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壹、緒 論 
 

過去在台灣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一直被外界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許

多消費者常將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老鼠會劃上等號。自民國八十一年，公平

交易法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公布施行之後，市場漸上軌道，民眾也漸漸

接受傳銷為一種行銷通路；傳銷業的年營業額也逐漸成長。可惜後來發生

亞洲金融風暴，對台灣經濟帶來嚴重的衝擊，也使傳銷業的業績衰退。經

過幾年的休養生息，正要逐漸復甦的時候，又碰上去年的國內外經濟不景

氣，使得復甦的力道受挫；根據公平會的調查，去年（89 年）多層次傳銷

事業的營業額為 380.86 億元，較 88 年的 357.34 億元增加了 23.52 億元。相

較其他行業而言，在全球經濟不景氣的環境下，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營業額

能有成長，誠屬不易；由此可看出該事業在台灣經濟體系中，已逐漸步上

穩定、成熟的階段。 

 

多層次傳銷是一種人員銷售的行銷方式，參加人除可購買商品之外，

還可將商品銷售給他人，甚至還可吸收、推薦下線，來共同銷售商品。其

銷售佣金的支付以參加人及其下線的銷售業績整組計算，按銷售額的多寡

給予不同比例的銷售佣金。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要求參加人加入時要購買

相當數量的商品，又鼓勵參加人積極去吸收下線，使得有些人因為人情的

壓力而購買商品並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但是事後反悔要求解除契約時，

面對購買的商品不適自用又無法處理的問題；又有一些人做了一陣子的參

加人之後，發現自己不適合做或做不來，而終止契約，也同樣面對剩餘商

品無從處理的問題。因此公平交易法八十八年增修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

十三條之二即針對此問題對參加人的退貨權利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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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制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常因獎金制度設計，容易產生獎金無法追返

及不准參加人退貨的現象。雙軌制的獎金制度，指參加人推薦兩人參加即

可；依此類推，直到下線人數達到多層次傳銷事業設定之標準，即可提領

獎金；可無限代下線、重複累計積分，以及上、下線不相隸屬之關係。在

下線參加人的「人」數及「代」數達到相當程度後，一旦發生退出性退貨

時，多層次傳銷事業根本無法向上推算各代上線究竟已領有多少或應追返

多少獎金，其牽連範圍幾已包括全部之上線，且會產生連鎖效應、不斷重

複計算之困難。再者有些參加人以有計畫、有組織之方式，在領取獎金後，

由上而下陸續退出，一旦下線辦理退出時，上線因已先行退出，致毫無追

返之可能。因此傳銷業者須修改退出性退貨辦法，方能制止退貨。否則即

會造成呆帳，影響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若發生在領取獎金後，有以集體

之方式退出性退貨（傳銷蟑螂），將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嚴重虧損，無法

繼續經營，而宣布倒閉。 

 

雖然公平交易法的退貨規定保障參加人的權利，但近年來公平會所檢

查的案件中「退貨辦法」未符合規定情形者，仍然有所聞。以八十九年公

平會對多層次傳銷業務檢查中；不符合規定家次計有 16 家次，而其不合規

定之原因中，退貨辦法未符合規定有 3 家次。再者，由萬國國際開發公司

在參加人「消費訂貨單」上，規定參加人在加入 14 日後自願放棄請求萬國

公司買回所購商品之權利，以定型化契約要求參加人自願放棄，拒絕參加

人辦理退出性退貨事件，及八十六年之三光吉米鹿事件等，可知多層次傳

銷事業的退貨問題較一般傳統事業複雜，且容易造成違法事件。 

 

多層次傳銷事業也因上述二種的規定造成一些困擾，首先是退回的商

品在處理上增加許多麻煩；其次是當初商品銷售時，發給相關上線的獎金

在追討時容易造成糾紛及不快；更有甚者，有些居心不良的參加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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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條款的規定，在獎金領取之後，集體惡意退貨，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

的危機 

 

一般所謂「傳銷蟑螂」是指不肖的參加人，利用多層次傳銷業體在內

部控管、獎金發放等方面的瑕疵，及終止契約所賦予的權利，以集體退出

性退貨的方式套取獎金。此類的參加人(同一上下線)套領傳銷獎金的方

式，大都是在短期內大量進貨，等到領取大額獎金後，再從最上線參加人

開始，由上而下依序退出並辦理退貨，等多層次銷事業發現時，己因上線

參加人都已離職，而無法追返上線參加人之獎金，因此造成多層次銷事業

資金大量流失，終至倒閉。例如八十八年成立，透過有線電視頻道快速興

起的康薈國際行銷公司，在八十九年七月驚傳暫停營業。該公司疑遭不肖

參加人利用該公司獎金發放控管上的漏洞，在大量進貨領獎金後，再辦理

終止契約，並要求公司買回貨品，使得康薈雖然業績快速成長，但資金也

快速流失。因此如何讓參加人獲得退貨權利的保障，又能減少正派經營多

層次傳銷事業的困擾，是一個頗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

之二有關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時，退貨規定對參加人形

成的保障及對多層次傳銷事業造成的影響。本研究將試著從民法的學理基

礎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實務運作的角度去探討此一規定的適切性及必要性，

以提供政府機關執法或修法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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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步驟 
 

 

本研究分成兩部分，一部分是從民法的學理基礎來研究此一問題，採

用文獻探討與專家討論的方法；另一部分是從多層次傳銷事業實際運作的

角度來探討此一問題題，採用公司訪談及業者座談的方式來進行。 

主要研究重點如次： 

 

（一）、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否能

確保參加人權益？（分別就解除契約與終止契約之情形，分論之） 

（二）、外國立法內容或傳銷實務，有無類似我國之規定？ 

（三）、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

經營上發生如何之影響？（以實務調查方式研究） 

（四）、解除或終止契約對於防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是否具有重要功能？ 

（五）、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淪為培養「傳銷蟑螂」（即參加人集體

退出性退貨、套領獎金之現象）之條款？ 

 

進行步驟如下： 

 

（一）、文獻蒐集、探討： 

蒐集國內外民法對於消費者保護的相關文獻，進行整理分析，蒐集方向包含： 

1、 各國相關法令 

2、 國內外文獻 

3、 國內外相關之政府出版品 

4、 國內外直銷相關組織 

5、 相關網站及網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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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公司訪談： 

選擇幾家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進行公司訪談，深入了解

參加人退貨權利保障制度執行的情形及其碰到的問題。 

 

（三）、專家討論： 

邀請國內對民法、消費者保護運動、多層次傳銷有研究的學者專家 

進行小型的討論會，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 

 

（四）、業者座談會： 

廣邀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高級主管及參加人舉行座談會，交換大家

對現有規定的看法及建議。 

 

（五）、問卷調查： 

以問卷方式調查多層次傳銷事業、參加人，對於「參加人解除契

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同

時以兩者的立場來探討目前的問題及看法。 

 

（六）、研究結果整理、撰寫： 

將文獻探討、公司訪談、專家討論、以及業者座談的結果加以整理 

分析，擬出一些具體結論與建議，供相關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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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文獻探討 

 

一、相關文獻對於我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相關規定之看法 

「退貨制度」不完整，是當前多層次傳銷的問題之一，多層次傳銷之

參加人早期之獎金取得係來自本身銷售業績，之後則因培育下線而可基於

下線之業績，取得一定比例之經濟利益。所以原則上，參加人若從事愈久、

組織愈擴大，可獲得之利潤愈高，較無「退出性的退貨」問題。若有「退

出性的退貨」問題者，這個問題常發生在新加入者及消費者身上。參加人

退貨的規定，各國除將之明訂於管理傳銷活動的法令中之外，也有的將之

放在「訪問買賣」的法規中。(吳英同，2000)。 

 

劉邦典等（1994）指出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對退貨之規定可能引發不

肖份子利用人頭進貨，詐領獎金後，再終止契約，申請退貨，而造成業者

損失。此問題指出不完善的退貨法規可能對正當傳銷業者造成打擊。退貨

問題雖涉及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如若發生在領取獎金後，有以集體之方

式退出性退貨，業者更將造成嚴重虧損，而無繼續經營之可能，但此應屬

事業內部營運作業之問題，似與是否違反八十八年修正後之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三條之一規定無絕對關係(雖然許多變質多層次傳銷事業皆不准參加

人退貨)。 

 

李仁芳等（1998）之研究並整理出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制度違規且

不合理的現象包括有： 

（一）、退貨期限不符合公平會規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的期限。 

（二）、未在契約中明白規定有關參加人退出組織時，有關退貨的規定。 

（三）、在契約中規定參加人在退出組織時不得有退貨或換貨的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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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請求返還該商品之價金，並以不正當名義扣減各項費用及獎  

金，使參加人權益受損。 

（四）、在契約中有拆封不退的規定，有礙公平互惠與公序良俗，影響了

市場上的交易秩序和有顯失公平的行為發生。 

（五）、 雖然有可以退貨、換貨的程序，但是對於貨品的退貨有過嚴的規

定。 

（六）、雖然訂有關於退貨的辦法，但沒有清楚的告知參加人，使其不知

有此一規定。 

（七）、對消費者退貨加以不當限制，如在其消費者退貨制度中，提出不

滿意保證，但僅限於第一次購買該商品之零售顧客，是不當限制

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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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多層次傳銷事業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

利義務探討 

 

（一）、公平交易法 

公平交易法在八十八年修正後，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的相關規範有： 

1、第二十三條之一（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之條件及因解除契約而生

之權利義務） 

多層次傳銷參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

解除契約。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契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加人退貨之申

請，取回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商品，並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除時所

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

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

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 

前項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2、第二十三條之二（多層次傳銷參加人終止契約之條件及因終止契約而生

之權利義務） 

參加人於前條第一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退

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參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

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

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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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十三條之三（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請求因契約解除或終止所受損害

賠償或違約金之情形） 

參加人依前二條行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向參加 

人請求因該契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金。 

前二條關於商品之規定，於提供勞務者準用之。 

 

（二）、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1、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 

「參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利義務。」列為告知

參加人之事項。 

 

2、第十二條（參加契約之締結）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參加人締結 

書面參加契約；參加契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項。  

 

3、第十三條（退出條件與相關權利義務）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內容，除另有利於參加人之約定外，應包括 

下列事項： 

一、參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契 

約。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解除契約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加人退 

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商品，並返還參加人於契約 

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之費用。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款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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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

該進貨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前款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

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四、參加人於第一款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退

