評鑑可同時讓參加人、消費者對各多

層次傳銷事業有更深入的認知與正面肯定。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95 年度委託學術機構研究所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

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 

(二) 進行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

評鑑之可行性評估。 

(三) 國內外相關產業辦理自我評鑑之實際執行情形與其效益。 

(四) 依照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研議出針對不同規模多層

次傳銷事業所相對應之「自我評鑑指標」。 

(五) 評估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何藉由自我評鑑，以達到提升形象與經營

效率之效果。 

(六) 研議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我評鑑之誘因。 

(七) 依據研究結論，擬具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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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了能夠增進對研究主題的充分瞭解及正確詮釋，本研究分成兩

部分，一部分是從學理基礎來研究此一問題，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

查與專家討論的方法；另一部分是從多層次傳銷公司實際運作的角度

來探討此一問題，採用公司深度訪談及多層次傳銷業者、參加人、消

費者座談的方式來進行。進行方法如下： 

(一) 文獻蒐集、探討 

透過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評鑑相關理論等國內外文獻、中外網

站及雜誌資料等相關文獻，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評估國內外相關產

業辦理自我評鑑之實際執行情形與其效益。 

(二) 樣本公司訪談 

選擇幾家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公司，進行公司訪談，深入了解

自我評鑑對該公司之影響，及95年度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

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聽取

其建議或修正意見，以便建立一套具體可行的「自我評鑑指標」及「自

我評鑑手冊」。 

(三) 專家座談會 

邀請國內對多層次傳銷、專業評鑑制度、消費者保護有研究的學

者專家進行小型的座談會，討論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與

制度，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 

(四) 問卷調查 

透過文獻探討與專家學者座談會二種方式，蒐集並彙整出評鑑指

標後，對傳銷事業員工、傳銷商與一般消費者進行抽樣問卷調查，來

分析決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及其權重。 

(五)研究結果整理、撰寫 

將文獻探討、公司訪談、專家討論、問卷調查的結果加以整理分

析，評估 95 年度委託研究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

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

標，並針對不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建立「自我評鑑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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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行步驟如下： 

 

 

圖 1.3.1 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文獻歸納與探討

建立研究架構

質化

業界與專家學者訪談

95年傳銷評鑑指標之探討

業界與專家學者座談會

資料整理分析

95年傳銷評鑑指標可
行性評估

問卷設計
(傳銷公司與直銷商)

問卷前測

問卷調查與分析

量化

修正

建立「自我評鑑指標」
（含修正與細緻化）

研議促進傳銷公司
辦理自我評鑑之誘因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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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評鑑與認證 

一、評鑑的認知與實施方式 

認證或評鑑的字眼在生活週遭處處可見，在認證部份，有的是以

個人為主體，例如語言能力或電腦能力的認證，有的是以組織為主

體，例如「ISO 認證」、「臺灣網路認證」、「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品質認證中心」或農產品認證；評鑑部分，例如「大學評鑑」、「外勞

仲介服務品質評鑑」、「旅館等級評鑑制度」、「業界科專研發管理制度

評鑑」等；另外有一些雖然表面看不見評鑑或認證的字句，但是卻同

樣隱含評鑑或認證的實質程序與精神，例如「國家品質獎」、「上市上

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等。但是評鑑和認證這兩者事實上常被混淆，

因此有必要先釐清兩者之間的基本差異。 

(一) 評鑑(evaluation)與認證(accreditation)之差異 

評鑑的意義各有不同，下表列舉幾位學者的定義： 

表 2.1.1 學者對於評鑑之定義 

學    者 評   鑑   的   定   義 

Stufflebeam & 
Shinkfield(1985） 

評鑑是一種規劃、收集並提供描述性與判斷性資訊的過程，

這些資訊包括評鑑客體的目標、設計、實施和影響之功績與

價值，以利決策，滿足效能需要，並增加對評鑑客體的瞭解

（郭昭佑，2006） 

Worthern & 
Sander(1987) 

評鑑是一件事項之價值的決定。亦即評鑑者選擇二個或多個

評鑑標準，然後收集評鑑對象的相關資料，然後根據評鑑標

準決定評鑑對象的價值，最後再根據評鑑結果督促評鑑對象

改進其服務品質的歷程（鄭進斛，2006）。 

Alkin(1991) 
評鑑乃是一種確定所關注的決定領域、選定適當資料以及分

析與摘要資料的過程，以提供決策者作為選擇方案之依據 

House(1993) 評鑑是依據適當標準，決定事物的程度或價值。 

Stufflebeam(2000) 
評鑑是對某方案、計畫、服務或其他關注對象的優點和價值

做系統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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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定義可以發現，評鑑關注的焦點有發展過程、方法，強

調判斷績效與改善的決策依據，或傾向從系統性、整合性的觀點來定

義評鑑。事實上，評鑑是應然（參考基準）與實然（現況資料）之間

的差距比較，以評定受評對象之優劣或價值(郭秋勳、陳啟明，2004)；

簡而言之，評鑑就是價值(分子)與標準(分母)之比(Stake, 2000)。 

除以上之分類之外，亦有人以學者常用的四個重點來界定評鑑，

分別是價值或優點之判斷、對現象作質與量之描述、評定績效及決策

之用、可針對個人特質或方案措施(黃政傑，1990)。陳瑞榮(1995）則

針對上述之發展，將評鑑定義歸納為四大類(表2.1.2)。 

表 2.1.2 評鑑定義之類別 

主要時期 評鑑定義之類別 說   明 

1920 年代 評鑑即測驗 (evaluation 
as measurement) 

測驗成為衡量人類行為的科學工

具，評鑑即測驗的觀念也廣被人們所

接受。 

1930 年代 

評鑑是目標與表現一致

程度的確認 
（evaluation as 
determining 
congruence） 

「觀念與技術」成為評鑑概念的濫

殤，包括釐清目標、發展和運用各種

方法、描述證據加以解釋及運用相關

資料。 

1970 年代 
評鑑是專業判斷

（evaluation as 
professional judgment）

評鑑即是專家判斷力的表現，認可的

過程是靠專家的經驗及判斷，而評鑑

即是利用資料蒐集所作的迅速判斷。

晚 近 評鑑是提供資訊以做為

決策依據的觀念 

評鑑在蒐集和解釋有關資料，並把它

轉變成決策的資訊，以作為決策人員

合理判斷的依據。 

亦有學者將評鑑目的歸納為改善導向與績效導向兩個觀點（胡悅

倫編，1998；郭昭佑，2000）；兩者是互補而非對立（例如 Mass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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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o, 1995）。 

綜合上述，從目標－手段而言，評鑑乃是透過系統性的科學方

法，來獲致一組優點或價值之比較的過程，以作為改善或績效導向之

決策基礎。而認證乃類似一種擔保動作，擔保取得資格者其作為或產

品能夠符合特定條件的標準與規範（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2004）。在產業標準認證機構，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SO) 將認證定義為：「透過一個認證協會來

確認一事業體或個人是否有能力完成具體的任務」。 

以上的定義，基本上符合表2.1.3 所做的用途與參與意願的歸

納，洪鉛財、羅彥棻、池曉娟（2006）在「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

鑑制度』、『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與建立」的研究計畫中提及，由

於規劃之評鑑制度較近似認證制度，但因委託研究案之招標規範書等

都載明為「評鑑」，因此報告中之用語仍以「評鑑」稱之。 

表 2.1.3 評鑑與認證制度差異比較 

類 別 用    途 對象範圍 參與意願 推動力量 示    例 

評  鑑 獎補助以

分配資源 全面性 強制 行政力推動 教育部 
大學評鑑 

認  證 能力資 
格核可 非全面性 自願 廠商主動 

消費者推動 GSP 

資料來源：洪鉛財、羅彥棻、池曉娟（2006） 

雖然該研究為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評鑑制度奠定了深厚的基礎，但

是本研究認為若未深入釐清評鑑與認證之內涵，而僅將之視為符合招

標規範書的用語，則似乎冒著未知的風險。 

一般而言，評鑑（evaluation）、認證(accreditation)、驗證(certification)

等詞彙通常容易混淆。以下本研究將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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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符合性評鑑（conformity evaluation）做為說明，並依其定義來說

明這幾種詞彙的差異。符合性評鑑乃產品（服務係屬於產品定義的涵

蓋範圍）、流程、系統、人員或機構達成特定要求的證明。其主要領

域包括各種活動，如測試、檢驗、驗證，以及符合性評鑑機構之認證。

其評鑑對象可為產品、過程或服務，要判斷是否達到相關要求，包括

顧客設立之自願性質的要求，或政府權責單位訂定強制性質的要求。 

本研究將幾個容易混淆的名詞定義整理如表2.1.4，其上下關係為

評鑑→認證→驗證→檢驗→測試→試驗。 

表 2.1.4 易混淆的名詞定義與比較 

 易混淆的名詞 名詞定義 

認證

(Accreditation) 

主管機構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

有能力執行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驗證 

(Certification) 

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

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產品、系統與人員

驗證。 

檢驗 

(Inspection) 

檢驗為經由觀察與判斷，適當時機伴以適當之度

量、測試或量規檢查之符合性評估。 

測試 

(testing) 
執行一種或多種的試驗作業。 

評 

 

鑑 

 

活 

 

動 

試驗 

(test) 

按規定程序對某一產品、過程或服務的一種或多

種的特性，予以測定之技術性作業 

資料來源：國家型符合性評鑑知識服務體系網站

(http://www.ca.org.tw/report.aspx?id=2&kind=1) 

 

由表 2.1.4 可知，其實無論是不同層次的試驗、測試、檢驗或驗證，

基本上都是評鑑的一部份，因此評鑑在此乃是一個較屬綜合、全方位

的衡量用詞；認證在 ISO 的符合性評鑑當中則是屬於其中末端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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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例如發給受評單位合格證書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力」

執行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為了避免評鑑與認證的混淆，「評鑑」與「認證」可區分為，評

鑑是由一個具公信力的機構，以一組表現、品質與成果指標來評估某

一個組織的過程；評鑑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評鑑委員作為「通過」與

否之依據。而認證則是評鑑的最終程序的表現形式，是通過評鑑之

後，授於合格單位某種的肯定形式。 

整體而言，評鑑是認證的必要條件或程序，亦即對評鑑單位而

言，雖然評鑑關注的是整個過程導向；但是對於受評單位而言，認證

則是結果導向的具體事實與呈現；因此本研究仍舊採取評鑑的字句以

涵括認證的程序。此外，認證就代表背書嗎？由表 2.1.5 顯示某個評

鑑機關的問與答，結論當然是否定的。 

表 2.1.5 某評鑑機構關於認證之問與答 

Q：取得公司治理制度認證是否就代表公司營運絕不會有問題？ 

A：公司治理制度認證並非對於受評公司之營運績效以及其董事會或管理當

局的誠信與道德行為提供保證，也不得衍生對其財務報表真實性的保證。中

華公司治理協會執行評量作業，係根據受評公司所提供及揭露的資料，在所

建立的評量方法下，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評估其公司治理，故本認證並未涵

蓋公司是否蓄意欺瞞或舞弊的風險。由於本評量結果並未對任何投資或交易

行為有承諾或擔保性質的明示或暗示作用，因此使用者對其投資決策及行為

之結果應自行承擔。 

若受評公司於接受評量時，有違背誠信、詐欺行為，導致中華公司治理

協會或執行評量之個人產生任何財務業務或名譽上之損害，中華公司治理協

會將保留執行及代理訴追賠償責任之權利。另外，若受評公司以認證結果用

於公司股價之廣告或其他宣傳用途而導致投資人權益受損，中華公司治理協

會相關人員亦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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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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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的目的 

不同產業評鑑各有不同目的，表 2.1.6 整理了幾個不同機構的目

的比較。 

表 2.1.6 不同評鑑制度之目的比較 

制度名稱 評鑑制度之目的 

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 

制度 

推動公司治理制度之研究發展，使公司以股東長期利益之永

續發展為企業經營目標，並促進經濟之穩健發展。除協助公

司強化董監事功能、制定相關之標準及程序與發展董監事專

業能力外，並推動國際性組織資訊及及經驗之交流（中華公

司治理協會，2002）。 

外勞仲介 

服務品質 

評鑑 

鼓勵從事外籍勞工人力仲介業務之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注重

經營管理及提昇服務品質，以維護外籍勞工仲介市場秩序，

並作為雇主選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之參據（勞工委員會職業

訓練局，2007）。 

旅館等級 

評鑑制度 

讓一般旅館的價位、硬體設施透明化，也讓國外觀光客來

台，依照其預算找到合適旅館，減少消費糾紛（劉力仁、許

敏溶，2007）。 

大學校務 

評鑑規劃 

與實施計劃 

建立評鑑共識，奠定未來評鑑基礎；提昇大學教育品質，強

化大學競爭力；瞭解各大學辦學現況，協助各校自我定位，

確立發展方向；鼓勵各大學及其學類發展特色；協助各大學

提出整體校務及其學類之自我改進計劃；促進各大學之辦學

經驗交流，以期達到相互觀摩與學習效果（洪鉛財等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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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名稱 評鑑制度之目的 