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五、參加人依前款規定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 

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 

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 

時，其減損之價額。 

 

六、參加人依第一款及第四款行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

不得向參加人請求因該契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金。 

前項第二款及第五款之規定不影響參加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得行使

之權利。 

前二項之規定，於提供勞務者準用之。 

4、第十四條（可歸責參加人事由下之退貨處理） 

多層次傳銷事業以參加人違反營運規章、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參加人 

之事由，而解除或終止契約者，對於該參加人提出退貨之處理方式， 

應於契約中載明。 

 

（三）、民法 

1、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解除權之行使之方法) 

解除權之行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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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當事人之一方有數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 

為之。 

解除契約之意思表示，不得撤銷。 

2、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契約解除之效力（一）——回復原狀） 

契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復原狀之義務，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

有訂定外，依下列之規定: 

 

一、由他方所受領之給付物，應返還之。 

二、受領之給付為金錢者，應附加自受領時起之利息償還之。 

三、受領之給付為勞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領時之價額，以金錢 

償還之。 

四、受領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 

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

利益之限度內，請求其返還。 

六、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不能返還者，應償

還其價額。 

 

3、民法第二百六十條（契約解除之效力（二）——損害賠償之請求） 

解除權之行使，不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 

 

4、第二百六十二條(解除權之消滅——受領人不能返還或種類變更) 

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領之給付物有毀損、滅

失，或其他情形不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造，將所受領之

給付物變其種類者，亦同。 

5、第二百六十三條(契約之終止準用解除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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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二百六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律之規定終止契

約者，準用之。 

 

6、第三百五十四條(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其效果) 

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 

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 

效用，或契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度，無關重要者，不得視 

為瑕疵。 

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四）、消費者保護法 

1、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不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

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契約，無須說

明理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 

契約經解除者，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復原狀之約定，對於消

費者較民法第 

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不利者，無效。 

 

從以上法令規定可知，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所賦予參加人之解

除契約權不同於民法第二五四條至二五六條之「一般解除權」，乃與民法

第三五九條之買賣契約解除權，以及民法第四九四條之承攬契約解除權，

同屬於「特殊解除權」。唯「一般解除權」及「特殊解除權」均為「法定

解除權」，與「約定解除權」並不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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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參加人除依照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得行使多層

次傳銷契約解除權以外，若購買之商品具有民法第三五九條之瑕疵情事，

參加人亦可就該批商品買賣，行使該次買賣契約之解除權。參加人非退出

性的退貨，就是屬於這一方面的問題。至於多層次傳銷事業若有給付遲

延、給付不能或給付不完全之情事，參加人亦可依民法第二五四條至二五

六條規定行使「一般解除權」，解除多層次傳銷契約。 

 

民法第二五八條第一項規定，一般解除權之行使以意思表示為之即

可。但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多層次傳銷契約之解除應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

業，而且該解除權有十四天之除斥期間，十四天期間屆滿，多層次傳銷契

約之解除權即消滅。依學界通說，一般契約當事人並非不得自行約定除斥

期間，約定期間較法定期間短者，即少於十四天，例如七天，可認為參加

人拋棄七天至十四天間的解除權（孫森淼，民法債篇總論，1985）。但因多

層次傳銷契約多為定型化契約，為保障參加人之權益，仍以約定期間不得

少於法定期間為宜。 

 

契約解除以後，債之關係溯及消滅，故當事人雙方應負回復原狀之義

務。依民法第二五九條規定「一般解除權」行使後回復原狀義務之範圍，

但「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者，應從其規定或約定。故就多層次

傳銷契約之解除，應從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至四項（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三、六款）之特別規定。此外，依照八

十八年二月三日公布增訂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等條文之增訂理由

「因契約解除所退貨之商品，自進貨時起算應有一合理期限，以符合公平

原則」，參加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收回商品、返還進貨價金或加入費用之

請求權自解除契約時（即書面通知到達多層次傳銷事業時）起算，若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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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內不行使，該退貨或退費請求權即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如此短期時效

對參加人之保障是否周延，超過三十天多層次傳銷事業即得拒絕接受退貨

是否反而易引發糾紛，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公平會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解除或終止契約三十日內接受參

加人退貨之申請，惟事業往往就此反面解釋，認為參加人退貨之申請已逾

三十日者，即當然可「依法」不予接受，顯有不當曲解法令，蓋本辦法之

規定並無意限制民法之適用，超過本辦法所稱三十日者，僅係構成行政義

務之違反，當事人間解除或終止契約後之權益，原即應依民法相關法令處

理之，爰於八十八年間修法時增訂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不影響參加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得行使之權利。 

 

民法第二六 0 條規定，一般解除權之行使，不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

但是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六款）規定，參加人解除多層次傳銷契約時，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

向參加人請求因解約所受之損害賠償及違約金。所以，如果因解約受損害

的是參加人時，非不得依民法規定向多層次傳銷事業請求賠償。 

 

契約的解除是使契約溯及既往地自始歸於消滅，契約的終止則是使該

契約嗣後不再發生效力。終止權亦有「法定終止權」與「約定終止權」之

分，但「法定終止權」並未有如「法定解除權」般有一般規定，乃散見於

各種契約之特別規定中，如使用借貸契約（民法第四七二條）、僱佣契約

（民法第四八四條第二項…）…。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亦即係針對多層次傳銷契約終止權之

特別規定，依該規定參加人得隨時終止其與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多層次傳銷

契約，即得隨時退出，不必附任何理由，亦不必經多層次傳銷事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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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終止權之行使須以書面為之而已。 

 

契約的終止只是使契約嗣後失其效力，對訂約以後已經發生的效力不

生影響，本來並沒有像解除權般有回復原狀的問題。為避免參加人錯估商

品銷售的困難、無法抗拒上線的熱情慫恿或自己想快速晉升，而大量進貨

又無法全數自用或銷售出造成存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才特別強制多層次傳銷事

業有接受退貨的義務，並且不得向參加人請求因終止契約所受之損害賠償

及違約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三條第一項、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六款）。 

 

如公平交易法第八條之定義，參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除藉以取得

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外，目的亦在藉此獲得佣

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益。因此參加人因行使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權而產

生的回復原狀，當然除退貨以外另包括獎金或報酬返還問題。故公平交易

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五款）均明文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接受退貨返

還貨款時，得扣除因該項進貨／交易而對參加人已給付之獎金或報酬。 

 

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規定，所得扣除之獎金或報酬應只

限於對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之該特定參加人所給付者。唯依多層次傳銷事

業獎金或報酬制度之實務，下線參加人之進貨或交易不止使自己獲得獎

金、報酬，亦使其上線分別獲得獎金、報酬。故多層次傳銷事業接受退貨

時，除得對該退出之參加人扣除已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外，亦得依民法不當

得利之法理向該參加人之上線請求返還因該進貨／交易而給付之全部（亦

即包括所有上線）獎金、報酬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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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具有參加人身分的一般消費者，或者參加人自己本身也是消費

者時，當然亦得適用一般民法一般以及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三、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之相關規定 

（一）、美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美國對多層次傳銷之立法，依各州而異，與各國單一立法相比，是其

中較複雜的國家之一。各州對多層次傳銷不當訪問販賣之規範，主要係以

「沿戶銷售法」或「家庭訪問販賣法」來規範，以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FTC)

的「沿戶銷售猶豫期間規則」為代表。內容規定以沿戶銷售對消費者進行

訪問販賣時，出賣人須負一定之義務，而買受人則享有於訂約後一定期間

內解除契約之權。美國各州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做了很多要求，其中包括要

多層次傳銷事業向州政府註冊登記，每年要報告多層次傳銷事業狀況，參

加者隨時可退出而多層次傳銷事業須以九折價買回退出者之存貨等。 

 

（二）、日本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日本稱多層次傳銷為「連鎖販賣交易」，並未制訂專法來規範，僅在

「關於訪問販賣等相關法律」(簡稱訪販法)，來規範多層次傳銷之訪問販

賣。訪販法第十七條在解除契約方面的主要內容有(李蒨蔚，2000)： 

1、猶豫期間： 

契約相對人在參加契約日起算十四天內，得以書面解約。 

而連鎖販賣業者不得請求因解除契約所受損害賠償或違約金之支付。 

2、解除契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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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出表示解約意旨之書面時即生效。 

3、因解約所產生之費用： 

如有依該契約而交付商品時，因交易所產生之費用由連鎖販賣業者負 

擔。 

 

（三）、英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英國以1973年施行交易法母法來規範金字塔銷售術（Pyramid Sales 

Scheme）和其他的交易計畫，並在該法的授權下，貿易產業部頒布「金

字塔銷售管理規則」，同時以此法來規範不當的傳銷活動(楊忠意，1993)。

此法在解除契約及退貨方面的主要內容有： 

 

1、猶豫期間： 

參加人在十四天猶豫期間內，書面通知發起人解除契約而不必給付違

約金，並得在十四天內退還給付，但參加人已銷售之商品和所收受而

未返還給發起人的商品價額應予扣除。若有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

而減損價值之情形，發起人亦得由參加人所為之給付中扣除後返還餘

額。 

 

2、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除猶豫期間外，解除契約時參加人可要求發起人以不低於當初購買價 

格九成價格買回，若有可歸因於參加人之事由而價值減損，發起人亦 

得扣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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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拿大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加拿大各省對多層次傳銷的訪問販賣之規定和美國很類似，但是其將

範圍擴大至包括所有直接銷售業在內，稱之為 「直接銷售法」(陳錦全，

1988)。 

 

1、猶豫期： 

亞伯達省 （Alberta）、曼尼托巴（Manitoba）、薩克其萬省（Saskatchewan） 

的規定猶豫期間為四天，愛德華王子島省（Prince Edward Island）為七天， 

紐芬蘭省(Newfoundland)、新斯科細亞省（Nova Scotia）及魁北克省(Quebec) 

則長至十天。 

2、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出賣人未於一定期間內將商品送達買受人處時，買受人亦得解除契 

約；新斯科細亞省之規定為九十天；紐芬蘭省和薩克其萬省則為一百 

二十天。 

3、直銷人員須經註冊取得執照： 

新伯倫瑞克省（New Brunswick）規定直銷人員須有執照才可營業，紐

芬蘭省和新斯科細亞省並要求直銷人員註冊時應提供擔保金，直銷人

員無照營業或未遵守執照之授權規定來營業，則契約無效或買受人得解

除契約。 

 