業界開發產

業技術計畫 
鼓勵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及應用研究，建立研發能量與制度

（經濟部技術處，1999）。 

ISO-9000 系

列品質管 

理與品質 

保證標準 

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理系統之運作，使供應商從設計、生

產至服務之各階段中，防止不符合之情事發生，以獲得顧客

之滿意（洪鉛財等人，2006）。 

優良服務 

作業規範

（GSP） 

協助企業提昇服務品質，強化商業服務業業者自我提昇能

力，進而促進整體商業的健全發展（經濟部商業司網站）。

國家品質獎 

旨在獎勵推行全面品質管理具有卓越績效的企業及個人，也

鼓勵得獎者成為標準學習的對象。藉此，激發社會追求高品

質、高品級的風氣，樹立品質管理的典範，及建立企業和國

家優良形象，使我們成為現代化和高品質的國家（財團法人

中衛發展中心網站）。 

各個產業評鑑目的互不相同，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興利」、「除

弊」或提升服務品質為主要目的。但是對於多層次傳銷的弊害態樣眾

多，無法全部以法律條文因應（公平交易委員會，1991），因此若是從

「興利」角度，讓直銷公司願意更加嚴格規範其直銷商行為、更愛惜

自己的羽毛，相信「評鑑」辦法將能發揮若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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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我評鑑 

實務上自我評鑑都屬於整體評鑑或認證過程的一環，例如「上市

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旅館等級評鑑

制度」、「業界科專研發管理制度評鑑」、「ISO認證」等，但是卻缺乏

相關的學術研究；大量的「自我評鑑」文獻多是散佈在探討教育機構

之上。例如大學評鑑，其過程與方向依各國文化背景而有所差異，大

致可以區分為四個階段：（1）訂定標準；（2）自我評鑑；（3）實地評

鑑或訪問評鑑；（4）追蹤評鑑（陳漢強，1997），因此自我評鑑乃是

其中一個過程而已；透過以下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整理，期望有助於多

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度之建立。 

一、自我評鑑的定義與目的 

Kells於1988年將自我評鑑界定為「組織在各種外部或其他訪視進

行前，由成員對組織情境、意圖、過程和結果的一種描述或分析；基

本上，此過程提出報告，俾便後續的訪視順利進行。」（王保進譯，

2002），此定義符合上述實務界與我國教育機構的定義。但我國目前

教育機構有時以「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或「內部評鑑」（internal 

evaluation）之詞代之；也有將 ”self-study” 譯為「自我評鑑」（潘慧

玲，2005）；但是 ”self-study” 通常較強調組織內部自發地持續性實

施，而 ”self-evaluation” 則偏重組織配合外部所被動地間斷式發起（王

保進，2003；楊玉惠，2003；林天祐，2006）。表2.2.1整理了自我評

鑑與自我研究的定義與說明，如此也容易區分以上學者的說法，亦即

自我評鑑是組織本身依據外在的評鑑規準，自己規劃、執行的評鑑活

動，目的是在了解組織在外在規準之下，各項條件具備與表現的情

形，以作為評定組織績效或是自我改進的依據（林天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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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自我研究與自我評鑑的定義與說明 

類 型 定義與說明 

自我研究 
（self-study） 

是指組織依據本身的定位與功能，自己探究組織的結

構、運作與人員條件，是否符合既定標準的一種自發性

評鑑活動。 

自我研究與同儕評鑑是認可制評鑑的要素，自我研究的

過程通常包括：成立規劃小組、分析內外在條件的優勢

與劣勢、型塑組織願景與目標、發展實施策略、擬定實

施計畫、執行與檢討、確定分析結果、持續改進。 

自我研究是一種內部自發性、經常性的評鑑活動，具有

主動、積極、持續的特色，重點在發現本身的優勢與問

題，再根據優勢與問題發展出自我改善、創造優質、卓

越的有效策略，以持續符合外界的期望。 

自我評鑑

(self-evaluation)

是組織本身依據外在的評鑑規準，自己規劃、執行的評

鑑活動。 

自我評鑑的過程通常包括：成立規劃小組、進行評鑑準

備、成立指導小組、成立自評小組、參加外部評鑑說明

會、辦理自我評鑑研習、擬訂具體自我評鑑計畫、公布

自我評鑑計畫、蒐集與分析相關資料、撰寫自評報告、

公布自評報告、自我檢討與改進。自我評鑑的最大特徵

是由組織本身自己評鑑，評鑑是根據外在的規準來進

行，屬於比較被動式以及間斷性的評鑑方式，目的在了

解組織在外在規準之下，各項條件具備與表現的情形，

以作為評定組織績效或是自我改進的依據。 

資料來源：林天祐（2006），評鑑小辭典，評鑑雙週刊 
 
潘慧玲（2005）則將以上兩個用詞進一步區分為「自發性自我評鑑」、

「因應性自我評鑑」和「配合性自我評鑑」，特整理如表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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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三種類型之自我評鑑 

種  類 意  義 實  例 

自發性 
自我評鑑 

指學校透過內在動力的

驅使，自主地實施評鑑

工作。 

教育部近年所鼓勵大學自我評

鑑，是由大學內部自主發動之評

鑑，其所採的評鑑方式由學校自

行決定，可採自評，也可兼採自

評與訪評(即內外部評鑑兼顧)。 

因應性 
自我評鑑 

配合外部人員訪視評鑑

所進行的自評工作；只

是「因應性自我評鑑」

較 之 「 配 合 性 自 我 評

鑑」，更為強調機構的

主體性。 

美國認可制中的自我評鑑，雖是

學校配合外部評鑑要求的認可

標準（accreditation standards）所

進行的自我檢視，然執行時係以

學校之實際情境、需求為考量，

並非只是被動配合填寫評鑑表

格與準備相關訪評所需資料。 

配合性 
自我評鑑 

配合外部人員訪視評鑑

所進行的自評工作，學

校的主動性與自主性最

低，自評僅是機構配合

外部評鑑，準備需要受

評之相關資料及填寫評

鑑團體所發展之表件。

多年來教育部所主導之大學評

鑑，包括 94 年委託台灣評鑑學

會所實施之大學評鑑中的學校

自評。 

Frazer 將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的極端特徵整理成表(表

2.2.3) ， 基 本 上 可 區 分 為 自 我 反 省 （ self-reflection ） 與 自 我 評 估

（self-assessment）兩種方向，反應在目的、型態、參與人員態度、開

放性、結果、評鑑報告使用者，以及負責追蹤行動者上的不同（徐鳳

禎，2002）。自我反省的目的在了解自我、改進，是注重過程的形成

性評鑑，為非正式的型態，對人員的參與態度沒有威脅，對自我充分

信任，其自我評鑑報告由自己使用及執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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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的目的則在展現自我、達成績效責任，是注重結果的總

結性評鑑，為正式的型態，對人員的參與態度有威脅，是將自我暴露

出來，其自我評鑑報告，與上級（外部政府機構等）接觸後，才能自

行執行追蹤行動，但仍須接受上級的督導。 

表 2.2.3 自我評鑑之極端特徵表 

特徵 自我反省

(self-reflection) 
自我評估 

(self-assessment) 

目的 

了解自我 

改進 

形成性 

展現自我 

績效責任 

總結性 

型態 非正式 正式 

參與人員的態度 沒有威脅 對成員的參與態度有威脅 

開放性 對自我充分信任 將自我暴露出來 

結果 
自我評鑑報告 

由自我執行追蹤行動

自我評鑑報告 

與上級接觸後才能執行追

蹤行動 

評鑑報告使用者 由自己使用 外部政府機構等 

負責追蹤行動者 自己執行追蹤 
自我 

（但須接受上級的督導） 

資料來源：潘慧玲(2005），美國大學認可制中的自我評鑑 

近年來，由於外部評鑑對自我評鑑報告的需求，導致自我評鑑的

意義被扭曲成「向外在個體表現自我」，多數受評單位為了因應外部

評鑑的壓力，不再深入進行自我反省；針對此現象，Frazer 認為須在

極端特徵表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才是理想的自我評鑑，強調單位

本身內發的自我動力，但其特徵並非偏執一隅的「自我反省」，而是

在自我反省「self－reflection」與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之間取

得平衡的自我評鑑（連世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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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的必備條件與流程 
以下以教育機構評鑑與國家品質獎為例，從整體系統角度說明流

程的制定。在教育界的自我評鑑過程當中，無論對象是學院、科系、

方案或者是其他的單位，應該以有用的系統觀點來研究；Kells提到在

效率的研究中，有兩個主要的因素：一為目標達成的程度，一為系統

的功能，即問題的解決；圖 2.2.1 為一般線性開放系統模式，組織可

能是完整的機構或持續的方案，它包括輸入、目標（預定的意圖）、

方案和結果，並指出外部的力量，一般普通評鑑的焦點是在虛線部

份；有目標的評鑑、結果與目標的關係；另外有輸入的分析和功能的

分析，功能的分析包括：定義、澄清和問題的解決。最後將對於任何

要素改進的建議，作為自我評鑑過程的結果（連世傑，2005）。 

 
圖 2.2.1 一般線性開放系統模式（連世傑，2005） 

當校務評鑑的目的在於品質的改善及組織的革新，則自我評鑑就

是一個過程。由圖 2.2.1 知，此種以改善導向為目的之自我評鑑過程，

在評鑑的過程中，強調由學校之所有成員參與，並在高層主管的承諾

與領導下，透過各種有效的評鑑機制，對學程的輸入、過程、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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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進行評鑑，以達成改善品質並達成績效責任，同時提昇學校的

評鑑與自我管制的文化與架構。 

 

圖 2.2.2 改善導向的自我評鑑過程（連世傑，2005） 
 

因此一個有用的自我評鑑過程當中，應具備的主要必要條件需要

有領導者的支持、專門技術、資源、發展成員的內在動機、機構需求

的診斷（李惠美，2004），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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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領導者的支持 

機構內的主要行政主管對評鑑應有相當程度的關注，以便建立一

種信賴的氣氛，使評鑑過程能獲得高度且持續的優先考慮。因此最高

行政主管扮演下列重要的角色：協助形塑自我評鑑過程的內在動機、

建立自我評鑑的優先性、選擇出自我評鑑的最佳協調者，並給予最大

的支持、對參與自我評鑑過程者給予獎勵，提供自我評鑑過程必要的

支持（包括資源與其它）、協助設計變革的策略、對自我評鑑的過程

中所可能產生的新行為給予正面回應、善用自我評鑑的結果、推動持

續的自我評鑑與計畫過程。 

(二) 專門技術 

參與規劃小組的成員中，至少有一位以上的人需具備適當程度的

專門技術。因為評鑑過程涉及許多步驟，包括評鑑方法、團體技巧、

內部資料蒐集的方法、設計過程上必備的策略、誘發成員必要程度的

參與、確保評鑑過程獲得必要的支持等技巧。因此，要成立一個指導

規劃團隊，團隊的領導者是一個具有說服力、受人尊敬的學術地位，

及廣博的評鑑與諮詢經驗的學者，團隊中每一個成員須具有評鑑的經

驗及專業技識，如此才能落實自我評鑑的目的。 

(三) 資源 

第三個必要條件是機構應為評鑑過程提供適當程度的人力和財

務資源。如果沒有提供適當的人力及足夠的經費，即使有專業的團

隊，該評鑑過程是無效的，所以機構應定期且持續的編列所需預算，

才能使評鑑工作持續進行。 

(四) 發展成員的內在動機： 

第四個必要條件，是發展成員具有適當的內在動機。由於自我評

鑑乃是機構全體成員的任務，不是機構領導者或規劃小組的事，而是

必須大家一起動員的工作。因此，在實施評鑑初期，規劃小組應該取



 22

採「持續勸導」的態度，利用各種說明會或活動，向所有成員說明自

我評鑑的目的，是為自我改進，是為尋求整體改進的措施，並不是藉

此要裁撤或剝奪現有的資源，如此大家才能全心投入，而不會虛應敷

衍，因此評鑑進行大力說服成員絕對是必要的。 

(五) 機構需求的診斷 

對機構本身問題與需求的重要事項，進行適當的初步診斷。因為

機構的不同需求往往會有不同的評鑑策略，所以規劃小組應該在評鑑

實施前，確定本次評鑑的特定意圖，亦即評鑑目的，是依據機構本身

需求而訂定，有了明確的評鑑目的，才能發展及選擇評鑑策略，以進

行各項評鑑活動，最後依據評鑑所得結果，來檢視評鑑活動是否符合

機構所需，而不是為了評鑑而評鑑。 

Kells 將自我評鑑的流程整理如圖 2.2.3 所示： 

(一) 準備與設計的過程 

前置準備活動和評鑑實施的成功有高度正相關，可說是所有過程

最重要的步驟；此階段需要有上述五個必要條件。 

(二) 組織評鑑的過程 

包括成立「推動自我評鑑指導小組」、透過評鑑知能的成長，提

升成員間的信賴感與危機處理能力、確保各種資源，以及成員間充分

的協助、建立協調與溝通機制，不開不必要的會、提供各種資料蒐集

之管道，並注意職員工作的重要性。 

(三) 執行時期 

為了達成自我評鑑的目的，須在妥善掌控過程、檢討相關紀錄文

件、就學校內部蒐集相關資料、從校內外蒐集相關個人之意見與事實

資料、提出有關之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處方、產生新的理念

或構想、對理念與構想達成共識、設計相關評鑑活動的草案、充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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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此草案、徵求對評鑑活動的書面意見與反應、對相關資料進行編

輯、提出評鑑後的文件、邀請評鑑訪視人員進行嚴謹與公開的討論、

根據評鑑結果所發展出來的策略，並對結果進行討論，並加以執行、

以及監控結果執行之措施的事先安排等工作。 

(四) 決定評鑑報告處理方式及結果運用 

評鑑結果之運用須與評鑑目的密切相關，使成為機構整體品質管

理機制的一部份。但自我評鑑也可能產生副作用，包括評鑑結果未追

蹤、報告書淪為裝飾品以及產生造假及自我誇大的不良風氣（徐鳳

禎，2002）。 

(五) 制度化時期 

「制度化」是將政策完全融入組織並固定「我們在這裡做事的方

式」（way we do things around here）（Fowler, 2000）。 
 

圖 2.2.3 自我評鑑過程圖(李惠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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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圖 2.2.4 顯示我國「國家品質獎」所架構的卓越經營模式，

此經營模式是以領導為驅動因子，顧客為中心，透過策略管理、研發

與創新過程，追究組織發展；並藉由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資訊與資

源的整合，以及流程管理展現高績效。而經營績效展現的成果，可促

進領導做深度檢討改進與反省，橫縱向的雙箭頭是互動也是回饋的運

作（李銘堂，2007）。 

 

 
圖 2.2.4 國家品質獎卓越經營模式(李銘堂，2007） 

在上述的經營模式架構之下，國家品質獎進一步將企業的自我評

鑑區分為(1)準備階段、(2)評估階段、(3)改善階段等三階段。第一階段

以評估流程設計與設定評估階段為主；第二階段則由領導者成立評估

團隊，蒐集資料、晤談、關鍵文件、瞭解現狀，進行實地，評估完成

後並作成評估報告；第三階段為發展改善計畫，實際改善，並加以追

蹤成效，完成評估。 

三、自我評鑑過程的潛在效益 

Kells以其多年進行高等教育評鑑的經驗特別提出，自我評鑑的過

程中還會產生的其他潛在的利益、屬性和運用（李惠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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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評鑑參與分析的過程對新進人員，特別是行政主管而言是一

種有效的訓練。 

(二) 自我評鑑過程若經過適當的設計或熱誠的引導，可促進成員達到

「組織發展」專家口中所謂的「心理凝聚（psychological cement）」

的效果。因此透過有效的自我評鑑，常有助於拉近個人和組織目

標間的鴻溝。 

(三) 自我評鑑的參與過程可提升機構的開放性。可以在組織面對和解

決問題時，改善溝通型態、信賴、傾聽、和團體運作。因此自我

評鑑過程對組織的人事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機制，自我評鑑

也可以刺激機構對長期被忽視的政策、實務、程序和紀錄重新加

以檢核，並可以激盪出有用的革新和經費籌措的巧思。 

(四) 自我評鑑過程有另外一個重要的規劃目的，就是改善機構整體的

效能。組織發展的文獻中指出，有效能的組織應定期診斷問題、

謀求解決方案，及運用策略以導入、管理和維持變革。從組織發

展的觀點看來，自我評鑑確實是組織改善效能的重要方法。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雖然自我評鑑被認為是監督與決策的有效方

式，但是Sandberg, Stensaker & Aamodt（2002）提醒我們評鑑仍有潛

在的問題，不能將自我評鑑視為萬靈丹，需要謹慎與妥善的運用。 

四、評鑑機制之情境與屬性範圍 

1980年代重視效率，1990年代則是重視品質的年代，歐美先進國

家已將提昇大學教育品質列為大學經營上的首要工作。而高等教育品

質管制與品質保證亦已成為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尤其是，歐美先進

國紛紛設立品質保證專責單位或評鑑團體對大學進行品質管制，以確

保教育品質（楊國賜，2005）；此種觀點主要來自國際標準組織（ISO）

的品質管制與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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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s 根據二十世紀若干國家的高等教育評鑑機制之情境與取

向，將其過程之行為屬性的範圍加以排列如圖 2.2.5；一般而言，美

洲（加拿大、美國及部份拉丁美洲）偏向左方，較強調內在的改善取

向；歐陸國家的機制屬新創者較多，偏向中間，較依賴外部的全國性

同僚評鑑；而英國則偏向右方，較強調政府促動與獲得補助的取向（王

保進譯，2002）。 
 

圖 2.2.5 現存評鑑機制之行為屬性的內涵變動分析排列之評鑑範圍 

對於本研究而言，執行自我評鑑的主要目的是內部改善，來源或

創始者是傳銷事業本身，分析的重點或單位則屬於整個事業機構的相

關事務與服務，因此多層次傳銷的自我評鑑亦較為偏向左方。 

另外，由圖 2.2.6 可知，一個有效的評鑑目的需要藉由多種重要

的評鑑方法或手段才得以完成，例如以改善、品質保證、品質管制為

主的目的，除了自我評鑑之外，也需要外部同僚、誘因與後設評鑑等

方式才能夠互補強化。 

 

主要屬性 範      疇 

過程之目的 ‧改善      ‧對大眾之品質保證    ‧符合政府目標 

‧以資源為標的 

‧合理化 

來源或創始者 ‧機構（個人、團體）   ‧政府 

判斷之架構 ‧陳述之意圖        ‧同儕意見        ‧規範 

 （目的、目標）                     ‧比較 

分析之重點 

或單位 

‧全體機構和整    ‧學術性學程或      ‧學生成績 

  個機構之事務      所有層面，僅    ‧研究計畫 

  和服務            分析教學      ‧人力素質 

主要之過程 ‧自我評鑑        ‧外部同儕評鑑      ‧指標 

                    過程            ‧評定等級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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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而言，除了內部自我改善之外，更積極

的目的是期盼未來能夠更接近民眾對傳銷事業的品質與認知的接受

程度；另外，未來也可以視狀況進行洪鉛財等人（2006）所提出的外

部專家評鑑之辦法。 

 

規模合理
化與縮減

資源分配

功能重新

設計

品質管制

品質保證

改善

重要的評鑑方法或手段主要目的

規模合理
化與縮減

資源分配

功能重新

設計

品質管制

品質保證

改善

重要的評鑑方法或手段主要目的

• 參與的

自我評鑑過程

• 表現指標、產出

、效率 的比較運用

• 外部同僚

評鑑

• 認可威脅；

主要誘因

• 使用邊際

誘因

•趨勢資料、

既定意圖之

實際表現、

顧客滿意度

與意見調查

的運用

•

後
設
評
鑑

 

圖 2.2.6 評鑑過程的目的與完成目的所必備的程序間之關係 

綜合以上，由於多層次傳銷的自我評鑑制度沒有先例可供參考，

而且教育機構與多層次傳銷的自我評鑑，在背景與性質也有諸多的異

質性；但是，由以上的闡述當中，發現以上文獻與評鑑架構也能提供

某種程度的理論基礎。 

最後，評鑑標準因所蒐集資料性質的不同，Johnstone（1981）將

評鑑指標分為「量化指標」與「質化指標」。學者一般認為，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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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標準不夠具體客觀，易影響評鑑結果的公信力，屬量的評鑑標準

缺乏彈性（連世傑，2005）；應在質化與量化之間取得一平衡（Premfors﹐

1989）；因此對於不同規模與特性的傳銷公司而言，透過質化與量化

兩種資料的交互運用以兼顧客觀與彈性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直銷業採行自我評鑑可達成的效用有

二： 

(一) 短期效用為問題的解決，是由組織所有的成員參與，在組織內高

層的領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進行評鑑工作，藉以達到

組織精進的目的。 

(二) 長期效用為目標達成的程度，以供外部檢查(政府相關單位、公

正的認證單位)或消費者、被招募者檢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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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立 

自我評鑑具有容易執行且完全依自己的特點提供相關資料來檢

視，最能反映自我特色與增進自我瞭解的優點。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而

言，自我評鑑是一種沒有威脅性，不用擔心公司財務資訊與傳銷商資

料外洩；根據評鑑指標自我體檢，並將結果製成自我評鑑報告，提供

傳銷事業本身自己使用。同時由傳銷事業自己進行追蹤，改善缺失。

自我評鑑可以提升企業的經營水平並改善外界對傳銷產業不信任、神

密的觀感。 

多層次傳銷事業採行自我評鑑可預期達到的效益有： 

(一) 自我改善：自我評鑑若是由傳銷事業所有的成員參與，在傳銷事

業高層的領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下進行評鑑工作，藉

以達到公司精進的目的。透過自我評鑑的檢核，傳銷事業可以發

現公司長期存在的缺失與問題，並設法改善。 

(二) 外部肯定：自我評鑑除了可落實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多層次傳銷管

理辦法與準則外，也可提供外部檢查(政府相關單位)的依據；且

經由持續的自我評鑑可適時診斷出問題與謀求解決方案，以取信

於消費者。 

第一節 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適用自我評鑑之評估 

一、「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實務上關注事項契合情況 

公平會 95 年度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研究提出之

「評鑑指標」，經本研究與傳銷業者、高階傳銷商、專家學者舉辦的

座談會討論後認為，該「評鑑指標」係以降低交易雙方因資訊不對稱

而產生的交易成本為主要方向，設計包含自我評鑑(資訊揭露完整性與

合法性)與實地訪視(公司管控落實程度)兩大部份；同時將多層次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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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對傳銷產業之「貢獻」與「傷害」列入加減分項目。整體而言，

該指標涵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例如產品品

質、獎金制度與參加人退出退貨等重要事項，在評鑑上也都給予較高

的權重；另外四項評鑑指標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都有其重要

的意義與實務上的需要。本研究認為此「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

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有很高的契合度，多數具規模之多層次傳

銷事業亦有相同看法。 

二、「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行性評估 

經與各界討論後，基本上大多認為此「評鑑指標」內容都適用於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上；惟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評鑑指標之若

干內容與推行仍有疑慮，茲分述如下：  

(一)評鑑指標之權重不宜固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規模大小差異性很大，產品也包含有形、

無形等很多不同種類，因此評鑑指標之權重不宜「一視同仁」，例如

在「公司管控落實程度」構面 2.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權重為 4%)，

主要在衡量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資訊化程度」，這對規模較小的多層

次傳銷事業很不公平，因為公司規模小資訊化程度當然有限。因此在

衡量構面權重方面宜參考 ISO 精神、大學評鑑方式，由自我評鑑公司

依公司之發展方向、規模等自行訂定各指標之權重(仍然以滿分 100 為

準則)。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記錄宜加入成為主要自我評鑑指標之一 

    傳銷之所以需要特別立法加以規範，主要原因在於此通路容易造

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傳銷不是以媒體廣告為主的行銷方式，較其

他行業封閉性高，消費者不易從各項媒體中瞭解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

營狀況，因此確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合法傳銷行為是很重要的。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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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認為，若僅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產業的「貢獻」與「危害」列

入加減分項目，不足以說明其重要性，因此宜將傳銷公司對傳銷產業

的貢獻(如公益活動等)與危害(如違規記錄)，加入自我評鑑指標內。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對自我評鑑之疑慮 

    經調查發現若干多層次傳銷事業並不贊成推動評鑑制度，因此對

於推行自我評鑑仍然有些疑慮，怕相關單位在推行自我評鑑後的下一

步就是辦理評鑑；而評鑑對於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最大疑慮，

乃在於公司的財務報表、傳銷商資訊等重要資料的可能外洩。另一種

說法是若要推行評鑑制度，則無疑是將現行的報備制推向許可制。 

    本研究認為推動自我評鑑之用意，在於促使多層次傳銷事業能夠有機

會自我了解、自我反省、改進，讓傳銷業在經營上更能獲取消費者與傳銷

商之認同。自我評鑑是企業在內部動力的驅使，自主實施的評鑑工作，是

一種非正式的型態，對參加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沒有威脅；由於是自我辦理，

因此評鑑資料也不用擔心會發生外洩的情形。自我評鑑的重點在於了解自

我，是一種重視過程的形成性評鑑，透過自我檢查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並持續追蹤與改善，這與多層次傳銷事是否會由報備制度改為許可制，並

無直接相關，因此傳銷事業無需擔心現行之報備制度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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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設計 

洪永泰（1995）認為指標是對某種狀況給予數據判斷，是一種測

度，藉以顯示該狀況的水準，指標的建構方法可分為「質化」與「量

化」兩部分。評鑑指標應是藉由某些相關的標準或參數，對評鑑的對

象或主體作價值評定與判斷。由以上評鑑指標的定義及原則可知，評

鑑指標是一種反映現況事實的參數，其中包含量化的數據及質化的敘

述。建構或使用指標要符合以上原則，並排除一切可能干擾的因素。

在人員的選取上，應邀請具該專業領域的專家參與，並歸納專家的意

見，以確保指標準確性及合理性。本研究以洪鉛財等人(2006)建立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指標」為藍本，收集傳銷業者的意見和專

業判斷來研擬自我評鑑指標。 

一、自我評鑑指標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自我評鑑」指標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以公平會 95 年度委託

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為變項，以傳銷公司員工與傳銷商為主

要調查對象，調查他們對該評鑑指標的看法。由於傳銷商是屬於隱性

族群不易尋找，必需透過傳銷公司或相關主管機關來接觸傳銷商。因

此本研究問卷委託公平會在其例行北、中、南的宣導活動場所中發

放。扣除條件不符合的研究對象，及問卷答案勾選尺度皆相同者，和

回答不完整等之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計 186 份，其分析如下： 

（一）信度與效度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數檢驗量表信度，並以 Nunnally(1987)

所建議 0.7 為信度標準。經檢驗結果各構面信度 Cronbach's α 值由 0.83

至 0.94，均達 0.7 以上，顯示各構面具有一致性且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本研究在效度方面，變項(自我評鑑指標)內容係以公平會(2006)委託計

畫之「評鑑指標」內容為主，故有一定的內容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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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研究各構面之信度值 

研究構面 衡量題數 Cronbach α 值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7 0.838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7 0.936 
總量表的 α 值 13 0.936 

（二）人口統計變數分析 

由表 3.2.2 知，在性別方面，問卷填答人以女性偏多，符合傳銷業

的特性。受訪者年齡集中在 30~39 歲，學歷以大專最多，可見以傳銷

為業的傳銷商與員工素質逐年提高；年輕人求知慾較高，願意參與傳

銷相關的宣導活動，樂於接受傳銷相關的資訊。由受訪人數中，營業

額小於 1 億的傳銷公司佔 44.6%，可知大多數的多層次傳銷事業規模

並不大，這與公平會歷年來的調查結果相符。 

表 3.2.2 傳銷事業員工與傳銷商人口統計變數分析 

傳銷事業員工 傳銷商 合計 
項目 分類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性 男  60 32.3% 11 5.9% 71 38.2% 