（五）、中國大陸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在中國大陸，傳銷屬於內銷市場的一環，而中國大陸對外資投資內銷

市場的限制很多，因此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發展也受到諸多的限制。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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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長久以來對傳銷業了解不多，中央到地方也缺乏完善的管理機制，加上

傳銷人員素質良莠不齊，使得違法詐騙問題層出不窮。自 1990 年以來大陸

傳銷市場經歷多次的整頓，但整個行業並未走上軌道，以致大陸當局政策

大轉彎：在 1998 年 4 月 21 日發布禁止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大陸發展的通知，

傳銷在中國發展至此，面臨一個重大轉型。 

 

中國大陸目前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為限制之立場，只要合乎大陸現有法

律規定，都有申請空間。大陸目前合法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如安麗（大陸稱

之為安利）等均需國家批准。 

中國大陸於 1997 年 1 月 1 日發布實施的「傳銷管理辦法」在某些程度上具

有時代性、強制性、通用性，其條文內容較為具體、以明確條文來區隔繁

雜的傳銷制度（胡鵬年，1998）。該法在解除契約及退貨方面的主要內容

為： 

 

1、消費者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消費者因傳銷商品的質量問題使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傳銷企 

業或者傳銷員提出退貨或者賠償請求，傳銷企業、傳銷員必須予以退貨 

或者賠償。 

消費者自購買商品之日起三十日內可以隨時提出退貨請求，傳銷企

業、傳銷員必須接受退貨，並不得要求消費者負擔任何費用。但商品

因消費者的過錯致使商品毀損、不具有再銷售價值的除外，傳銷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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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實施了退貨或者賠償後，根據其與傳銷企業簽訂的合同，應當

由傳銷企業承擔責任的，可以向傳銷企業請求補償。 

傳銷企業、傳銷員向消費者銷售商品應當即時清結，禁止預付款交易。 

 

2、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傳銷員可以自由退出傳銷活動。傳銷員退出傳銷活動，可以向傳銷企

業退回未售出的商品，傳銷企業應當接受退貨，但因傳銷員過錯致使

商品毀損、不具有再銷售價值的商品除外。 

傳銷員自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三十日內退出傳銷，並向傳銷企業退回

未售出商品的，傳銷企業應當退還全部貨款。 

傳銷員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三十日以後退出傳銷，並向多層次傳銷事

業要求退回未售出商品的，傳銷企業在退還貨款時，可以根據合同約

定扣除一定的費用，但扣除的費用不得超過退還貨款的百分之十。 

傳銷員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三十日內(以後)退出傳銷，傳銷企業可以從

退還給傳銷員的貨款中，扣除根據所退商品計算已經支付給該傳銷員

的報酬。 

 

（六）、馬來西亞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馬來西亞在1993年6月頒布直銷法，此法在解除契約及退貨方面的主要

內容有(蔡行道，1995)： 

1、猶豫期間： 

給予顧客十個工作日，讓他對其所訂購之貨品或服務重新考慮，且在

猶豫期間內，銷售者不得遞送貨物或履行服務，且不可接受購買者的

任何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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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已簽契約的買主可在猶豫期結束之前以掛號郵寄方式將「終止契約通

知書」寄出，或在屆期之前十天親自送出，以終止契約。 

 

（七）、韓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相關規定 

韓國以「門到門銷售法案」(Door to Door Sales Act，1995)，來規範多層

次傳銷活動。在該法案中所規範的銷售行為，包含門對門銷售、郵購及多

層次傳銷；此法在解除契約、終止契約及退貨方面皆有說明，但在退貨商

品價值減損之認定方式、標準，及在終止契約之退貨費用負擔方面，並無

明文規定。此法在退貨相關規定的主要內容為： 

1、解除/終止契約： 

消費者自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二十日內，得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解 

除契約的要求。此法對於「二十日」的認定，採從寬認定。所謂二十 

日是指加入後起算，若加入後尚未收到服務或商品，則以收到服務或 

商品之日起算。再者，若當時不知提供商品或服務的參加人的住址， 

則以獲知該參加人地址之日起算。 

多層次參加人可以自由退出傳銷活動。參加人退出傳銷活動，可以向

多層次傳銷事業退回未售出的商品，多層次傳銷事業應當接受退貨。 

 

2、解除契約時買回/退款規定： 

解除契約後，第三者(Other Party)得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退回商

品或服務，並取回貨款。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得向消費者扣除因 

退貨所形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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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消費者以信用卡購貨時，在解除契約後，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

須將貨款退回給信用卡公司。 

多層次傳銷事業所退貨款的款項，若大於參加人所繳交的貨款時，多

層次傳銷事業得向參加人追討差額。 

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因行銷而提供的服務，其所支付的費用(特

殊設備及服務例外)，不得因為消費者退貨，而要求消費者支付。 

因退貨所產生之運費用須由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負擔。 

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因提供商品或服務，造成土地、建物或其他

結構之改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或參加人負有恢復原狀的責任。 

 

四、我國與各國在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相關規定之比較 

整體而言，我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法令與他國相較，並無特別嚴

苛或寬鬆。再者，我國另訂有終止契約之退貨規定，明訂多層次傳銷事

業在退貨方面可扣除取回商品所付運費、商品被損毀的損失，及以百分

之九十買回被退回商品、扣除已給付參加人的獎金等。 

非退出性退貨及一般消費者退貨，公平交易法及多層次管理辦法未

加以區別，因該法係考量以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參加人之退出性退貨

關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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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相關法令規範之比較 

 

表 2-4-1 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在退貨方面之規範 

 公平交易法 消費者保護法 

立法精神 兼顧參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業 保護消費者 

解除契約時間 自訂約起 14 天內 自收到商品後 7 天內，退回或

解除買賣契約。 

解除契約方式 參加人以書面通知傳銷事業 消費者可以書面通知，或直接

退貨 

退貨費用負擔 多層次傳銷事業： 

1.可扣除取回商品所付運費 

及商品被損毀的損失。 

2.原價買回商品、並扣除已給付

給參加人的獎金。 

消費者無需說明理由及負擔

任何費用及價款。 

終止契約方式 參加人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

事業 

 

終止契約時間 解除契約權期間過後  

退貨費用負擔 多層次傳銷事業： 

1.可扣除取回商品所付運費 

及商品被損毀的損失。 

2.以 90%買回被退商品、並扣除

已給付給參加人的獎金。 

 

 

 

（二）、與國外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相關法令規範之比較 

 

 明文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制度的國家有：中華民國、韓國、日本、 

英國、中國大陸、馬來西亞等國家。 

 無明文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制度的國家有：德國、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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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公平交易法與國外相關法規在退貨方面之規範 

 公平交易法 國外相關法規 

解除或終止契約 不需理由 一般而言不需理由或任何理由皆

可解約 

解除契約方式 參加人以書面通知多層次

傳銷事業 

書面：（日、英、美國一些州）。 

口頭：（中國大陸、馬來西亞、加

拿大、美國一些州） 

解除契約時間 自訂約起 14 天內 3 天(美愛荷華州)至 3 個月(美馬里

蘭州)，或無規定(美國一些州) 

 

 

解除契約之退 

貨費用負擔 

多層次傳銷事業： 

1.可扣除取回商品所付運

費 及 商 品 被 損 毀 的 損

失。 

2.原價買回商品、並扣除已

給付給參加人的獎金。

終止契約之退 

貨費用負擔 

多層次傳銷事業： 

1. 可扣除取回商品所付運

費 及 商 品 被 損 毀 的 損

失。 

2.以 90%買回被退商品、並

扣除已給付給參加人的

獎金 

1.英國、中國大陸、韓國和我國 

，在猶豫期間採全額退費。 

2.日、馬來西亞、加拿大無規定。

3.美馬里蘭等州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買回原價最少九成。 

4.各國有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 

不得向參加人請求任何損害賠 

償及違約金。但可扣除取回商 

品所付運費（如美喬治亞州） 

及商品被損毀的損失（如英國、

韓國等）。 

5.日、加拿大、馬來西亞及美國數

州，對因退貨所引發的獎金及 

相關運費，並無規定。 

解除契約方式 以書面方面提出解約 以退回商品方式或書面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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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規定之實施現況 

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今年六月出版的「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台灣地區多

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可以知道在公平交易法之解除契約或終

止契約退貨相關規範下，多層次傳銷事業實際執行的情況。多層次傳銷事

業對參加人因故 ”無法” 將所訂貨品售完而 ”有意退回” 之退貨就條件、

時限、還款及退貨對象等規定實施現況如下： 

（一）、退貨條件： 

不論參加人是否退出組織，近七成之事業皆接受退貨，有 59 家只在參加人

退出組織時方接受退貨。 

 

表 2-5-1 我國現行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可否退貨之比較 

退貨條件 

 退出傳銷組織時才可退貨 無論是否退出傳銷皆可退貨 總計 

家數 59 130 189 

結構比(%) 31.22% 68.78 100.00 

資料來源: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公平會出版，90 年6 月 

 

 

（二）、時間限制： 

對於退貨之時間限制，以規定在訂貨或退出組織一定時間（不分退貨

類型）內方能退貨者計100 家占 52.91% 最多，其次為規定須在所訂商品

有效使用期限前一定時間內方能退貨者之 46 家占 24.34% ，無時限者則

有 3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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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我國現行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退貨之時間限制比較 

退貨之時間限制 

 訂貨或退出組 

織一定時間內 

商品有效使用

期限一定時間
無時間限制 其他 總計 

家數 100 46 39 4 189 

結構比(%) 52.91 24.34 20.63 2.12 100.00 

資料來源: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公平會，90 年 6 月 

 

 

（三）、還款規定： 

有 43.39% 之業者對於退貨還款規定為未拆封還款，已拆封不還款，

規定退款折扣視貨品完整程度而定者有 48 家，另視訂、退貨相距時間而

定退款折扣者有 30 家，不管是否拆封皆按一定折扣退款者有 18 家，規

定無論是否拆封，皆可原價退款者有 7 家。 

 

表2-5-3 我國現行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退貨之還款限制比較 

退貨之還款限制 

 

退 貨 折

扣 視 貨

品 完 整

度而定 

未拆封可

退還，已

拆不可還

款 

不管是否

拆封，按

一定折扣

退款 

不管是否

拆封，皆

原價退款 

退款折扣

視訂、退

貨相距時

間而異 

其

他 

總

數

家數 48 82 18 7 30 4 189

結構比

(%) 
25.40 43.39 9.52 3.70 15.87 2.12 100

資料來源: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公平會，90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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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貨對象： 