 別 女  85 45.7% 30 16.1% 115 61.8% 

21~29 歲 22 11.8% 15 8.1% 37 19.9% 

30~39 歲 63 33.9% 13 7.0% 76 40.9% 

40~49 歲 39 21.0% 9 4.8% 48 25.8% 

 年 

 齡 

50~59 歲 21 11.3% 4 2.2% 25 13.4% 

高中以下 0 0% 1 0.5% 1 0.5% 

高中或高職 24 12.9% 9 4.8% 33 17.7% 

大專或大學 111 59.7% 30 16.1% 141 75.8% 

 學 

 歷 

碩士 10 5.5% 1 0.5% 11 6% 

1 億(不含)以下 67 36% 16 8.6% 83 44.6% 

1~3 億(不含) 27 14.5% 12 6.5% 39 21% 

3~5 億(不含) 20 10.8% 2 1.1% 22 11.8% 

5~7 億(不含) 5 2.7% 4 2.2% 9 4.8% 

公 

司 

營 

業 

額 
7 億以上 26 14% 7 3.8% 33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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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186份有效問卷中，有154位受訪者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辦理「自

我評鑑」可以取信社會大眾，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績效。對傳

銷商而言，多層次傳銷事業若能通過公正單位(最好是公平會)的認

證，無疑是增強了傳銷商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信心與鼓舞，因此八成

以上的受訪者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採正面的看法。另外，有六

成(115位)的受訪者認為以自願參加的方式來辦理評鑑較合適，受訪者

認為鼓勵的方式會比強制方式好。 

1. 受訪者與性別在評鑑指標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 3.2.3知，在「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構面之評鑑指標，

按 照 五 度 量 表 ， 受 訪 者 最 重 視 (1)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的 獎 金 制 度

( X =4.5)，(2)傳銷商的加入/退出權益問題( X =4.45)，(3)多層次傳銷事

業的產品品質( X =4.38)；印證了實務上傳銷商所重視的主要問題，故

此三項評鑑指標，應是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的重要指標。不同性

別的受訪者看法上略有差異，女性受訪者對服務品質也很重視，男性

則較不重視；多層次傳銷事業女性參加人較多，因此在設計自我評鑑

指標時，女性的意見需加以考量。 

在「公司管控落實程度」構面之評鑑指標，受訪者最重視(1)多層

次傳銷事業的獎金制度( X =4.56)，(2)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產品品質

( X =4.42)、瞭解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 X =4.42)，(3)傳銷商的加入/退

出權益問題( X =4.40)。即受訪者也都認同傳銷事業在控管落實上，仍

需重視這三項評鑑指標。故大家所認同的「產品品質」、「傳銷商進

入/退出權益」與「獎金制度」應是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的重要指

標。女性對傳銷公司在加入/退出權益與進貨/退貨流程的落實的重視

度也較男性高，在產品品質與獎金制度的重視度則和男性沒什麼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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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受訪者與性別在評鑑指標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訪者(186) 男性(71) 女性(115) 

問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A.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  

1.產品品質 4.38 0.657 4.35 0.719 4.40 0.618

2.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 4.50 0.581 4.48 0.652 4.51 0.536

3.參加人加入/退出權益 4.45 0.560 4.56 0.603 4.54 0.535

4.參加人進貨/退貨資訊 4.34 0.734 4.34 0.792 4.33 0.700

5.參加人教育訓練資訊 4.30 0.693 4.14 0.780 4.39 0.617

6.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4.35 0.652 4.28 0.680 4.40 0.632

7.傳銷業務資訊合法性 4.23 0.739 4.20 0.710 4.25 0.759

B.公司管控制落實程度  

1.產品品質 4.42 0.629 4.45 0.693 4.40 0.589

2.獎金制度落實 4.56 0.578 4.56 0.579 4.56 0.580

3.參加人加入/退出權益 4.40 0.661 4.37 0.760 4.43 0.593

4.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 4.42 0.646 4.41 0.748 4.43 0.578

5.服務品質管控管 4.34 0.656 4.35 0.758 4.33 0.588

6.內控稽核與作業規定 4.32 0.691 4.21 0.791 4.38 0.615

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4.42 0.612 4.44 0.649 4.41 0.591

2. 不同教育程度與年齡在評鑑指標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 3.2.4 知，不同教育程度與年齡的受訪者在「資訊揭露完整、

合法性」構面的看法無太大差異， (1)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2)產品

品質，(3)傳銷商加入/退出權益等，都是排在前 3 項最重視的項目。在

「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構面中，碩士程度者最在意產品品質與獎

金制度，對於傳銷商加入/退出權益與進貨/退貨流程方面，則較大專

與高中職程度者不重視，這也許是受教育程度較高，較懂得維護傳銷

商自己的權益與一般進退貨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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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不同教育程度與年齡在評鑑指標之統計分析 

教育程度 年齡(歲) 

問 項 國中

(N=1)

高中職

(N=33)

大專

(N=141)

碩士

(N=11)

20-29

(N=37)

30-39 

(N=76) 

40-49 

(N=48) 

50-59

(N=25)

A.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  

1.產品品質 3.00 4.45 4.38 4.36 4.35 4.41 4.38 4.36

2.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 3.00 4.52 4.50 4.55 4.49 4.51 4.48 4.52

3.參加人加入/退出權益 4.00 4.61 4.53 4.64 4.49 4.58 4.52 4.60

4.參加人進貨/退貨資訊 3.00 4.19 4.38 4.27 4.24 4.41 4.31 4.28

5.參加人教育訓練資訊 4.00 4.45 4.27 4.18 4.27 4.25 4.33 4.40

6.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3.00 4.36 4.35 4.45 4.22 4.41 4.33 4.44

7.傳銷業務資訊合法性 4.00 4.28 4.21 4.36 4.22 4.24 4.25 4.17

B.公司管控制落實程度  

1.產品品質 4.00 4.45 4.40 4.64 4.38 4.39 4.40 4.60

2.獎金制度落實 4.00 4.45 4.56 4.91 4.46 4.54 4.67 4.56

3.參加人加入/退出權益 4.00 4.52 4.40 4.18 4.43 4.39 4.44 4.32

4.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 4.00 4.45 4.42 4.36 4.46 4.43 4.44 4.28

5.服務品質管控管 4.00 4.33 4.33 4.55 4.41 4.34 4.25 4.40

6.內控稽核與作業規定 4.00 4.36 4.31 4.27 4.30 4.36 4.27 4.32

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4.00 4.39 4.41 4.64 4.43 4.41 4.44 4.40

 

（四）逐步迴歸統計分析 

迴歸分析法是定量預測方法之一，它依據事物內部因素變化的因

果關係來預測事物未來的發展趨勢。由於它依據的是事物內部的發展

規律，因此這種方法比較精確。多元迴歸分析的「逐步迴歸法」，是

運用甚為廣泛的迴歸分析法之一，也是多元迴歸分析報告中出現機率

最多的一項預測方法，逐步迴歸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那些自變項

較能有效預測某個依變項。在不確定那些自變項較能有效預測某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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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變項時，可將這些預測變項用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的方法，篩選出較

具預測力的變項。逐步迴歸分析一般多用在探索性的研究方面。 

為避免因發生樣本差異性問題，針對兩種受訪者（傳銷公司員工與傳

銷商）對「資訊揭露完整性、合法性」與「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兩構面的看法，進行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兩種受訪者在兩構面

中無顯著差異(F=0.184、0.018，P=0.669、0.892)，因此可將兩種受訪者結合

在一起探討對這兩構面之看法。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為依變數，以「資訊揭露完

整性、合法性」構面之變項(自我評鑑指標)為自變數，經由逐步迴歸

方法分析，結果如表 3.2.5 與表 3.2.6 所示。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

獎金制度、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合法傳銷資訊，的β值分別為

0.265、0.240、0.175、0.179，均為正值，多層次傳銷事業愈清楚的揭

露其獎金制度、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合法傳銷資訊，則自我評鑑

指標之認同度愈高。迴歸模式的 4 個預測變項中以獎金制度指標對自

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的個別解釋變異量最大，達 39.4%，其次為產品

品質、傳銷商權益、合法傳銷資訊，其單獨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6.9%、

3%、1.6%。4 個指標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的多元相關係數為

71.3%，4 個指標可以解釋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 50.9%的變異量。 

表 3.2.5 以「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為自變數之逐步迴歸分析係數 

預測變數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 數 0.962 0.259  3.709 0.000 

獎金制度 0.259 0.259 0.265 3.339 0.001** 

產品品質 0.208 0.068 0.240 3.048 0.003** 

傳銷商權益 0.135 0.050 0.175 2.703 0.008** 

合法傳銷資訊 0.182 0.087 0.179 2.083 0.039* 

註：* 表 p<0.05 ，**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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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以「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為自變數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進入變數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 R 
R

2
 

決定係數

△R
2
 

增加 R
2
 

淨 F 值 
模式 

F 值 

獎金制度 0.627 0.394 0.394 118.203 118.203 

產品品質 0.680 0.463 0.069 23.309 78.000 

傳銷商權益 0.702 0.493 0.030 118.203 58.394 

合法傳銷資訊 0.713 0.509 0.016 5.651 46.340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為依變數，以「公司管控制

度落實程度」構面之變項(自我評鑑指標)為自變數，經由逐步迴歸方

法分析結果如表 3.2.7 與表 3.2.8 所示。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產品

品質、傳銷商權益、獎金制度，的β值分別為 0.25、0.249、0.220，均

為正值，多層次傳銷事業愈清楚的揭露其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獎

金制度，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愈高。迴歸模式的 3 個預測變項中

以產品品質指標對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的個別解釋變異量最大，達

33%，其次為傳銷商權益、獎金制度，其單獨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5.4%、

2.3%。3 個指標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的多元相關係數為 63.8%，3

個指標可以解釋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 40.7%的變異量。 

表 3.2.7 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為自變數之逐步迴歸分析係數 

預測變數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數 1.509 0.270  5.590 0.000 

產品品質 0.225 0.080 0.250 2.833 0.005** 

傳銷商權益 0.214 0.072 0.249 2.956 0.004** 

獎金制度 0.216 0.082 0.220 2.638 0.009** 

註：* 表 p<0.05 ，**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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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為自變數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進入變數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 R 
R

2
 

決定係數

△R
2 

增加 R2
 

淨 F 值 
模式 

F 值 

產品品質 0.575 0.330 0.330 90.808 90.808 

傳銷商權益 0.620 0.384 0.054 15.943 57.063 

獎金制度 0.638 0.407 0.023 6.960 41.601 

 

綜合前述，在『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構面中，可發現多層次

傳銷事業愈清楚的揭露其「獎金制度」、「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

「合法傳銷資訊」，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愈高；即受訪者認為這

4 項因素是自我評鑑指標中，依序最受認同的因素。在『公司管控制

度落實程度』構面中，可發現多層次傳銷事業愈清楚的揭露其「產品

品質」、「傳銷商權益」、「獎金制度」，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度愈

高；即受訪者認為這 3 項因素是自我評鑑指標中，依序最受認同的因

素。 

受訪者在『資訊揭露完整、合法性』方面三項自我評鑑指標的順

序是「獎金制度」、「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而在『公司管控制

度落實程度』中其順序為「產品品質」、「傳銷商權益」、「獎金制度」，

自我評鑑指標的重要順序不同。以「獎金制度」為例，是受訪者最想

知道的資訊，且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在「獎金制度」的設計或計算上

並須更清楚說明，但公司實務上有落實獎金的發放，因此在『公司管

控制度落實程度』上，對「獎金制度」順位排在「產品品質」與「傳

銷商權益」之後。同樣的，在「產品品質」上受訪者認為公司在產品

資訊的揭露是重要的，但落實上則更須要加檢測，故「產品品質」排

在『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中第一順位，而在『資訊揭露完整、合

法性』方面排第二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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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建立 

    一般消費者往往在資訊不對稱的情形下，向傳銷商購買商品，等

發現商品的功能或功效沒有傳銷商所講的那麼好時，雙方的糾紛也正

式上演。從1992年公平會成立後，積極的規範與輔導多層次傳銷事業，

近年來也逐有見成效，民眾對傳銷業的印像也逐漸改善，但與其他行

業相較仍然偏低，因此有必要透過各種方法，讓非法的傳銷行為消聲

匿跡，保障合法傳銷事業與消費者的權益。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不失為一種讓傳銷事業自我檢

查、檢討、改善，進而自我提升的一種良好方法，透過自我評鑑讓傳

銷事業的產品服務、獎金制度、傳銷商進入/退出權益等各項資訊更透

明化，讓消費者能更清楚的瞭解傳銷事業的經營狀況，去除傳銷通路

的神秘面紗，如此自然能增進消費者的信心與接受程度。公平會(2006)

針對「資訊不對稱」問題，要求受評鑑事業必須做到「資訊揭露完整

性與合法性」。資訊揭露完整性包括：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

無虞之資訊揭露；2. 確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3. 確保參加人及消

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露，以讓參加人及消費者能充分掌握受評鑑公

司「應當揭露之資訊」。本研究根據這些構面以量化(逐步迴歸)與質

化(業者、專家座談會等)方式來規劃，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

指標。 

（一）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與落實 

傳銷事業因為是以人來推銷產品，考慮到傳銷商的勞力和時間成

本，中低價位的產品不適合使用傳銷模式，中高價位的產品才值得拿

來做傳銷。傳銷商推銷產品，其實有一部分是以自己個人的信譽來作

保證，所以產品品質若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傳銷商自己的信用也會

賠上去。因此有關傳銷商品或勞務之種類、性能、品質、價格等資訊

有必要準確的讓消費者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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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與業者和專家討論後，本研究認為將來多層次傳銷事業在作自