有 146 家事業准許參加人直接向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規定直接退貨

或透過上線退貨皆可者有 34 家，有 5 家規定達某層級以上方可直接向多

層次傳銷事業退貨。 

 

表 2-5-4 我國現行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退貨之對象比較 

退貨之對象 

 直接向公 

司退貨 

向直屬上層

參加人退貨

直接退貨或透

過上線退貨 

達某層級向 

公司退貨 
其他 總計 

家數 146 3 34 5 1 189 

結構比(%) 77.25 1.59 17.99 2.65 0.53 100.00

資料來源: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公平會，90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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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際執行情形及遭遇到的問題 
 

在公平交易法的規範下，各個多層次傳銷事業皆訂有退貨制以保護參

加人及消費者，相對的也減少了退貨方面的糾紛。根據本研究對參加人的

問卷調查發現，「退貨」情形包含退出性退貨、非退出性退貨及一般消費者

的退貨。退貨原因包含： 

 

(1) 下線參加人要求， 

(2) 消費者提出要求， 

(3) 存貨太多， 

(4) 商品有瑕疵， 

(5) 商品不適合等。 

其中以「下線參加人要求」及「消費者提出」的退貨佔大多數。一般

中、高階參加人的退貨情形並不多，因為退貨會影響其獎金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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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參加人有退貨的需求時，可能由於參加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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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可能造成參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間之衝突，

其結果對兩方將是負面的影響。再者，當參加人提出解除或終止契約，辨

理退貨時，之前發給該參加人上線的獎金不易追返；有些不肖參加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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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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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多層次傳銷業者的退貨制度，係依公平交易法的相關規範而訂

定，其退貨制度大抵可分為解除或終止契約之退出性退貨換貨，及非退出

性退貨。惟大部分多層次傳銷事業在終止契約時，對已使用過之商品不接

受申請退貨。此與公平交易法之要求不盡相符，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

二規定乃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接受退貨申請，再予以貨品價值減損之扣

除。至於針對一般消費者（非參加人）的退貨規定，大部分的多層次傳銷

事業都未制定，這和公平交易法未明文規定，及各多層次傳銷事業的參加

人（自用型參加人）大多同時擁有參加人與消費者身份有關。 

 

退換貨之原因係為運送途中貨品有損壞、交貨錯誤、參加人訂錯貨，

或商品品質有瑕疵等等。多層次傳銷事業多半允許在一定期間內換貨，但

有的明文規定商品不可拆封，亦有要求金額不得超出原繳款金額某一範圍

以上，查其用意乃避免參加人未達當月售貨額，向其他參加人借當月的月

績，累積成較高積分向多層次傳銷事業領取較高額獎金、甚至達到較高的

階級。至於因存貨過多而退貨的情形，大部份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都不願意

參加人有此行為，若同時大量退貨則很容易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在貨物處

理上及財務上造成困擾，因此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在事業手冊上並未詳述

有關退貨的規定 

 

若多層次傳銷事業有良好的退貨制度，使參加人對退貨處理的服務有

好的印象，則可能提高參加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忠誠度，進而增加消費

者對參加人的信任程度，也可能減少退貨事件產生。 

 

 29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有關解除或終止契約規定

之案例探討 

（一）、多層次多層次傳銷事業以不當減損標準扣除商品減損價額 

美商奧利傳國際有限公司有關「獨立經銷商支援計劃」（下稱系爭商

品）之退貨買回，以不當減損標準扣除商品減損價額；另未於新增商品販

售前辦理變更報備，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及同法二十三

條之四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該公司原計劃推出電子商務服務，將提供購買系爭商品之參加人個人

網站，該公司成立之初為吸引參加人購買系爭商品並建立參加人數之規

模，以降低服務單位成本並增加與其他廠商合作之籌碼，故以階段性賠錢

之策略，訂定「優惠價」販售系爭商品。加入該公司傳銷組織之參加人，

全數以「優惠價」購買。 

該公司對於參加人訂約加入後十四日內辦理退出性退貨，依規定全額

退貨；若於加入十五日至三十日間退出性退貨，即以五千六百元之九折買

回；往後每逾一個月扣除一千三百七十五元。該公司辯稱商品之訂價為一

萬六千五百元，而以五千六百元之優惠價賣給參加人，因此在辦理參加人

退出性的退貨時依「原價」一萬六千五百元之原訂價格，按月扣除一千三

百七十五元，其扣除價額顯逾合理之減損價額。公平會在八十九年十二月

二十六日以不當減損標準扣除商品減損價額等處分之。再者，有關該公司

販售商品「台灣水之靈」乙節，該公司於八十九年二月至五月間，販售該

項商品計六百一十套，銷售金額新臺幣五十六萬餘元，惟因行政人員疏失

未向公平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89 公處

字第 2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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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契約中規定參加人在退出組織時逾期不接受退貨 

翌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七年一月間向公平會報備以傳銷方式

推廣其主力商品「惜福卡」，提供會員汽車道路救援、車輛保修等服務。

該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新增銷售「安心卡」等商品，未於開始實施

前向公平報備，先後分別違反修正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與

修正後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有關參加人退出條件與相關

權利義務之規定。 

該公司於參加人加入時提供傳銷商事業手冊，告知有關所推廣、銷售

之「惜福卡」商品服務之性能及用途等事項，為虛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修正後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 

翌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在有關參加人退出性退貨規定上，稱因「惜福

卡」商品較為特殊，因此，在八十八年五月十五日以後加入之參加人，於

其惜福卡（會員）申請契約書中明文規定：「本卡試用期十四天，逾期不接

受退費之申請。」亦即，該公司參加人若是在八十八年五月十五日以後加

入者，其入會時所購買之「惜福卡」，僅得於十四天的猶豫期間辦理退卡，

若超過十四天以後，參加人辦理退出時，被處分人則不接受「惜福卡」之

退卡申請。依該公司目前實際處理退出性退貨的個案，在八十八年五月十

五日以後加入之參加人，若向該公司提出退出性退貨者，該公司均依前述

規定拒絕受理。 

該公司未於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以參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

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之規定（89

公處字第0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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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契約中規定參加人在退出組織時拒不辦理退貨事宜 

錢威企業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自八十八年二月間籌劃「百貨聯營、消費

資源回收計 畫」，二月底開始招募網站，該計畫分為營業處、網站、會員

及特約商店四部分，截至八十八年八月間，計有營業處三處、網站約一百

二十五個、會員（包括金卡及普卡會員）約一千五百人，每月營業額約一

百萬元左右。 

該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未於開始實施前，向中央主管機關報

備；且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未依規定告知及與參加人簽訂

之書面參加契約中訂定有關參加人退出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利

義務等參加人權益內容等事項，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

所訂之修正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現行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規定。 

該公司在參加人向其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之表示時，拖延拒不辦理

退貨退款，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89 公

處字第 061 號）。 

 

（四）、未在契約中明白規定，參加人在退出組織後的相關退貨規定 

圓滿國際廣告策略股份有限公司自八十八年六月起，在花蓮地區，以

扶助盟友推展廣告業務名義，招募盟友，入盟者需繳六千元台幣。於其盟

友加入時，除填寫「互助策略結友申請書」外，雖會告知及給予特案制度

說明及營運一覽表，有關盟友退費規定，亦於特案辦法二訂有：「一週內不

適本聯盟互助之規定者，本聯盟將取消互助資格，並退還互助策略聯盟服

務費用的百分之八十，歸還盟友。」惟盟友可否提出退費等規定，申請書

中並未載明，且未告知傳銷法令及退出性退貨等有關參加人退出組織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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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因退出而生的權利義務等參加人權益內容，顯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三條之四（原為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之修正前「多層次傳銷管

理辦法」第三條第一項（修正後變更條次為第五條第一項），及修正後「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及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

（89公處字第060號）。 

 

（五）、退貨期限違反修法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定之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 

 

1、 萬國國際開發公司八十六年六月，向公平會報備開始實施多層次傳

銷；該公司在參加人「消費費訂貨單」上，規定參加人在加入十四日後（含

十四日）自願放棄請求萬國公司買回（參加人）所購商品之權利，按修法

前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參加人於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得隨時以書面終止

契約，參加人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

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係為課以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予履行

之義務，並應詳實載明於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參加契約書中，不得有虛

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表示，不得以定型化契約要求參加人自願放棄，而

該公司竟以所謂「自願放棄條款」之約定，拒絕參加人辦理退出性退貨，

顯已違反修法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顯已違反管理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

規定（86 公處字第 140 號）。 

 

2、 總誼實業有限公司於八十五十月間向公平會變更報備實施所謂「互利

共生制」（即雙向制）多層次傳銷獎金制度。該公司所稱「互利共生」制，

即經由該公司會員（或經營者）推薦，填具申請書暨契約書，繳交一千元

入會費，取得會員資格，累積積分達一萬ＰＶ時，即成為經營者，具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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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兩位成為經營者（左、右邊），即可參與獎金之分配。該公司自本八十

六年六月一日起實施新修訂「退出性退貨辦法」，自訂約日起十四天以後，

參加人即不得退出性退貨，亦即在被處分人「經營者申請書暨契約書」及

「事業手冊」等書面參加契約書中，有關參加人於訂約日起十四日後終止

契約退出性退貨規定均付諸闕如，顯已違法。 

 

總之，該公司經營多層次傳銷，參加人取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

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合理

市價，違反修法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且該公司變更獎金

發放方式，未於實施前向公平會報備、與參加人訂定之書面參加契約書

中，有關參加人退出性退貨辦法與規定不符，違反修法前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四

條及第五條之規定（86 公處字第 138 號）。 

 

（六）、參加人辦理解除契約時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向參加人收取退約處理

手續費用 

龍芝琳股份有限公司於會員加入時雖有填寫入會申請表，惟該入會申

請表第四條規定屬契約一部分之營業手冊並未交付參加人，而延至七月間

完成後始將該手冊寄送至該公司北、中、南各區加盟站、管理處，通知加

盟站領導者，請會員自行領取，而該公司於七月底結束北、中區管理處時，

卻發現會員大多均未前往領取該相關資料(如經銷商卡、發票、白手起家、

事業手冊等)。另被該公司以口頭告知參加人有十四天猶豫期，於申請表

第三條並規定申請人可以終止與被處分人的關係，應將原封之供應品起十

四日內退回，十四日以後即不可退出。再者，該公司之營業手冊中有關解

除契約(訂約日十四日)辦理退貨時，規定扣除「作業費」10％，及規定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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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契約「二十」日內，接受經銷商之退貨，均與修法前之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應告知參加人之事項及第五條有關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退貨辦法之規