我評鑑時，可以鼓勵公司提出其產品品質經過具有公信力單位驗證的

資料，比如保健食品經過衛生單位的認證，或經過國內外具公信力的

相關實驗室的驗證等。產品價格則可以建議傳銷事業收集競爭品牌的

售價資料作自我參考比較。只有通過這種方法，一方面鼓勵傳銷事業

積極地把產品委託給公證單位驗證，確保品質水準；另一方面也可以

讓傳銷事業留意市場同類產品的價格水準，合理定價，減少消費者的

疑慮，如此可以讓消費者對傳銷事業的產品更有信心。各細項自我評

鑑指標說明如下： 

1. 公司各項合法產品品類(項)，是否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各項規範 

  多層次傳銷事業產品合法性要求包括：(1)產品功能或規格要求； (2)

產品標示規定的產品成份(結構)、包裝容量(重量)、使用期限(製造、

有效日期)、使用方法、注意事項及警語、鑑賞期、製造〈輸入〉

廠商之名稱、地址、電話；(3)在產品DM、產品手冊、公司網站或

實際產品之標示上充分說明；(4)評估公司符合各產品主管機關規定

應揭露資訊之完整性；(5)審查與供應商往來之相關資訊，如進貨品

管規定與流程，各項產品之進貨品管/驗收紀錄；(6)各項產品若有

特定主管單位(如衛生署/衛生局)，應出具該單位近二年對自評事業

之管理紀錄證明；(7)審查公司所宣稱之各項產品檢驗標章/認證之

實質檢查資料，如 ISO 或各項認證之年度檢查紀錄、產品檢驗紀

錄等。 

2. 公司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是否符合主管單位規定 

自評事業對於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在品質保證上須(1)符合各主

管單位的規定；同時(2)審查對客戶權益保障的機制，如公司制定

「消費者保護方針」或加入類似品保協會組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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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求之證明 

公司產品DM、產品手冊或公司網站之產品說明上所揭露之產品優越性

資訊，能提出製造商或產品品質、性能優良之具公信力標章/認證為佐證

(國外機構需有公信力)。 

（二）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與落實 

自評事業的獎金制度五花八門，無所謂哪一種制度較好，但基本

上公司的收入和利潤應該以產品的銷售作為主要來源，不該鼓勵傳銷

商囤貨。在產品說明會或公司的教育訓練課程裏面，假如過分強調短

期致富的願景，容易使參加者產生錯覺，讓他們抱著過分樂觀的期望

來加入傳銷，將來失望並感覺受騙的機會也大增，這是很多人詬病傳

銷的地方。所以，傳銷事業在作自我評鑑時，可能需要抽樣調查傳銷

事業的各階層傳銷商，瞭解他們的觀念和說法，以判斷傳銷事業是否

對獎金收入有誇大不實的宣傳。因此自我評鑑指標內容含： 

1. 公司之傳銷組織架構資訊 

自評事業之組織架構包括階層、晉升條件、各階層人數情況之資

訊，及高階參加人之平均年資。並舉例說明某一最高階參加人之進

階歷程，包括加入時間、每階晉升時間與業績。 

2. 公司傳銷獎金、佣金制度資訊與落實情況 

自評事業自我抽查 3 位傳銷商以檢查其參加時間、晉升時程及獲

獎金情形，是否符合公司之規定；同時審查公司獎金發放金額占營

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獎金計算方式，實際發放比例。一般而言，

獎金發放金額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約為 30~50％，若公司最高

獎金比例高於平均值，則需證明提供高獎金結構之理由，以防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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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獎金制度而淪為變質的多層次傳銷事業。 

3. 公司揭露其參加人獎金發放方式、時程與落實情況 

自評事業應(1)將獎金發放方式與時程資訊公佈在如事業手冊、參加

契約書或公司網站，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2)就規定之獎金制度與

發放時程，實地瞭解是否準時發放，部分獎金發放爭議案件之處理

流程與實況。 

4. 公司財務報表揭露 

自評事業應(1)將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等財

務報表備置於其主要營業所，並記錄被查閱的情況；(2)應給予加

入一年以上且獲有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的傳銷商，查閱財務

報表的權力；(3)應將資本額及前一年度營業總額登在如事業手

冊、參加契約書上，或以其他方式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4)定查

閱申請流程或規定，讓符合資格之傳銷商得以查閱公司財務資訊；

(5)置於營業場所供查閱之財務報表是否如規定擺放，並瞭解其被

查詢使用情況。 

（三）參加人加入/退出權益之各項資訊與落實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參加人有責任告知公司的組織、商品銷售，

營運方式及退出等各項權利義務，因此自評事業在此項目的自我評鑑

應包含： 

1.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書面契約、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表，及實

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參加書面契約情況。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評(1)公司對於參加人之參加資格、未成年參加人

之參加資格(應附法定代理人之同意書)、解除權、終止權、退出權、

終止參加契約時之產品買回義務等等資訊之完整程度，並就其條

文，評估其合理性；(2)評估契約書內容，例如必須達一定銷售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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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參加人資格；並從書面契約印刷格式、字體大小、特別重點

用多色印刷或特別字體及大小等形式，以評估是否充分顧到參加人

之利益；(3)審查近二年報公平會之參加契約、事業手冊異動公文檔

案夾，以瞭解公司與主管單位之往來情況；(4)就參加人名冊，分別

就新加入之參加人、已參加多年之參加人、未成年之參加人，實地

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的參加書面契約之情況。 

2.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表，及實 

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事業手冊情況。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評(1)事業手冊內容資訊之完整程度，並評估其條

文之合理性；(2)從事業手冊印刷格式、字體大小、特別重點用多色印刷

或特別字體及大小等形式，以評估其是否顧到參加人之利益；(3)審查近

二年報公平會之事業手冊異動公文檔案夾，以瞭解公司與主管單位之往

來情況；(4)就參加人名冊，分別就新加入之參加人、已參加多年之參加

人、未成年之參加人，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的事業手冊之情況。 

3. 傳銷商與公司簽訂之參加契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留底，以讓傳銷商

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為瞭解簽約條文實際內容，自評事業應抽取分散於數個月之 3 位

傳銷商實際簽訂之參加契約，與留底影本相比較是否實際。 

4. 公司對傳銷商之租稅義務宣導事實 

審查公司於何種場合或方式(如事業手冊、參加契約、教育訓練課

程、網站、創業說明會等)，對參加人宣導其應知道之租稅義務。 

（四）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規定之資訊與落實 

傳銷商退出退貨處理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而言，是一項繁重的成

本負擔，可能有多層次傳銷事業在追求利潤極大化的思考下，極力避

免退貨之發生及處理；而在傳銷商有退貨的需求時，可能由於傳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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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制度不甚了解，或服務人員處理過程之態度

不佳，多層次傳銷事業制度與個人之期望落差過大時，都有可能造成

傳銷商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間之衝突，其結果對雙方將是負面的影響。

再者，當參加人提出解除或終止契約，辨理退貨時，之前發給該傳銷

商上線的獎金不易追返；有些不肖傳銷商，更可能藉此退貨規定，在

領取獎金後，集體惡意退貨，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財務危機。多層

次傳銷事業在此項目的自我評鑑指標應包含： 

1. 公司充分揭露確保參加人瞭解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用途、來

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之實施方式 

自評事業可在教育訓練、公司網站、月刊上刊載商品資訊或於例行

月會中宣達。 

2. 公司對參加人充分揭露公司進貨流程與規定 

自評事業可在教育訓練、公司網站、事業手冊上刊載公司進貨流程

等相關資訊；進貨規定可包括訂貨方式、付款方式、送貨方式、交

付購貨參加人指定之收貨人及收貨地點。 

3.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之資訊及實 

際執行退換貨情形。 

自評事業可將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理等相關資訊刊載於事業手

冊、公司網站或營業據點等公開場所。 

4.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理規定與流程之資訊及實際執行退 

換貨情形。 

自評事業可將退出退貨之相關資訊刊載於事業手冊、公司網站或營

業據點等公開場所。 

5. 公司透過適當機制對參加人揭露「預付型商品(服務)」之相關資訊 

自評事業若有提供「預付型商品(服務)」，必須敘明該商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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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履約時程長短，該商品占營業收入比例，公司對於此「預收款」

之帳務處理規定，確保履約之機制(例如提撥一定比例交付信託)。 

6. 公司業提供退貨案件數及退貨金額佔營業額比例之退貨情況說明

(含預付型商品)。 

7. 參加人於初始參加 2 週內之參加權解除後之退貨處理規定及實際

執行情況。 

8. 歸責於參加人而終止契約之退貨處理規定及實際執行情況。 

9. 參加人退貨時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及實際執行情況。 

10. 參加人退貨時上線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及實際執行情況。 

（五）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傳銷商的教育訓練是「教育」與「訓練」的兩個複合字，「教育」

指的是內在的，是個人的一般知識與能力培養；而「訓練」則是針對

外在的技能，藉由協助傳銷商透過思想與行動，去發展出適當的習

慣、技能、知識與態度的過程。因此整體來說，教育訓練的目的皆在

於提升傳銷商本身的能力，藉以有效的去完成傳銷事業的任務。自評

事業在教育訓練方面評鑑內容需包含：  

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自評包括由公司對初加入者及各級晉升者之訓練課程，說明從課程

規劃、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教學評估等教育訓練制

度之資訊，並說明訓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或公司負擔之情況。  

2.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最近一年教育訓練實際實施之資訊 

自評事業對參加人教育訓練之制度，及包括由公司對初加入者及各

級晉升者之訓練課程，亦須說明訓練課程包括傳銷法令、參加人之

租稅義務法規等之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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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對高階參加人自行舉辦教育訓練之資訊 

自評事業從課程規劃、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教學評

估、訓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或公司負擔等教育制度之督導考

核情況。 

（六）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傳銷事業已面臨轉型，其最大特徵，在於專業素質與服務品質，

這兩個因素決定了傳銷組織的經營績效。產品與服務的品質，對於直

銷通路的穩定性，有關鍵的影響，並且是事業長久的基礎。若要達成

傳銷事業高成長目標，必須落實(1)服務顧客，找回流失的顧客是直銷

業的當務之急，更應強化顧客服務部門，和直銷商通力合作，一同對

消費型的會員做好服務工作，有忠誠的顧客才有鞏固的業績；(2)改善

現有輔銷工具；(3)組織拓展的策略應以服務為先、以事業為本，也就

是增加忠誠顧客與事業型傳銷商的數量，並提高會員重複消費比率。

自評事業在提高服務品質方面之檢測內容含： 

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攸關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 

公司可以網頁、書面與現場服務方式，提供顧客有關服務品質之資

訊，例如各營業據點、提貨倉庫、服務據點所在地之地址、地圖、

交通資訊；0800 免費服務電話、意見信箱地址、產品展示區、產

品售後服務規定與流程、抱怨案件處理規定與流程。  

2. 公司是否以專責組織、人員處理參加人各項服務需求之作業制度。 

3. 公司是否能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之資訊 

審查自評事業之組織表、銷售業績、獎金計算與發放、職級、訂退

貨流程等，以了解傳銷商服務下線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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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1. 公司 0800 客訴中心、意見信箱或其他類似單位之運作情況。 

2. 公司專人專責處理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3. 公司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4. 公司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度。 

5. 公司解決客訴問題之處理紀錄與成果。 

6. 公司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度。 

（八）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合法的傳銷行為是不允許以虛偽不實的行為或引人錯誤表示來

獲取利益，自評事業在合法傳銷行為的自我檢測內容如下： 

1. 公司推行傳銷業務所公佈之媒體、刊物合法性。 

自評事業審查公司一年內之內部刊物、年度激勵大會之錄影帶及特

刊、培訓教材，以評估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自評重

點在於對參加人之激勵訴求及商品訴求之重點。 

2. 公司傳銷商在招募下線與銷售商品之合法性。 

（九）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設立內部組織，稽核其內部作業、與傳銷商之傳

銷行為是否符合該公司之營業守則、事業守則等之規範，以確保公司

之正常經營。內控稽核自我評鑑重點在： 

1. 公司是否設立內部稽核組織，並揭露公司組織層級、人員配置，組

織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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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例說明個別作業之實際執行情況 

例如是否開始販售某一新產品之採購審查作業規定、財務稽核規定。 

（十）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1. 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情況 

以確保資訊系統有效運作，包括資訊部門編制、資訊系統架構、資

訊管理工作委外情況、確保資訊安全機制。 

2. 公司實地查核資料處理、資訊系統運作情況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評包括能迅速提供下列資訊：(1)事業整體及各

層次之組織系統；(2)傳銷商總人數、當月加入及退出之人數；(3)傳銷

商之姓名或名稱、年齡、國民身分證或營利事業記證統一編號、地址、

聯絡電話；(4)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5)

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款總額；(6)佣金、獎金或其

他經濟利益之給付情形。 

（十一）有助益傳銷事業之事實 

自評公司提供任何助益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十二）無危害傳銷事業之事實 

自評公司在銷售商品及傳銷商在招募下線行為之合法性。 

本研究依公平會委託建立之之評鑑指標，經徵詢多層次傳銷事

業、問卷調查分析、專家學者會談後，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

指標(附件一)，如 3.2.9 所示，各指標之權重在各限定範圍內由自評事

業決定(總分仍以 100 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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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自我評鑑指標 中型自我評鑑指標 

1. 充分揭露確 

保產品品質、

性能、安全 

無虞之資訊 

與落實程度 

(權重：10-16%)

1-1. 公司各項合法產品品類(項)，是否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項

規範。 

1-2. 公司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是否符合主管單位規定。 

1-3. 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求

之證明。 

2. 充分揭露傳 

銷組織架構 

及獎金制度 

之資訊與落 

實程度 

 (權重:10-15%) 

2-1. 公司之傳銷組織架構資訊。 

2-2. 公司傳銷獎金、佣金制度資訊揭露與落實情況。 

2-3. 公司揭露其參加人獎金發放方式與時程與落實情況。 

2-4. 公司財務報表揭露。 

3. 充分揭露參 

加人從加入  

迄退出攸關 

其權益之各 

項資訊與落 

實程度 

(權重:9-14%) 

3-1.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書面契約、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

表，及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參加書面契約情況。

3-2.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

表，及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事業手冊情況。 

3-3. 參加人與公司簽訂之參加契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留底，以

讓參加人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3-4. 公司對傳銷商之租稅義務宣導事實。 

4. 充分揭露參 

加人應瞭解 

之商品及進 

貨 /退貨流

程、規定之 

資訊與落實 

程度 

(權重:10-15%) 

4-1. 公司充分揭露確保參加人充分瞭解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

格、用途、來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之實施方式。

4-2. 公司對參加人充分揭露公司進貨流程與規定。 

4-3.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之

資訊，及實際執行退換貨情形。 

4-4.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理規定與流程之資訊，及

終止參加契約時之退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5. 公司透過適當機制充分對參加人揭露「預付型商品(服務)」

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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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中型自我評鑑指標 

4. 充分揭露參 

加人應瞭解 

之商品及進 

貨/退貨流程 

、規定之資 

訊與落實程 

度 

(權重:10-15%) 

4-6. 公司業應提供退貨案件數及退貨金額佔營業額比例之退

貨情況說明(含預付型商品)。 

4-7. 參加人於初始參加 2 週內之參加權解除後之退貨處理規

定實際執行情況。 

4-8. 歸責於參加人而終止契約之退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9. 參加人退貨時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10.參加人退貨時上線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5. 充分揭露對 

參加人教育 

訓練制度之 

資訊 

(權重：5-10%)

5-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5-2.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最近一年教育訓練實際實施之資訊。 

5-3.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對高階參加人自行舉辦教育訓練之資

訊。 

6. 充分揭露參 

加人及消費 

者服務品質 

之相關資訊 

(權重：3-8%) 

6-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攸關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

6-2. 公司是否以專責組織、專門人員處理參加人各項服務需 

求之作業制度。 

6-3. 公司是否能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之資訊。 

7. 確保參加人 

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管控 

制度落實程 

度  

(權重：5-8%) 

7-1. 公司 0800 客訴中心、意見信箱或其他類似單位之運作 

情況。 

7-2. 公司專人專責處理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7-3. 公司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7-4. 公司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度。 

7-5. 公司解決客訴問題之處理紀錄與成果。 

7-6. 公司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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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中型自我評鑑指標 

8. 推行傳銷業 

務所揭露資 

訊之合法性 

(權重：7-12%）

8-1. 公司推行傳銷業務所公佈之媒體、刊物合法性。 

8-2. 公司傳銷商在招募下線與銷售商品之合法性。 

 

9. 內控稽核組 

織與作業規 

定 

(權重：3-8%) 

9-1. 公司是否設立內部稽核組織並揭露公司組織層級、人員 

配置，組織運作情況。 

9-2. 公司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例說明個別作業之實際執行

情況。 

10.資訊系統與

作業規定 

(權重：3-8%) 

10-1. 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情況。 

10-2. 公司實地查核資料處理、資訊系統運作情況。 

11.有助益多層

次傳銷事 

業之事實 

(權重：5-8%) 

11-1. 公司提供任何助益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12.無危害多層

次傳銷事業 

之事實 

(權重：5-8%) 

12-1. 公司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三、本研究建立「自我評鑑指標」與公平會委託建立「評鑑指標」

之比較 

    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主要用在外部單位對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評鑑，因此分為兩大部，一是「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具

有多層次傳銷事業自評的含意，一是「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具

有接受外部單位實地訪評的意義。而本研究認為自我評鑑，係由傳銷

公司自我執行評鑑，是自願性的追求自我改善與成長，是將自評與外

評合而為一，全由傳銷事業自己執行，因此可以將上述兩構面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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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題的項目予以合併，下表為兩者間之對照(細項說明如附件一)。 

表 3.2.10  95 年委託之評鑑指標與本研究之自我評鑑指標之對照 

95 年委託之評鑑指標 本研究之自我評鑑指標 

1.1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

之資訊（權重：8％） 
2.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

度落實程度（權重：9％） 

1.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

之資訊與落實程度 (權重：10-16%) 

1.2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  
訊（權重：7％） 

2.2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權重：8％） 

2.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與落實程度 (權重:10-15%) 

1.3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

益之各項資訊（權重：11％） 
2.3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

落實程度（權重：11％） 

3.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

之各項資訊與落實程度 (權重:9-14%) 

1.4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
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權重：8％） 

2.4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權重：9％） 

4.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
貨流程、規定之資訊與落實程度  
(權重:10-15%) 

1.5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權重：4％） 

5.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權重：5-10%) 

1.6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

關資訊（權重：5％） 
6.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

資訊 (權重：3-8%) 

2.5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

落實程度（權重：6％） 
7.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

實程度 (權重：5-8%) 

1.7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權重：5％） 

8.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權重：7-12%） 

2.6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權重：5％） 9.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權重：3-8%) 

2.7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權重：4％） 10.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權重：3-8%) 

3.1 助益傳銷評鑑加分之項目（權重：＋5％）
11.有助益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事實(權重：

5-8%) 

3.2 導致傳銷評鑑減分之項目（權重：－5％）
12.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事實(權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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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作業手冊之建立 

自我評鑑基本上是依據外在的評鑑標準，由組織本身自己規劃、

執行評鑑相關活動，目的是了解組織內部的評估結果（實然）與外在

標準（應然）之間的差距，以作為評定組織績效或是自我改善的依據。

訂定標準通常是實施評鑑的第一步，本研究的評鑑標準主要來自行政

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5 年度的委託研究計畫：「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專

業評鑑制度及評鑑指標之研究」；但這些指標藉由何種方式進行自我

評鑑，進而與組織內部的評估結果進行比較，以達到評定組織績效或

自我改善的目的，有賴建立一套完整而便利的自我評鑑模式與內涵，

此即本評鑑作業手冊之緣由。 

現階段「自我評鑑」著重於傳銷事業對於自我評鑑指標之「內涵

了解與引導」，而非「排名與監管」；雖然如此，傳銷企業必須體認唯

有主動持續地進行內部的「自我改善」，然後逐步向外界「自我證明」；

如此由「內化」乃至「外化」的過程，方可有效提升多層次傳銷的產

業形象，這才是本操作手冊的核心意涵之所在。 

本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作業手冊(附件二)內容包含：(1)前

言；(2)自我評鑑之目的；(3)自我評鑑之方式與流程；(4)自我評鑑之構

面；(5)指標權重計分方式；(6)不同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

標；(7)自我評鑑表說明；(8)自我評鑑表(含大、中、小三種規模)。 

自我評鑑流程可參考稍微修正國家品質獎的三階段：(1)準備階

段、(2)評估階段、(3)改善階段。各階段內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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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作業流程 

1. 視接受自我評鑑流程為公司策略與重要目標。 

2. 評鑑流程的設計。 準備階段 

3. 設定評鑑階段。 

4. 領導者瞭解與支持的程度。 

5. 組成評鑑團隊，訓練評鑑技術與方法。 

6. 蒐集資料、晤談、關鍵文件、瞭解現狀—即如何經營與管理。

7. 發展評鑑報告，有關組織的長處與改善機會。 

評估階段 

8. 呈送評鑑報告，使領導者知道所要負的責任。 

9. 發展改善計畫：確認須改善的重要問題的優先順序。 

10. 實施與追蹤：確定計畫是否執行恰當，是否達成預期的成果。改善階段 

11. 完成第一階段的評鑑，發展新願景，規畫下一循環的評鑑。

 
五、不同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由公平會歷年來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統計，可發現傳銷行業最

可能引發消費者疑問，或者讓消費者誤入及離開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部

分，主要有三項：(1)傳銷商進入/退出權益問題，(2)獎金制度，(3)產

品品質和價值。因此未來制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時，這三

項指標應該是最重要的考量因素。 

根據公平會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調查，可發現 95 年營業額 10 億

元以上傳銷事業計 13 家，累計營業額 33.661 億元，占產業營業總額

比率 60.83％；營業額 1 億至 10 億元上傳銷事業計 53 家，累計營業

額 18.053 億元，占產業營業總額比率 32.62％；營業額 1 億元以下傳

銷事業計 183 家，累計營業額 3.625 億元，占產業營業總額比率 6.55

％。13 家營業額最高的傳銷事業，其參加人數占參加人總數 39.02%；

由此可知，以營業額來區別多層次傳銷事業規模大小，是一個值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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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方法。另外，由公平會歷年來的調查結果，可知傳銷事業進出變

動頻繁。對一個新報備加入的傳銷事業，在經驗、規模都欠缺的條件

下、要求其採用和已經報備經營數年之久的傳銷事業採用同一等級的

自我評鑑要求，顯然有失公允，因此傳銷事業報備經營時間的長短應

該也是一個區分規模大小的變項。 

本研究經與多層次傳銷事業討論後，認為不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區分，可依(1)經營規模，或(2)報備經營年資，來區分為 3 級，說

明如下： 

（一）在經營規模方面以傳銷業之年營業額來區分 

(1) 小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新台幣一億元以下 

(2) 中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新台幣十億元以下 

(3) 大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二）報備經營年資則以向公平會報備(有實際營業)時間來區分 

(1) 小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1 年以內 

(2) 中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3 年以內 

(3) 大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3 年以上 

區分的方式以上述兩項指標中的任一項，先達到較高規模的條件

為優先，例如某一傳銷事業其報備時間未滿 1 年，但其營業額已超過

1 億元，未達 10 億元，則此公司需以中規模的要求條件來辦理自我評

鑑。又例如某一家傳銷事業其營業額未超過 1 億元，但其報備經營時

間已超過滿 1 年，未滿 3 年，則此公司需以中規模的要求條件來辦理

自我評鑑。各自評指標之權重由自評事業依各自之規模與重視程度來

自行決定，但需在設計的比例範圍內。針對不同規模之傳銷事業自我

評鑑指標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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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與消費者人數動輒數十萬人

或具有多年傳銷經營實務，對社會安定、民生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因

此在推行自我評鑑時，上述所有自我評鑑指標均需加入成為自我評鑑

內容，確實執行。 

(二)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 1 至

5 項及第 9、12 項，即涵蓋傳銷商退出退貨問題、獎金制度、產品品

質和傳銷業內部稽核等指標，主要目的是在協助傳銷事業自我檢測，

發現問題、改善經營效率。其他細項自我評鑑指標應可依規模等實際

情況適度調整。各項目自我評鑑指標與權重如下所示： 

1.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權重：15-20%)。 

2.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權重：15-20%)。 

3.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權重：15-20%)。 

4.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 (權重：

10-15%)。 

5.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權重：8-15%)。 

6.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權重：8-15%)。 

7. 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事實(權重：5-10%)。 

(三)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由於規模小或進入傳銷產業時間不久，

能否繼續生存並逐漸穩定成長，是該事業當前面臨的挑戰，因此自我

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 1 至 3 項及 12 項。此時自我評鑑目標應在於

自我成長與檢查無危害傳銷產業之事實。其他細項自我評鑑指標應可

依規模等實際情況適度調整。各項目自我評鑑指標與權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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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權重：20-30%)。 

2.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權重：20-30%)。 

3.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權重：20-30%)。 

4. 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事實(權重：10-20%)。 

第三節 多層次傳銷事業藉由自我評鑑所得之效益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目的是以「興利」與提升服務品質為目

的，讓傳銷公司願意更加嚴格規範其傳銷商行為、更愛惜自己的羽

毛。再者，因為是由公司所有的成員參與，在公司高層的領導下，經

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進行評鑑工作，可以達到組織精進、改善體質

的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在自我評鑑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效益： 

(1) 對事業本身有體檢與員工教育訓練的作用，改善流程提高經營效 

率。 

(2) 自我評鑑過程若設計適當，有助於拉近傳銷商和傳銷事業目標間

的鴻溝，提高服務品質，提升企業形象。 

(3) 從自我評鑑過程可發掘出傳銷事業人員配置與組織運作之缺失，

進而運用策略、改善缺失，提高經營效率。 

(4) 經由持續的自我評鑑，可適時診斷出問題、謀求解決方案，取信

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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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在追求卓越與高度績效表現的知識經濟時代，對「專業」的高度

重視，已成為人類社會中各個職場領域的共同訴求與生存規範(陳建

銘，2006)。本研究以公平會 95 年度委託學術機構研究報告提出之「評

鑑指標」為依據，透過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專家、學者研討後，制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與「自我評鑑作業手冊」，提供

作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執行「自我評鑑」之參考。 

第一節 多層次傳銷事業推行自我評鑑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制度如果能建立起消費者的信心，對

於傳銷事業的營運可以帶來加分的效果。一套合適的自我評鑑制度，

可以鼓勵、促使多層次傳銷事業將資訊透明化、公開化；讓推行自我

評鑑的公司能建立消費者對它的信心，也會讓想要進入傳銷市場的公

司都能努力的推行自我評鑑，如此一來非法傳銷事業將無立足之地，

傳銷市場也會蓬勃發展。從這個角度來看，傳銷業者應該改變抵制、

排斥的心態，共同努力來落實傳銷行業的評鑑制度。 

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由於缺乏相關法源與業界共識，故現階段的

自我評鑑乃是由傳銷企業本身自行決定是否實施，故本研究所研擬的

自我評鑑指標和評鑑流程可以由傳銷企業本身依據企業的組織特性

來實施，不宜剛性訂定明確流程；但是以上無論是系統模式或經營模

式，都是指導後續流程不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唯有如此方可掌握自我

評鑑的人員態度，而非流於行政作業；此外，國家品質獎象徵國家授

與一個機構最高品質的肯定，適合做為某種標竿學習的對象，因此或

許可以提供傳銷業界的參考。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自我評鑑過程當中必須「言行一致」，而非行