定不符，故已違反修法前管理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條之規定

（85 公處字第 184 號）。 

 

二、康薈國際行銷公司之資金流失個案探討 

    以經營健康美容食用品「Jumelle」起家的康蓓國際行銷公司，在八十

八年九月向公平會報備成立康薈國際行銷公司，以傳銷方式經營業務，同

時透過有線電視頻道大量推廣其商品及組織。 

 

（1）、康薈公司傳銷制度 

康薈公司的制度是將會員分成四等，一般會員、銀卡會員、金卡會員

與鑽卡會員，更高級則為區域經理。消費者只要繳交 600 元新台幣就可以

成為參加人，能夠享有購買「Jumelle」商品的 95 折優待。如果參加人一次

購進一萬元的商品﹙例如以一萬元起價的神采套裝﹚，或是在當月份做到一

萬元的業績﹙也就是賣到一萬元以上的商品﹚，即可成為銀卡會員，並享有

購買公司商品 8 折的優待。再者，如果參加人在銀卡會員階段在當月份做

到 10 萬元的業績，那麼則可以成為金卡會員，並享有購買公司商品 7 折的

優待。當參加人成為金卡會員後，如果參加人在當月份拉了四位金卡會員，

那麼參加人就將成為鑽卡會員，更可以享有購買該公司商品的六折優待。 

 

（2） 參加人加入過程 

該公司常會遊說消費者加入「金卡會員」，而不是一般愛用「Jumelle」 

商品的一般會員或「銀卡會員」。參加人必須先繳交 600 元新台幣的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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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而加入金卡前必須先成為銀卡會員，要成為銀卡會員必須做到一萬元

業績。當參加人為銀卡後，將可以享有購買該公司商品八折的優待，並銷

售價值十萬元的商品(八萬元購得)，後取得金卡會員。 

 

 

（3）、獎金計算方式 

該公司規定，當參加人成為經銷會員時，參加的第一筆貨必須要從上 

線出，所謂的第一筆貨就是參加人得先購買該公司商品，也就是參加人成 

為「銀卡會員」時所購貨的一萬元，這個一萬元是直接交給上線，然後當 

公司確認了這個手續後，會再從十萬元市值的商品中抽出一萬元給上線作 

為獎金。再者，因為上線本身是「金卡會員」，即可享受 7 折優待，而下 

線在與其簽約當時是以「銀卡會員」購貨，僅能以 8 折進貨，這當中又創 

造出 1 折的利潤，因此公司還會從 1 萬元當中抽出 1 仟元給上線作為佣金。 

因此，當一個「金卡會員」的參加人拉進一個「金卡會員」的下線時時， 

他總共可以拿到 2 萬 1 仟元的獎金，此部份不包含售貨利潤。 

 

（4）、康薈公司經營不善之問題探討 

    a、透過有線電視經營傳銷 

康薈公司結合母公司(康蓓集團)，以有線電視廣告方式，大肆擴張

其業務，其間雖然成效良好。但也因擴張速度過快，公司管理制

度未能完全配合，因而出現漏洞。再者，電視頻道費用(密集廣告)

對一個新成立的公司而言，是營運上一項沈重的負擔，也是該公

司財務危機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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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提供客戶名單與媒體運用方式，招募參加人(傳銷商) 

       康薈公司在廣告聲稱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由公司分享客戶名單，讓

每一位參加人感覺經營傳銷似乎都能夠順利的推展業務，事實上

這份會分享名單，只提供給「金卡會員」的參加人。該公司在業

務拓展方面，除了要求參加人銷售該公司的商品外，似乎更鼓勵

參加人擴展個人組織，發展下線。也因此讓參加人對該公司之經

營目的存疑。 

c、不健全的內部控管及獎金發放制度造成公司巨額虧損 

        與其他多層次傳銷事業嚴格管制參加人進退貨情形相較，康薈公 

司的進貨管制及存貨退回並未有效管制，因此造成參加人大量進 

貨套取獎金後再大量退貨情形。再者，康薈公司獎金制設計出現 

嚴重瑕疵，即放縱參加人在尚未繳錢、領取貨品前，就可領取獎 

金，這些大漏洞，被上線參加人，以大量進貨、領取獎金後，再 

要求公司買回，其下線參加人也跟著這樣做，使得康薈表面的營 

業額快速成長，但資金也快速流失，最後宣布停業。 

 

    康薈公司資金流失之主要原因在於內部控管及獎金發放制度不健全

所致。與終止契約無直接關係，本研究調查與多數多層次傳銷事業看法一

致。合法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上下線參加人或新加入者，皆有

一套控管機制不易讓惡意的參加人有機可乘，任意大量或大額進貨，等領

取獎金後再大量退貨。多層次傳銷事業高階管理者認為，（1）該公司之經

營能力及方式，（2）中高階管理人員無經驗，（3）該公司在參加人進出貨

管制(資訊技術應用)之能力不足，（4）獎金制度設計不健全等，都是形成

「傳銷蟑螂」危害該公司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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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層次傳銷事業有關刊物費用退還之範圍及退貨條件、退

貨處理不合理情形探討 
 

（1）、事業手冊、月刊費用退還之範圍探討 

傳銷事業在參加人提出退出性退貨要求後，有關參加人加入時所購買

之資料袋及月刊費用乃屬公平交易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條文中「加入時

給付一定代價」的範圍，於契約解除時，多層次傳銷事業應當返還。如參

加人係向多層次傳銷事業訂購一年十二期之月刊，則於契約終止時，多層

次傳銷事業僅須就當時尚未寄送部份退費。多層次傳銷事業若未依規定退

還未寄送部份退費，則顯然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規定。 

 

（2）、退貨條件及退貨處理不合理情形探討 

 

若干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處理上都有規定： 

（1）、檢附原購貨發票始得辦理退貨。 

（2）、強調以換貨代替退貨。 

（3）、非本人親自辦理者不接受。 

（4）、資料不齊全者不接受。 

（5）、須由上線參加人陪同或簽名，始得辦理之規定。 

 

這些多有可能為阻撓參加人要求退貨而設，並不合理。在定型化契約

中，多層次傳銷事業常利用其優越的經濟地位，訂定有利於公司本身，而

不利於參加人之條款，實有阻撓參加人退出組織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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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層次傳銷事業對「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機

制」之意見調查 

 
本研究針對20家合法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高階主管，調查公平交易

法有關退貨規定對這些公司營運上的影響，及對參加人權利義務的維護，

以下說明調查結果。 

 

（一）、多層次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公平交易法規範下，實際退貨情形 

依調查結果得知，各正派經營的直銷公司，在制度設計上，能有效掌

控各參加人在進退貨的情形，每月的退貨率約佔營業額的 3% 以下（大都

數多層次多層次傳銷事業在 1% 以下）。另外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教育訓練

方面，並不鼓勵參加人大量進貨，以增加獎金收入。因此，正常運作的多

層次傳銷事業，實際退貨的金額並不大。 

 

（二）、多層次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大額退貨情形之預防機制 

制度建全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大額退貨情形都會有事先預警或防範

機制，其做法包含： 

1、限制新進參加人大量訂貨 

多層次傳銷事業認為新進或剛從事傳銷工作不久的參加人，對公司商品

並不完全了解，因此銷售商品的能力不強。故限制該參加人大量進貨，

以杜絕大量退貨的情形發生；若某新進參加人有較大量的訂貨情形，則

多層次傳銷事業會透過電腦去查詢該參加人的上下線，是否也有大量訂

貨的情形發生，藉此可預防大額退貨情形。 

 

2、在參加人售出前次購貨70%以上時，才准予再次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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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可協助多層次傳銷事業，有效預防參加人持續大量進貨，進而全

面退貨。至於允許參加人再次進貨的條件，多層次傳銷事業會依此參加

人的銷售能力及實際情況，來彈性調整售出前次購貨的百分比。實務上

有多層次傳銷事業以此方法來防止大量退貨的情形發生。 

 

3、以資訊系統來預防大量退貨 

透過電腦的機制，可以很容易查出那些上下線參加人或消費者，同時或 

在某段時間內有不正常的進貨(大額)情形，通常多層次傳銷事業可以很 

有效的掌握不正常、大額進貨的參加人或一般消費者。因此有制度且電 

腦化程度愈高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愈不可能發生大額退貨的情形。 

 

4、較繁雜的退貨程序 

較繁雜的退貨程序，也可以協助多層次傳銷事業查覺不正常的大額退貨

情形。本研究認為這不是個一預防大額退貨的好方法，此方法容易造成

參加人或消費者的抱怨，也可能發生違規事件。. 

 

（三）、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淪為培養「傳銷蟑螂」（即參加人集體 

退出性退貨、套領獎金之現象）之條款 

 

傳銷業者認為，若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制度設計不良或變質的經營者（老

鼠會）的情形下，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有可能發生「傳銷蟑螂」的事件。

但不認為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會淪為培養「傳銷蟑螂」之條款，他們認

為此條款可協助參加人及消費者，對抗變質的多層次傳銷事業，讓良幣驅

逐劣幣。此條款對正派的經營者而言，不是阻力，反而是一種助力，讓消

費者更能瞭解該公司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由過去發生的案例可知，「傳銷

蟑螂」事件大都發生在違法的傳銷制度上，參加人之目的是為了獲取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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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是銷貨，因此等領了獎金後，由上線參加人依次辦理退出性退貨，等

到多層次傳銷事業發覺時，上線參加人的獎金已追不回了。再者可能因多

層次傳銷事業商品種類不多，若要湊到規定之積分，參加人大都選擇少數

高積分值之所謂多層次傳銷事業主力商品，而造成 「囤貨」現象。參加人

不須推廣、銷售商品給最終消費者，而只要介紹他人加入即可獲得報酬；

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甚至在未提貨前，即發放獎金。等到愈後加入者領不

到獎金而要求退出性退貨時，多層次傳銷事業或以獎金已經發放出來，無

法計算追返上層參加人已領之獎金為由，要求參加人不得退貨。此時大量

的退貨會危及該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生存。 

 

（四）、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能否確

保參加人權益 

 