政作業或敷衍了事，因為一份良好的自我評鑑結果，具體代表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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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品質的呈現；雖然目前自我評鑑的結果主要做為內部參考之用，

但是唯有「言行一致」者方可長期獲得外部顧客的品質肯定。最後，

必須強調自我評鑑指標只是基本要件，傳銷企業應該設法尋找更高的

標竿或典範，尤其在如何規範末端傳銷商的業務行為方面，將是自我

評鑑能否產生加乘效果的關鍵因素。 

第二節 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推行自我評鑑之建議 

對傳銷產業而言，自我評鑑制度是屬首創，並無過去的文獻或經

驗可遵循，因此必然會有很多的問題與挑戰，有鑑於目前所遭遇到的

問題，本研究提出若干建議，說明如下： 

一、適度化解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疑慮 

一個有效的自我評鑑過程，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包括：需要有負

責人的支持、技術、資源，員工動機與企業的需求。經本研究團隊與

我國前 10 大多層次傳銷事業訪談後發現，多層次傳銷事業負責人對於

「自我評鑑」並不支持，他們認為自我評鑑無急迫需求，加上擔心其

賴以為生之傳銷商與公司財務資料可能會因此曝光，因此對於自我評

鑑或評鑑仍有所疑慮，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建立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機制 

在專家或第三方公正團體輔導協助下，由公司負責人籌組並領導

由高階傳銷商與員工組成的自我評鑑團隊，並使每位行政人員均有機

會參與自我評鑑團隊，學習與執行傳銷評鑑的內部評鑑工作，以落實

企業管理與績效責任之精神。而參與自我評鑑的成員以接受過評鑑專

業知能訓練者較佳，以符合專業性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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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自我評鑑知能的專業成長研習 

高階傳銷商與行政人員大多缺乏專業評鑑知能，且對於傳銷評鑑

的意義及其在傳銷產業經營的重要性，各有不同的認知態度，透過評

鑑專業知能的學習，將能使傳銷事業成員釐清評鑑的意涵，並取得評

鑑在事業中角色的共同理解，同時更能勝任評鑑工作。因此，高階傳

銷商與行政人員在專家協助下學習評鑑知能，除了有助於傳銷評鑑知

能的提升外，亦有助於傳銷產業認同度的奠定，故可由公平會或傳銷

協會與大學院校共同合作，規劃評鑑相關的訓練課程。 

四、鼓勵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我評鑑 

對企業而言，雖然推行自我評鑑有諸多的好處，但也可能因此造

成員工人仰馬翻，抱怨連連。因此對於願意進行自我評鑑的多層次傳

銷事業，有必要給予適度的鼓勵與誘因。自我評鑑對多層次傳銷事業

有諸多好處，它讓此產業能更透明的展現在消費者面前，讓消費者更

了解傳銷產業，自然也更會接受傳銷。要鼓勵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

我評鑑」需有誘因，相關單位可考慮： 

(1) 由公平會印製「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手冊」發給所有報備的公

司，鼓勵他們每年定期進行自我評鑑，並保存評鑑報告作為改進的

證據。 

(2) 傳銷事業可將執行自我評鑑之過程與追蹤改善結果之資訊，主動告

之公平會，公平會時對於自我評鑑報告製作確實、完整的公司，斟

酌給予減少若干業務檢查項目或在一定期間免除業務檢查。 

(3) 鼓勵公正的第三單位在傳銷事業樂意進行自我評鑑之後，接受多層

次傳銷事業的申請，根據其提供的自我評鑑報告，經過實地考核之

後給予認證，並對外公佈通過認證的傳銷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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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內容架構 

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1-1. 公司各項合法產品品類(項)，是否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

各項規範。 

 

指標說明： 

(1) 產品功能或規格要求。 

(2) 產品標示規定的產品成份(結構)、包裝容量(重量)、使用期限

(製造、有效日期)、使用方法、注意事項及警語、鑑賞期、製

造〈輸入〉廠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3) 在產品DM、產品手冊、公司網站或實際產品之標示上充分說

明。 

(4) 評估公司符合各產品主管機關規定應揭露資訊之完整性。 

(5) 審查與供應商往來之相關資訊，如進貨品管規定與流程，各

項產品之進貨品管/驗收紀錄。 

(6) 各項產品若有特定主管單位(如衛生署/衛生局)，則出具該單

位近二年對自評事業之管理紀錄證明。 

(7) 審查公司所宣稱之各項產品檢驗標章/認證之實質檢查資

料，如ISO 或各項認證之年度檢查紀錄、產品檢驗紀錄等(國

外機構需有公信力)。 

1-2. 公司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是否符合主管單位規定。 
 

指標說明： 

(1) 符合各主管單位的規定。 

(2) 審查對客戶權益保障的機制，如公司制定「消費者保護方

針」、或加入類似品保協會組織等。 

 

1. 充分揭露確 

保產品品質 

、性能、安 

全無虞之資 

訊與落實程 

度 

 

(權重：10-16%) 

1-3. 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

求之證明。 
 

指標說明： 

公司產品DM、產品手冊或公司網站之產品說明上所揭露之產品

優越性資訊，能提出製造商或產品品質、性能優良之具公信力標

章/認證為佐證。前揭認證/證照若為國外機構所發證，公司應再

舉證說明其公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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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2-1. 公司之傳銷組織架構資訊。 

 

指標說明： 

傳銷組織架構包括階層、晉升條件、(去年度及)近四季各階層人

數情況之資訊及前五高階參加人之平均年資。並舉例說明某一最

高階參加人之進階歷程，包括加入時間、每階晉升時間與業績。

2-2. 公司傳銷獎金、佣金制度資訊揭露與落實情況。 
 

指標說明： 

(1) 審查公司獎金發放金額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為何？如何

計算？實際發放比例為何？一般而言，獎金發放金額占營業

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約為30~50％，若公司最高獎金比例高於平

均值，則需說明其提供高獎金結構之理由。 

(2) 公司自我抽查 3 位參加人參加時間、晉升時程及獲獎金情

形，並檢查是否符合公司之規定。 

2-3. 公司揭露其參加人獎金發放方式與時程落實情況。 
 

指標說明： 

(1)公司應將獎金發放方式與時程資訊公佈在如事業手冊、參加契

約書 

或公司網站，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 

(2)就規定之獎金制度與發放時程，實地瞭解是否準時發放，部分

獎金發放爭議案件之處理流程與實況。 

 

2. 充分揭露傳

銷組織架構 

及獎金制度 

之資訊與落 

實 

 

(權重:10-15%) 

2-4. 公司財務報表揭露。 
 

指標說明： 

(1) 公司應將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等財務

報表備置於其主要營業所，並記錄被查閱的情況。 

(2) 公司應給予加入一年以上且獲有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

的傳銷商，查閱財務報表的權力。 

(3) 公司應將資本額及前一年度營業總額登在如事業手冊、參加

契約書上，或以其他方式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 

(4) 制定查閱申請流程或規定，讓符合資格之參加人得以查閱。

(5) 公司應放置於營業場所供查閱之財務報表是否如規定擺放，

並瞭解其被查詢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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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3-1.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書面契約、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

表，及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參加書面契約情況。

 

指標說明： 

(1) 審查公司對於參加人之參加資格、未成年參加人之參加資格

(應附法定代理人之同意書)、解除權、終止權、退出權、終止

參加契約時之產品買回義務等等資訊之完整程度，並就其條

文，評估其合理性。 

(2) 評估內容，例如必須一定銷售額方能取得參加人資格；並將

從書面契約印刷格式、字體大小、特別重點用多色印刷或特

別字體及大小等形式以評估是否充分顧到參加人之利益。 

(3) 審查近二年報公平會之參加契約、事業手冊異動公文檔案

夾，以瞭解公司與主管單位之往來情況。 

(4) 就參加人名冊，分別就新加入之參加人、已參加多年之參加

人、未成年之參加人，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的參加書面

契約之情況。 

3-2. 公司最近二年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函及異動條文對照

表，及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之事業手冊情況。 

 

指標說明： 

(1) 審查公司事業手冊內容資訊之完整程度，並評估其條文之合

理性。 

(2) 將從事業手冊印刷格式、字體大小、特別重點用多色印刷或

特別字體及大小等形式，以評估其是否顧到參加人之利益。

(3) 審查近二年報公平會之事業手冊異動公文檔案夾，以瞭解公

司與主管單位之往來情況。 

(3) 就參加人名冊，分別就新加入之參加人、已參加多年之參加

人、未成年之參加人，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的事業手冊

之情況。 

 

3. 充分揭露參

加人從加入 

迄退出攸關 

其權益之各 

項資訊與落 

實 

 

(權重:9-14%) 

3-3. 參加人與公司簽訂之參加契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留底，以讓

參加人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指標說明： 

為瞭解簽約條文實際內容，公司抽取分散於數個月之 3 位參加

人實際簽訂之參加契約與留底影本相比較是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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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3-4. 公司對傳銷商之租稅義務宣導事實。 

 

指標說明： 

審查公司於何種場合或方式(如事業手冊、參加契約、教育訓練

課程、網站、創業說明會等)，對參加人宣導其應知道之租稅義

務。 

4-1. 公司充分揭露確保參加人充分瞭解商品或勞務之品

項、價格、用途、來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之

實施方式。 
 

指標說明： 

公司可在教育訓練、公司網站、月刊上刊載商品資訊或於例行月

會中宣達。 

4-2. 公司對參加人充分揭露公司進貨流程與規定。 

 

指標說明： 

公司可在教育訓練、公司網站、事業手冊上刊載公司進貨流程等

相關資訊；進貨規定可包括訂貨方式、付款方式、送貨方式、交

付購貨參加人指定之收貨人及收貨地點。 

4-3.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

之資訊，及實際執行退換貨情形。 
 

指標說明： 

公司可刊載於事業手冊、公司網站或營業據點等公開場所。 

4-4. 公司讓參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理規定與流程之資

訊，及實際執行退換貨情形。 
 

指標說明： 

公司可刊載於事業手冊、公司網站或營業據點等公開場所。 

 

4. 充分揭露參

加人應瞭解

之商品及進

貨/ 退貨流 

程、規定之 

資訊與落實 

 

(權重:10-15%) 

4-5. 公司透過適當機制充分對參加人揭露「預付型商品(服

務)」之相關資訊。 
 

指標說明： 

公司若有提供「預付型商品(服務)」，必須敘明該商品(服務)之履

約時程長短，該商品占營業收入比例，公司對於此「預收款」之

帳務處理規定，確保履約之機制(例如提撥一定比例交付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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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4-6. 公司應提供退貨案件數及退貨金額佔營業額比例之退貨情

況說明(含預付型商品)。 

4-7. 參加人於初始參加 2 週內之參加權解除後之退貨處理規定

實際執行情況。 

4-8. 歸責於參加人而終止契約之退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9. 參加人退貨時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10.參加人退貨時上線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5-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指標說明： 

包括由公司對初加入者及各級晉升者之訓練課程，說明從課程規

劃、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教學評估等等教育訓練

制度之資訊，並說明訓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及公司負擔之

情況。  

5-2.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最近一年教育訓練實際實施之資訊。
 

指標說明： 

對參加人教育訓練之制度及包括由公司對初加入者及各級晉升

者之訓練課程，亦須說明訓練課程包括傳銷法令、參加人之租稅

義務法規等之實施情況。 

 

5. 充分揭露對

參加人教育 

訓練制度之 

資訊 

 

(權重：5-10%) 

5-3.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對高階參加人自行舉辦教育訓練之

資訊。 
 

指標說明： 

從課程規劃、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教學評估、訓

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及公司負擔等教育制度之督導考核情

況。 

 

6. 充分揭露參

加人及消費 

者服務品質 

之相關資訊 

(權重：3-8%) 

6-1. 公司是否充分揭露攸關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

訊。 
 

指標說明： 

公司可以網頁、書面與現場服務方式提供顧客有關服務品質之資

訊，例如各營業據點、提貨倉庫、服務據點所在地之地址、地圖、

交通資訊；0800 免費服務電話、意見信箱地址、產品展示區、

產品售後服務規定與流程、抱怨案件處理規定與流程。  



 70

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6-2. 公司是否以專責組織專門人員處理參加人各項服務需

求之作業制度。 

 

6-3. 公司是否能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之資訊。 
 

指標說明： 

如組織表、銷售業績、獎金計算與發放、職級、訂退貨流程等。

 

7. 確保參加人

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管控 

制度落實程 

度  

(權重：5-8%) 

7-1. 公司 0800 客訴中心、意見信箱或其他類似單位之運作

情況。 

7-2. 公司專人專責處理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7-3. 公司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7-4. 公司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度。 

7-5. 公司解決客訴問題之處理紀錄與成果。 

7-6. 公司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度。 

8-1. 公司推行傳銷業務所公佈之媒體、刊物合法性。 

 

指標說明： 

審查公司一年內之內部刊物、年度激勵大會之錄影帶及特刊、培

訓教材，以評估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自評重點在

於對參加人之激勵訴求及商品訴求之重點。 

 

8. 推行傳銷業

務所揭露資 

訊之合法性 

 

(權重：7-12%）

8-2. 公司傳銷商在招募下線與銷售商品之合法性。 

9-1. 公司是否設立內部稽核組織並揭露公司組織層級、人員

配置，組織運作情況。 
 

9. 內控稽核 

組織與作 

業規定 

 