多層次傳銷事業及參加人一致認為這是保護參加人權益的條款，防止

變質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一個很好機制，參加人可以在猶豫期間思考是否退

出傳銷工作，若要退出則可行使退貨權，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退還全部貨

款。過了猶豫期後，依仍然可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終止契約要求，同時

辦理退貨事宜，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拒絕。因此，參加人解除契約及終止

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可以確保參加人的權益。 

 

（五）、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將對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如

何之影響 

雖然退貨制度會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的若干損失及處理成本的消

耗，但站在保護參加人、消費者及維護多層次傳銷事業信譽的情況下，所

調查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都同意參加人在猶豫期間內解除契約，並在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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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接受退貨。但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認為若要退貨應在獎金未發放前，否

則獎金一旦發放後，則不易追返，且運輸成本已支出，同時也增加業務的

不確定性。而參加人依退貨規定，完成退貨程序後，應退還所有剩餘商品。

但多層次傳銷事業依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

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 

 

多數多層次傳銷事業同意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為確保參

加人權益，但認為以商品未拆開為原則。退貨需有合理的規範，如果獎金

已發放，應扣除發放獎金，但如商品外表毀損或使用期限已過，應先言明

不予退貨。終止契約中的參加人可也 ”隨時” 退出，是調查過程中，唯一

令多層次傳銷事業不能接受的。多層次傳銷事業認為法令對該行業的管

制，比別的行業嚴苛，心有不平。 

 

（六）、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退貨制度)，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效益探討 

 

以逐漸步入成熟的台灣傳銷產業而言，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對合法營

運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並不是一項利空的事情。根據調查，多層次傳銷事

業者認為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是保障參加人及一般消費者權利的法令，

雖然會造成該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諸多困擾，也有可能形成「傳銷蟑螂」事

件違害傳銷市場及社會大眾。但以目前台灣人民的消費水平而言(消費者對

於自己的權利與義務都有一定的認知)，若取消此兩項條款，無疑會給業者

帶來更多困擾及糾紛。再者，也會影響新加入或擬加入的參加人的意願。

因此，多層次傳銷業者認為負面影響會大於正面，都傾向保留此條款，但

針對退貨相關規定及終止契約條款中有關 ”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 仍有

不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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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退貨商品價值減損之認定方式及標準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商品價值減損之認定方式及標準，因各多層次傳

銷事業的商品性質、公司策略、經營方式，而有所不同。大多數的多層次

傳銷事業都以下列的方式來衡量商品是否准予退貨，及計算商品減損的程

度。 

（1）商品包裝拆除程度 

（2）商品的有效期限(一般都在半年以上，才准予退貨) 

（3）是否停產之季節性商品 

（4）是否為促銷品 

（5）商品有瑕疵 

（6）商品功能破壞程度 

（7）是否使用過 

 

以下列舉六家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規定上，不接受退貨商品的認定方式： 

 

1、A 公司 

A 公司成立於 1990 年，初期從事各種日用品、食品、禮品......等商品

之代理、製造及行銷。1998 年起擴大經營，引進歐美風行多年的無店鋪銷

售觀念，結合郵購、電購、店購與傳銷的優點，提供複合式的購物型態，

意圖創造新時代的通路革命。 A 公司商品係以健康生活為主要訴求，包括

營養食品系列、保養品系列、目前推出即溶小品（如咖啡、麥片、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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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A 公司不接受退貨之認定方式及標準 

解除契約退貨 終止契約退貨 非退出性退貨 

1 非本人親自辦理或無 

合法之授權書者。 

2.資料不齊全者。 

3.商品如經蓄意破、錯 

誤使用、存放不當或 

外觀已遭損毀、拆封

者，不予受理。 

4.經部份使用或不能再 

行出售之商品。 

1. 非本人親自辦理或無合法

之授權書者。 

2.資料不齊全者。 

3.商品如經蓄意破， 錯誤使

用，存放不當或外觀已遭

損毀，拆封者，不予受理。

4.部份使用或不能再行出售

之商品。 

5.退回商品在有效期限 90 天

內。 

1. 經拆封、破壞之商品。

2. 經存放不當或使用不當

以致損毀之商品。 

3. 經部份使用或不能再行

出售之商品。 

4. 已逾有效期限之商品。

5. 資料不齊全者。 

 

 

 

2、B 公司 

B公司於1990年成立台灣分公司，提倡營養免疫學理念與天然純淨的本草

植物商品，也提供給有志發展事業的人一個成就自我、創造未來的新契

機。B公司以本草植物為原料，生產天然複方濃縮食品組合，包括全身調

理食品系列、基礎營養食品系列、營養保健飲料系列、機能性濃縮食品系

列、保養食品系列等。 

B公司依照公平交易法的退貨規定，及參照參加人對退貨制度之意見來制

定退貨辦法。該公司亦委託行銷研究公司協助，進行參加人對該公司制度

與商品滿意度的調查，以作為公司的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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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B 公司不接受退貨之認定方式及標準 

解除契約退貨 終止契約退貨 非退出性退貨 顧客退貨 

1.蓄意破壞 

2.存放不當 

3.經拆封使用之商

品 

4.已過期之商品 

5.提供之資料不屬

實 

6.資料不齊全(尤

其是 

1.蓄意破壞 

2.存放不當 

3.經拆封使用之商

品 

4.已過期之商品 

5.提供之資料不屬

實 

6.資料不齊全(尤其

是發票) 

1.資料不齊全者 

2.提供之資料不屬

實 

3.更換他種商品 

4.蓄意破壞 

5.存放不當 

6.已過期之商品 

 

1.蓄意破壞 

2.存放不當 

3.已過期之商品 

4.提供之資料不

屬實 

5.更換他種商品 

 

 

3、C 公司 

C 公司成立於 1987 年，以健康、信心等為主要的訴求，認為人類必須

有全方位的健康，才會自然產生信心，有了信心才有夢想，並有實現夢想

的原動力，進而帶來無窮的希望、成功。 

 

該公司的商品方面包含： 

(a)天然保健食品：靈芝、天然花粉、之相關商品。 

(b)天然保健飲料：如七葉膽茶。 

(c)個人清潔用品：保健牙膏、清潔保健系列 

(d)家庭用品：淨水器、濃縮洗衣粉。 

(e)美容保養系列：美容保養品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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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在退貨方面規範較嚴苛，目的在防止惡意「傳銷蟑螂」發生，

以退貨斂財事情，因此在實務上不鼓勵退貨。雖然，公司根據公平交易法

來設置參加人之退貨制度，但在新參加人教育訓練上，不加以強調有關退

貨事宜，但參加人可以向服務部門洽詢有關退貨事宜。 

 

C 公司有些商品是外部廠商提供，若發生退貨事件，在價值評估上造

成困擾，衝突增加，也會增加成本上的負擔。對於公司參加人若來諮詢退

貨事宜，公司也會樂意協助回答，希望上線參加人能處理好下線參加人退

換貨問題，同時藉退貨處理過程，鼓勵參加人與下線連絡，以促進組織經

營上的聯繫。 

 

至於消費者辦退換貨時，C 公司會請消費者先向原來銷售的參加人辦

理退貨，若找不到原始銷售者則由上線參加人處理，上線參加人再向公司

辦理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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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C公司不接受退貨之認定方式及標準 

減損之認定 終止契約退貨 非退出性退貨 解除契約退貨 

 

 

百分之百減 

損之商品 

1.無積分額之輔銷品

2.非可供銷售之商品

3.已使用過之商品 

4.商品品質已遭破壞者

5.已逾有效期限之商品

6.其他 

1.無積分額之輔銷品 

2.非可供銷售之商品 

3.已使用過之商品 

4.商品品質已遭破壞者

5.已逾有效期限之商品

6.其他 

1.無積分額之輔銷品 

2.非可供銷售之商品 

3.已使用過之商品 

4.商品品質已遭破壞者

5.已逾有效期限之商品

6.其他 

 

部分減損之

商品之剩餘

價值 

依實際個案情況認定 退回商品原購價格之

90%【退貨商品剩餘有

效期間÷(各該商品有

效期間－各類商品售

出時已減損的有效期

間)】 

依實際個案情況認定 

 

 

4、D 公司 

為消費者提供最佳品質的商品，一直是 D 公司長久以來所堅持的理念，該

公司認為每一位成員，都應該了解公司的經營理念和未來的發展策略。透

過對公司事業的基礎、價值觀和目標的了解，D 公司參加人和員工可以建

立最完善的夥伴關係，從而在成功的目標。 

 47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D 公司現銷售 400 餘項商品，商品包括：個人保養品及化妝品系

列、家庭清潔用品系列、家用器具系列、營養補充食品系列、教育用

品系列和禮盒系列。 

 

表3-2-4、D公司不接受退貨之認定方式及標準 

解除契約退貨 非退出性退貨 終止契約退貨 

1.所有商品（含積分額

與無積分額）皆可申

請存貨退回。參加人

解除契約後 30天內

申請退貨者，公司將 

依該退貨商品之原購

價金全數退款，  

 

２.下述狀況的商品，視

同其價值百分之百

滅失：經拆封使用的

商品。舊包裝產 

品超過月刊公布日 

6 個月期限者。(參加

人於辦理退出性退

貨時，宜考慮上述狀

況，以避免額外的運

費負擔。) 

1.獎章及獎牌、商品、非產

品資料及其輔銷品，以及

視聽器材。 

2.停止供貨商品及舊包裝產

品超過月刊公布日6 個月

以上者。 

3.透明膠膜或包裝經拆封者。

4.創業資料袋係因存貨缺少

空白申請書。 

5.經公司公布，不在顧客滿

意保證範圍內之商品。 

6.商品製造日期已超過使用

有效期限。 

1. 所有商品（含積分額與

無積分額）皆可申請存

貨退回。終止契約後申

請退貨者，則依該退貨

商品之原購價金 95 折

買回，但得扣除已付之

獎金及商品有價值滅失

的部分。 

２.下述狀況的商品，視同

其 價 值 百 分 之 百 滅

失：經拆封使用的商

品。舊包裝商品超過月

刊公布日6 個月期限

者。(傳銷商於辦理退出

性退貨時，宜考慮上述

狀況，以避免額外的運

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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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公司 

E 公司成立於 1996 年，以健康食品及健康器材為主的公司，以推廣全

民健康觀念為理想，除了開發具有革命性的生化健康商品之外，亦推廣「預

防醫學」的保健觀念，E 公司希望以不同於其它直銷公司的制度與經營策

略，合理的獎金，公平、公正的務實行銷策略，追求健康快樂，為公司及

其參加人共同創造財富與健康。 

 

表 3-2-5、E 公司商品減損的認定方式及標準 

項目 解契約退貨 終止除契約退貨 

 

不接受辦 

理之情形 

1、非本人親自辦理或無合法授權書者。 

2、資料不齊全者。 

3、超過可退貨商品之數量及範圍，亦即個人訂貨合計總數之超

額部份。 

給付獎金 

扣除方式 

即按梯次之月份訂貨量扣除本人已領該月份實發獎金，因該筆訂

貨所產生之獎金及 PV 值，公司有權一併自相關上線會員追返。

 

 

商品價值減

損扣除方式

可歸責於會員責任而導致商品價值減損之原因，包括: 蓄意破壞

拆封、 

使用過、保存不當或存放過久等，而扣除之費用為: 

1、內外包裝包材費。 

2、訂貨時有關運費。 

3、商品係具時效性，其經過一定時間之減損相當價值如下: 

a．訂購一年以上金額扣除 100% 會員價 

b．訂購 9 個月以上至一年扣除 80% 會員價 

c．訂購 6 個月以上至9個月扣除 50% 會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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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 公司 

F 公司以關懷「人」為訴求，希望人們不僅能達到生理的健康，更能

朝著「追求全品質的健康生活」而努力。 該公司的理念是提供「正確飲食、

強壯體能、文化休閒、環保健康」的家居環境。 

F 公司的商品包含： 

（1）、生活卡系列：生活卡。 

（2）、保健食品系列：調身、強身、養生、美身、瘦身等系統。 

（3）、保健飲品系列：茶品系列。 

（4）、保健用品系列：潤膚液、洗衣粉、馬桶座等。 

（5）、文化生活系列：家庭醫生、室內雜誌、建築雜誌等。 

 

F 公司在退貨方面規定須具參加人身分者，方可辦理退、換貨。退貨

或換貨，商品須符合末拆封、可再度出售的原則，方可辦理。 

 

表 3-2-6、F 司商品減損的認定方式及標準 

退   貨 

1、退貨款項須扣除商品價值減損與已支付的獎金報酬，商品的價值減損扣款

原則如下: 

．包裝污損須更新包裝者，得扣除原價 10% 款項。 

．僅餘 3~6 個月的保存期限，得扣除原價 30% 款項。 

．僅餘 3 個月內的保存期限，得扣除原價 60% 款項。 

2、已支付給該參加人推薦人的獎金，將依規定予以追返或扣繳。 

換  貨 

1、 須具備參加人身分 

2、 瑕疵品只能換不能退，其換貨方式參照換貨辦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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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瑕疵品的認定標準 

．商品送達收件地時，包裝已受損而不堪使用及販賣者。 

．商品送達時，商品本身內容有瑕疵者。 

4、瑕疵品換貨注意事項: 

a．不良品若屬於外觀不良及包裝破損問題，請勿拆封，持原樣前來換取

相同商品； 

或比照正常品換貨原則，換成 PV 值及金額較大或相等的品項。 

b．一旦發現商品的內容有瑕疵，請儘快前來換貨;倘若已使用一半以上，

或明顯為使用人的過失導致品質變化，則公司得視情形拒絕購買人換

貨的要求。 

促銷及優惠商品的退、換貨 

1、凡於促銷期間購買的商品，若欲辦理退、換貨，須將贈品一併退回， 

2、贈品退回時若有毀損，公司得依贈品價值收取費用，並將贈品追還。 

3、贈品若為瑕疵品，請於三日內攜該贈品及發票至原贈領的分公司辦理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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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加人對「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機制」之

意見調查 
 

本研究針20家合法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高階其參加人，調查公平交

易法有關退貨規定對這些公司營運上的影響，及對參加人權利義務的維

護，以下說明調查結果。 

（一）、參加人在公平交易法規範下，實際退貨情形 

根據調查中高階參加人實際退貨的情況，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退貨

額度調查很低的情形是一樣的。基本上參加人並不願退貨，因為退貨會影

響該參加人的獎金，所以參加人大都以換貨方式來替代退貨或是自行吸

收。本研究調查發現，最常見的退貨原因是： 

 

（1）、因下線參加人或消費者提出退貨要求 

（2）、商品不適合 

（3）、商品有瑕疵 

 

參加人認為公司的商品品質、完整教育訓練等是有效降低退貨率的最

佳方法；例如某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教育訓練上，教導參加人要有三大堅持，

第一是堅持不做誇大不實的廣告與報導，第二是堅持一切的成果用肉眼看

得到，第三堅持是沒有信心、不了解時，請勿使用。 

 

服務、管理完善的多層次傳銷事業，若（1）能提供優良商品，（2）

在教育訓練上教導參加人，如何有效推銷商品，不誇大、不做假，則退貨

情形自然減少。本研究所調查的 20 家多層次傳銷事業其退貨金額都很低。 

 

（二）、參加人對於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相關法令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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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中階參加人對於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相關法令，有

一定的認知，也都一致認為公平交易法對退貨的規定可以保障參加人的權

利，因此對於公平交易法二十三條有關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之條

件，及因解除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都採贊同的意見。 

 

（三）、參加人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制度的認知 

由調查中發現，中高階參加人對於該公司的退貨規定與處理都很了

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退貨制度了解程度愈深入時、退貨制度對參加人

利益的保障愈多。同時大多數的參加人對於公司處理退貨人員的滿意度也

很高。 

 

多層次多層次傳銷事業經常教育參加人，在面對消費者時提供最好的

滿意保證，參加人必需有接受顧客退款、退貨、換貨的服務，而公司將作

為參加人的堅強後盾，支持參加人對顧客提供完整滿意保證。但是，在本

調查中發現參加人的退貨主要原因，是下線參加人或消費者提出退貨要

求，而有些中高階參加人對於下線不能即時解決「退貨」問題，會直接協

助下線或消費者吸收「退貨」，再代為處理退貨或轉售。因此，導致中高

階參加人存貨壓力負擔，有可能會造成糾紛，降低其對公司之忠誠度，甚

至離開多層次傳銷事業，而流失到其他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此問題，各多

層次傳銷事業宜研擬更好的退貨處理辦法，減輕參加人的負擔，才能使參

加人成為各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最忠實的支持者。 

 

（四）、參加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制度之問題探討 

整體而言，在調查的 20 家參加人中，對其傳銷公司的退貨制度都呈

現滿意的情況，其主要原因在於參加人的上線都會自行吸收下線的退貨，

再行轉售或自用，以避免因下線參加人的退貨，造成上線本身因該筆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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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所得的獎金被追返；同時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參加人的進貨情形都能

有效管制的結果。本研究認為參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的機制上，

已取得某種的默契，因此能在退貨處理方面有共識，共同遵守退貨的規則。 

 

而從訪查中仍然可發現若干退貨上的問題，其說明如下： 
  

(1)、商品方面： 

a. 商品瑕疵、減損的認定標準不一。 

b. 商品拆封即不可退貨(有些公司拆封也可退貨)。 

c. 過期的商品或有效期限未滿一定時間（6個月）者，不能退貨。 

d. 流行性商品具有時效性，其減損之認定標準不一。 

 

 (2)、退貨處理方面： 

a. 退貨處理時間過長。 

b. 退貨流程太長，耗費時間。 

c. 可辦理退貨地點少，很不方便。 

d. 服務人員態度不佳(極少數參加人認為)。 

(3)、退貨制度方面： 

a. 需備齊資料才能退貨，如統一發票及各項證件等。 

b. 退貨金額的限制(各公司有不同的認定)。 

c. 部份商品有退貨時間的限制 (例如每天只允許在某段時間內接受退

貨申請)。 

d. 公司對「允許退貨」的條件比「允許換貨」的條件嚴苛。 

e. 須參加人本人親自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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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訂定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退貨制度)，對參加人的效益探討 

參加人一致認為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是保護傳銷商權利的重要依

據，也是促使參加人加入傳銷市場的一種保障。參加人認為解除或終止契

約條款，可以有效抑制參加人礙於人情壓力或為了獲取高額獎金，而造成

大量的存貨。不訂定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則容易造成變質的多層次傳銷

事業。再者，更容易因「退貨問題」造成參加人及一般消費者負面的影響，

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商品的行銷推廣、企業形象等都會有嚴重的打擊。 

參加人認為退貨的機制在他們的銷售活動中是必須的，否則一般消費

者跟本不會接受他們的商品，退貨制度愈完整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對參加

人利益的保障愈多，當參加人有退貨需求時，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合理範圍

內能給予適度的配合，此種結果在長期下也將導致參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

業長期友好關係，同時參加人也會儘量以換貨的方式來代替退貨方式，以

降低多層次傳銷事業的損失。因此，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儘可能提供完整合

理的退貨制度、以增強參加人與顧客對公司的滿意度。 

 

（六）、參加人的退貨經驗與滿意情形 

 

根據訪查，大部份的參加人有換貨的經驗，至於退貨經驗並不多，退

貨經驗大都在 5 次以內，這和公司鼓勵參加人以「換貨」代替「退貨」有

關。在退貨方式選擇的優先順序為（1）換貨，（2）等值現金，（3）等值抵

用券，（4）折價券。參加人大體都滿意公司的退貨制度，但對於繁雜的退

貨處理方式（有些參加人並不認同）仍有微言，希望公司在制度設計上能

更加完整。另外退貨地點太少，也是參加人認為不方便的因素之一。 

 

參加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制度的要求包含： 

1、公司商品方面：少瑕疵、高效用、合理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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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貨作業：希望還款制度簡易、流程簡單、時間短、服務品質良好退貨

文件處理簡單。 

3、退貨商品瑕疵、減損認定：希望合理寬鬆。 

4、退貨時限：希望多層次傳銷事業能加長期限。 

5、退貨宣導：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明確說明，退貨規則、時效及程序。 

6、退貨通路：對遠距離者能提供網路、郵寄等退貨服務。 

7、退貨貨幣：希望以現金為主。 

 

六、學者對「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機制」之意

見調查 

 
依民法二五六條之規定，須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解除契約，而公平交

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所賦予參加人之解除契約權不同於民法第二五四條

至二五六條之「一般解除權」  

，乃與民法第三五九條之買賣契約解除權，以及民法第四九四條之承攬契

約解除權，同屬於「特殊解除權」。唯「一般解除權」及「特殊解除權」

均為「法定解除權」，與「約定解除權」並不互相排斥。故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三條之一應為民法之特殊規定，賦予參加人法定之任意解除權，使參