(權重：3-8%) 

9-2. 公司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例說明個別作業之實際執

行情況。 
 

指標說明： 

例如是否開始販售某一新產品之採購審查作業規定、財務稽核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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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10-1. 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情況。 

  

指標說明： 

審查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現況，以確保資訊系統有效運作，

包括資訊部門編制、資訊系統架構、資訊管理工作委外情況、確

保資訊安全機制。 

 

10. 資訊系統 

與作業規定 
 

(權重：3-8%) 

10-2. 公司實地查核資料處理、資訊系統運作情況。 

 

指標說明： 

包括能迅速提供下列資訊： 

(1) 事業整體及各層次之組織系統。 

(2) 參加人總人數、當月加入及退出之人數。 

(3) 參加人之姓名或名稱、年齡、國民身分證或營利事業記證統

一編號、地址、聯絡電話。  

(4)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 

(5) 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款總額。 

(6) 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之給付情形。 

 

11. 有助益傳銷 

事業之事實 

 

(權重：5-8%) 

11-1. 公司提供任何助益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指標說明： 

例如舉辦社會公益、藝文等活動，對傳銷事業形象提升之貢獻。

 

12. 無危害傳銷 

事業之事實 

 

(權重：5-8%) 

12-1. 公司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指標說明： 

例如無違規處分及罰款紀錄，無傷害傳銷事業形象之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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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立與執行研究計畫 

第一場 學者與多層次傳銷業者座談會 

時間：民國 96 年 10 月 4、5 日（星期四、五）下午 3:00 

地點：台北市八德路四段 760 號 3F 美樂家公司 C 會議室 

主席：陳得發教授                                 記錄：吳秋萍  

出席者：陳得發、陳武剛、劉樹崇、周由賢、陸康琪、朱昌田、葉一璋、

王昭雄、賴鳳儀、顏瑞美、陳國雄、姜惠琳、賴廷章、李桂春、

李建裕 

出席學校：玄奘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立德管理學院、正

修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世新大學。 

出席公司：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如新公司、美樂家公司、百內爾公司、克

緹公司、綠加利公司、連法公司、仙妮蕾德公司、台灣秀得美

公司、成長文教基金會。 

議題討論： 

（一）95 年度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

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 

學者：此「評鑑指標」函蓋多層次傳銷事業最為人垢病的（1）產品誇大不

實，（2）傳銷組織架構不良、獎金制度不公，及（3）參加人退出退

貨等 3 項最常見弊端。指標權重部份亦以此 3 項所佔比例最高。整

體而言，本評鑑指標充分揭露直銷的隱密性，惟指標衡量因子說明

部份似乎有點亂，例如和產品有關的評鑑在構面一之評鑑指標 1.1、

1.4、1.6 及構面二之評鑑指標 2.1、2.2 都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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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這麼多的評鑑指標，幾乎函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所規範事項。其

中若將公司財務資訊刊登在傳銷商事業手冊上，無疑是將傳銷公司

的財務資訊對外公開，這對傳銷公司將有很大的傷害。 

（二）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

可行性評估。 

學者：「評鑑指標」之權重宜參考 ISO 精神、大學評鑑方式，由自我評鑑

公司依公司之發展方向、規模等自行訂定各指標之權重(總分仍以

100 為準則)。 

業者：若按照這「評鑑指標」來做自我評鑑，對於規模較小或剛報備進入

傳銷不久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指標衡量因子方面應該要給予縮減

或修正，例如資訊系統建置、自評最近二年報備之事業手冊等皆無

法達到要求。 

（三）國內外相關產業辦理自我評鑑之實際執行情形與其效益。 

學者：國內外傳銷事業並未執行過「自我評鑑」，目前並無一套較為

有效的辦法去評估執行後的結果，建議相關單位(如公平會、直

銷協會)對於報備的傳銷公司，鼓勵他們進行自我評鑑以累積經驗，

並保存評鑑報告作為衡量自我評鑑的效益與改進的證據。 

業者：推行自我評鑑要花人力與物力，在推行之初公平會或直銷協會能否

提供若干補助或誘因。 

（四）依照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研議出針對不同規模多層次傳

銷事業所相對應之「自我評鑑」指標。 

學者：需由計畫執行單位先研擬出雛型後再討論較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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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公平會委託建立之「評鑑指標」轉成「自我評鑑」指標，須做若干

修正，建議由學者與陳教授先研議定出後，再邀業者開會討論，較

適當。 

（五）評估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何藉由自我評鑑，以達到提升形象與經營效

率之效果。 

學者：「自我評鑑」是由多層次傳銷事業所有的成員參與，在公司負責人的

領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進行評鑑工作，藉以達到組織精

進的目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推行「自我評鑑」，可以儘早發現企業本

身之缺失，加以改善後自然能提升公司之服務品質與形象。 

業者：體質良好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有一定的形象與知名度，推行自我評

鑑真能提升形象與經營效率嗎？體質好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對自我評

鑑似乎無急迫的需要。 

（六）研議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自我評鑑之誘因。 

學者：由公平會給予若干時間內免業務檢查或減少檢查項目。 

業者：完成自我評鑑的公司由公平會給予證明，或在公平會網站上刊登公

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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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立與執行研究計畫 

第二場 與多層次傳銷業者座談會 

 

時間：民國 96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一）12:15pm 

地點：祥禾園 (臺北市八德路四段 656 號) 

主席：陳得發教授                                 記錄：吳秋萍  

出席公司與人員： 

        美樂家公司：劉樹崇 總經理 

安麗公司: 吳韻慈 經理  

雅芳公司: 程冠達 經理 

如新公司: 姜惠琳  總裁 

仙妮蕾德公司: 鄭盛賢 總經理 

丞燕公司: 林雨田  經理 

克緹公司: 高惠英  特助 
 

議題討論：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的推行與「自我評鑑」指標內容討論。 

（二）與「自我評鑑」之相關議題。 

主席：公平會委託本人研擬直銷公司之「自我評鑑指標」與「自我評鑑手

冊」，主要目的是提供給直銷公司作為執行自我評鑑之依據與參考，

公平會目前並沒有主導評鑑的想法。 

 

業者 1：1. 個人一直認為直銷做為行銷通路之一，相對而言已承受比其他通

路更多的管理與限制，且目前管理業者與商品及保護消費者與參

加人的法令俱已存在，實不宜再增加業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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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單就自我評鑑指標內容，個人以為應避繁就簡，以前四項指標

為主，涵蓋 90%，再加上 10%的內部稽核即可。 

 

業者 2：個人比較贊同自我評鑑指標權重給一個範圍，由自評業者自行決定

權重之高低。 

 

業者 3：公平會委託陳教授規劃自我評鑑制度立意良好，自我評鑑對具規模

的直銷公司影響不大，上次如新、雙鶴也都試辦過，大家最在意

的事情是：(1) 自我評鑑是否是全面評鑑的前奏？ (2) 「評鑑」無

法減少未報備的非法直銷公司對直銷的傷害，(3) 公司直銷商與財

務資料是否會因此洩漏。 

 

主  席：目前為止「自我評鑑指標」與「自我評鑑手冊」僅提供、鼓勵直

銷公司來執行，並無強迫的意思，經由「自我評鑑」如同公司的

自我體檢，可協助公司發掘內部的缺失與無效率的地方，公司也

可藉此改善，對公司而言是有益處。公司進行自我評鑑，由於是

自己來做，公司重要的資料是不會有外漏之疑慮。 

 

業者 4：自評指標第 1-1 項說明(6)：「各項產品若有特定主管單位，如衛生

署/衛生局，應函請主管單位出具近二年對自評事業之管理紀錄證

明」。此項主管機關在衛生署，是否可刪除，避免形成兩頭馬車管

理增加業者負荷的情形。 

 

業者 5：自評指標第2-4項說明(3)：「自評事業應將財務資訊登在如事業手

冊、參加契約書上，或以其他方式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公司

財務報表等資訊不適合放在事業手冊或參加契約書上，建議將本

說明改為：「自評事業應將資本額及前一年度營業總額登在如事

業手冊、參加契約書上，或以他方式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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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6：公平會在鼓勵業者辦理「自我評鑑」方面需要有誘因，例如經費上

的補助或若干程度的背書。 

 

業者 7：本公司的立場是反對「評鑑」，連「自我評鑑」我們都認為不必要。

我們認為只要產品好、價格消費者能接受自然能生存，內部管理

本來就須以 IT 來管控才能提高效率，降低成本、增加盈餘與競爭

力，至於若有不當的銷售行為，有公平會與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來規範，因此沒有必要再執行「自我評鑑」來增加員工的困擾，

況且沒人敢保證公司重要資料不會因此而外洩，直銷業的違規事

件會因此而減少。 

 

業者 8：在直銷公司進行自我評鑑之後，應該有公正的第三單位接受多層次

傳銷事業的申請，根據其提供的自我評鑑報告，經過實地考核之

後給予認證，並對外公佈認證的直銷公司，這樣直銷公司才會樂

於推行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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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5 年度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 

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契合之問卷調查 

您好: 

這是一份由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的學術研究，目的在探討「直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立

與執行」。目前定義的「自我評鑑」是先研擬、建立評鑑指標，再訂出各項指標的權重彈

性範圍。自我評鑑的直銷公司可以在彈性範圍內自行設定各項指標的權重，權重總和為 100

％。自我評鑑的直銷公司針對各項指標，敘述自己公司的執行、落實程度，並自我評分，

做成自我評鑑報告，送交評鑑單位。評鑑單位指派數位評鑑委員組成訪評小組，事先研讀

直銷公司的自評報告，再擇期親赴直銷公司訪視，並約談相關人員；最後由訪評委員共同

撰寫訪評報告並給予評分。 

「直銷事業自我評鑑」的詳細執行、操作方式將在本研究中研究擬定，研究期間將再

和直銷公司、直銷商溝通意見，請大家多多提供建議。 

您的意見對於研究的進行非常重要，希望您能撥空逐項填答下列問題。問卷內容僅供

學術研究之用，並採匿名填答，絕對保密且不會做其他應用，您的基本資料也絕對保密，

敬請放心作答。再次感謝您的熱心支持與協助，謝謝!! 

敬祝   健康快樂 

                                                            計畫主持人 

陳得發 教授 敬上 

 
請您針對以下各項自我評鑑指標，分別勾選您的看法 (單選題，請打ˇ)。 

 

當直銷公司在辦理「自我評鑑」時， 
您是否同意下列的評鑑指標是可以判斷出該公司的優良與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一）評鑑直銷公司是否有提供完整的資訊 

1.商品是否符合各產品主管機關的要求。 □ □ □ □ □

2.是否充分說明該公司獎金制度的合理性。 □ □ □ □ □

3.是否充分說明直銷商從加入到退出的權利與義務(沒有欺瞞)。 □ □ □ □ □

4.是否充分說明直銷商進貨/退貨的流程與規定。 □ □ □ □ □

5.是否針對直銷商提供完整的教育訓練。 □ □ □ □ □

6.是否充分說明 確保直銷商、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的資訊， 

例如：訂貨作業規定與客訴流程、退貨/退錢處理流程與時限。 
□ □ □ □ □

7.提供的刊物、錄影帶、特刊、培訓教材等內容是否合法(是否誇大)。 □ □ □ □ □

8.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否能獲得直銷商的滿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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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直銷公司自我控管制度落實的程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等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 □ □ □ □

2.獎金制度發放落實程度。 □ □ □ □ □

3.對直銷商從加入到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的落實程度。 □ □ □ □ □

4.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 □ □ □ □

5.確保直銷商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 □ □ □ □

6.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落實程度 

例如：公司本身的人員配置、組織運作、財務稽核制度是否健全
□ □ □ □ □

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落實程度 

例如：佣金發放、進/退貨的處理流程是否順暢 
□ □ □ □ □

8.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獲得直銷商滿意的程度。 □ □ □ □ □

（三）您對推行直銷公司「自我評鑑」的看法 

1.您認為直銷公司辦理「自我評鑑」是否可以取信社會大眾（認同）與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您認為辦理「直銷公司自我評鑑」是採取自願參加或是強制參加比較好？ 

□自願參加   □強制參加比 

3.您認為「直銷公司自我評鑑」由那個單位來主辦比較適當？ 

□公平會     □直銷協會(直銷公司組成)   □中華直銷管理學會   □其他團體   

4.您認為辦理「直銷公司自我評鑑」由誰擔任評鑑委員比較適當？ 

□公平會官員   □直銷協會會員   □中華直銷管理學會學者、專家   □其他   

5.您認為多久舉辦一次「直銷公司自我評鑑」比較適當？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含)以上 

6.您認為辦理「直銷公司自我評鑑」的費用由那一個單位來支付比較適當？ 

□公平會      □受評直銷公司      □其他                                     

7.除了上述的評鑑指標外，您認為還有那些指標可以增加，例如：                       

 

填答人個人資料 

1. 您的身份是：□ 直銷公司員工   □ 直銷公司參加人   □ 其他                 

2. 您的性別：□ 男    □ 女 

3. 您的教育程度：□ 國中  □ 高中職    □ 大專     □ 碩士      □ 博士 

4. 您的年齡：□ 20-29 歲   □ 30-39 歲   □ 40-49 歲  □ 50-59 歲  □ 60 歲以上 

5. 您的直銷年資             年，您的職位（或直銷商聘級）                       

6. 您的直銷公司是 □ 本土公司   □ 外商公司，在台灣成立(約)          年。 

7. 您的公司去年營業額約新台幣 □1 億元以下  □1 億元（含）-3 億元（不含） 

     □3 億元 – 5 億元（不含） □5 億元–7 億元（不含）  □7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