加人不須具備民法所規定之法定事由即可解除契約。若無本條之規定，則

參加人恐無法行使解除權且無法避免損失，因此應肯定賦予參加人解除契

約辦理退出性退貨的機制，是能確保參加人之權益。 

 

多層次傳銷事之參加人，常為經濟上弱者或缺乏社會經驗者，常常因

一時衝動而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為使其能有一個重新思考加入與否的機

會，因此有「猶豫期」的規定，在此期間，參加人可以不具備任何理由的

退出。基於對參加人的權益保護，解除契約的機制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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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二六三條之規定，終止契約須依法律之規定，而公平交易法

第二十三條之二即為終止權之法律依據。為避免參加人錯估商品銷售的困

難程度、或參加人無法抗拒上線的熱情慫恿，或參加人自己想快速晉升聘

級，而大量進貨又無法全數售出造成存貨現象。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

二第二項（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才特別強制多層

次傳銷事業有接受退貨的義務，並且不得向參加人請求因終止契約所受之

損害賠償及違約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六款）。此即為避免多層次傳銷事業對參加人有不

合理的扣款事件發生，因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已發出獎金之追返，尤其是該

參加人上線獎金之部分，常因不易追返而在參加人辦理退貨退款時，一併

向參加人扣除。多層次傳銷事業不能為了規避其自身的經營風險，而將之

轉嫁在參加人身上。因此在保護參加人能自由進出傳銷市場之意旨下，賦

予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有其必要性。 

 

在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的影

響方面，學者認為，參加人解約後，傳銷事業須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除時

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

一第二項）。對於傳銷事業而言，此為唯一之損失。惟此唯一之損失，將因

公平交易法賦予參加人有任意之解除權，而增加相當之不可預測性，亦即

傳銷事業經營上之風險將因之而增加。 

 

但多層次傳銷事業依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

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

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且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

品所需運費（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三、四項）。因此對多層次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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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經營上並無負面影響，此由目前多數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情形良好可

知。 

 

在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的影

響方面，學者認為，參加人終止契約後，傳銷事業須以價格之百分之九十

買回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

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二第二項)。對

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損失，亦係因參加人有「永久之隨時終止權」而增加

傳銷事業無法預估之風險，及因多層次傳銷事業在獎金制度設計上之特

性，易造成參加人上線獎金無法追返之困擾。這些風險及困擾，或因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特性所然，或因其制度設計不良所致，但不能以此為由否定

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對弱勢參加人之保護，及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規範。 

 

在解除或終止契約對於防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是否具有重要功能

方面，學者認為，多層傳銷事業為有組織之團體，比起一般之參加人，應

有完善之制度及資金作後盾。為防止傳銷事業以其龐大之經濟力量壓榨一

般大眾，而使多層次傳銷行為變質，應肯定其解除或終止契約功能存在。

否則，一般之參加人可能僅能以簽訂之定型化契約有失公平為由以訴訟請

求，且須承受高敗訴之風險，對其之保護實不周到；不若賦予參加人一法

定任意之解除權及終止權，使其得免經訴訟程序之累，獲致較高之保障，

(換言之，此時若參加人之解除或終止契約，有失公允時，應由傳銷事業以

訴訟請求，以雙方之經濟力量衡量之，此不失為一適當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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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我國在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規定，以參加人解除契約及終止契約退

貨之規定來保障參加人之權利義務。與各國相較，我國訂有多層次傳銷事

業參加人終止契約之退貨規定，明訂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方面可扣除取

回商品所付運費、商品被損毀的損失，及以 90%買回被退回商品、扣除已

給付參加人的獎金等，較清楚規範參加人行使終止權之權利義務。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及之二，針對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

退貨之權利提供保障。相對的，此兩款規定也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一些

困擾，除了退回的商品不易處理外，當初商品銷售時，發給相關上線的獎

金在追討時容易造成糾紛及不快；更有甚者，有些居心不良的參加人，可

能藉此條款的規定，在獎金領取之後，集體惡意退貨，造成多層次多層次

傳銷事業的危機。 

 

多層次傳銷的退貨情形包含「退出性退貨」、「非退出性退貨」及「一

般消費者」的退貨。有關參加人退貨方面可依「公平交易法」、「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來加以規範，至於一般消費者方面則可由「消費者保護法」

來規範；而實務上許多消費者都兼具參加人的身分（自用型傳銷商），在此

情形，消費者亦得依「公平交易法」、「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主張其權利。

在參加人之「非退出性退貨」方面，公平交易法無特別規範，亦無須特別

管理，僅須由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參加人所訂的契約中載明退貨辦法即可，

但須合於民法瑕疵擔保責任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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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貨情形以下線參加人要求及一般消費者提出的退貨佔大多數；而最

常見的退貨原因是商品不適合、商品有瑕疵、存貨過多等。一般中、高階

參加人的退貨情形並不多，因為退貨會影響其獎金的獲得。實務上，中高

階參加人實際退貨的情況，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退貨額度調查結果很低

的情形是一樣的。基本上參加人並不願退貨，因為退貨會影響該參加人的

獎金，所以參加人大都以換貨方式來替代退貨或是自行吸收。本調查發現，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商品品質、完善的教育訓練及服務是降低退貨率的最佳

方法。 

 

（一）、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是確保參加人權益之機制 

    一般而言，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商品資訊及獎金制度了解最完整者，而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人，是經濟上弱者，也是社會經驗的缺乏者，雙方

常會因資訊的不對稱，造成參加人一時衝動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參加人

在猶豫期間可能會向親友詢問傳銷相關事宜，並同時考慮本身是否適合此

行業。參加人若考慮後認為不適合傳銷事業，則在公平性及保護弱勢參加

人的原則下，只要參加人對該傳銷事業有不滿意或自認無法勝任傳銷工作

者，都應該可以退出入多層次傳銷組織，同時辦理退貨退款事宜。本研究

調查對參加人、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學者實施調查，結果一致同意參加人有

行使解除權的權益，並認為十四天的猶豫期及三十日內得辦理退貨事宜，

是可以接受的。 

 

    本研究認為，對參加人而言，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初由於相關資訊

不足，尚在嘗試階段，因此是需要加以保護。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辦理退

出性退貨之機制，讓參加人不須具備民法所規定之法定事由即可以行解除

契約，避免因參加多層次傳銷事業及進貨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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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十四天的猶豫期仍參照各國相關法令而定，並無太嚴或太寬鬆的

情形發生。參加人在加入傳銷行列之初給付一定的代價以取得經銷資格，

實務上所購買的商品價格都不低，因此參加人所承受的財務風險也較高。

對於一些因親友的慫恿或一時為高額獎金所迷的參加人而言，更需有一段

適當的時間來考慮。故讓參加人有十四天的猶豫期，來衡量其本身是否有

能力從事傳銷工作，是必須的。 

 

（二）、賦予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是確保參加人權益之機制 

    契約的終止只是使契約嗣後失去效力，對訂約以後已經發生的效力不

生影響，並不如解除權般有回復原狀的問題存在。但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

常要求參加人加入時要購買相當數量的商品，同時又鼓勵參加人積極去吸

收下線，使得有些人因為人情的壓力而購買商品並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

又有一些參加人做了一陣子的傳銷後後，發現自己不適合做或做不來，而

終止契約，同時也面對剩餘商品無從處理的問題。因此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才特

別強制多層次傳銷事業有接受退貨的義務，並且不得向參加人請求因終止

契約所受的損害賠償及違約金(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第十三條第一項第六款)。 

 

    而實務上，大多數的參加人較少行使解除契約之權利，反而常運用終

止契約權利，同時辦理退出性退貨，甚至以此方式套領（當多層次傳銷事

業在獎金制度設計上有漏洞時）。這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高度不確定

性，因該事業可能突然面對眾多參加人的大量退貨，而造成存貨，使財務

發生危機。本研究調查發現實務上一些多層次傳銷事業為避免讓參加人熟

悉退貨權益，在參加人加入之初並未詳細說明退貨權利及程序，這是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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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本研究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須善盡告之參加人退貨的權益，也因

此認為賦予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是確保參加人權益之機制。 

 

（三）、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

之影響 
 

    本研究調查發現受訪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一致同意此機制，參加人在加

入傳銷事業十四日內提出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對多層次傳銷事

業而言，因不涉及獎金發放的問題，單純只是一般的退貨處理，基於保護

弱勢參加人之精神，該事業必須去承擔此風險。再者，這對多層次傳銷事

業經營上的風險不大，因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都能接受，本研究

認為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不會發生重

大影響，且基於公平互惠原則，多層次傳銷事業必須提供參加人可解除契

約後辦退貨之機制，保障參加人之權益，同時也才能吸引更多的參加人加

入其事業體。 

 

（四）、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

之影響 
 

（1）、參加人終止契約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

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

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

三條之二第二項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亦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依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

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

因該進貨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前款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

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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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退貨處理上，參加人可以隨時終止契約辦理退貨，領回退貨金

額，而多(退出性的退貨)次傳銷事業在商品退回之減損方面，亦可獲得保

障，不影響其事業經營。至於商品減損之認定，本研究認多層次傳銷之退

貨商品價值減損認定，很難以立法方式來訂定標準，畢竟各事業的商品期

限、品質、用途、價值等都不同的情況下，宜由參加人及多層次傳銷事業

雙方，在加入契約中訂定商品減損細節即可。 

 

（2）、由於多層次傳銷事業有「傳銷獎金制度」的特性，容易造成參加人

退出性退貨後，其上線獎金不易追返之困擾。依目前情形而言，各多層次

傳銷事業可以將辦理退貨的參加人，其所有的上線因該批貨出售所得的獎

金，計算清楚，但面對參加人有「永久之隨時終止權」，且「不同時」、「不

同批」、「不同量」的退貨方式，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而言，實在不容易去追

返所有上線的獎金，而增加傳銷事業無法預估之風險。本研究認為任何商

業行為皆須負擔各種不同的風險，同樣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亦須面對上線獎

金追不回的風險。因此多層次傳銷事業須在合法情形下設計出一套有效管

理機制，以降低此風險。 

 

（3）、雖然退貨問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影響很大，本研究並不認為是終

止契約的條款所引起的，終止契約目的在保護善意的參加人，使其免於因

不能退貨而造成傷害，因此有存在之必要性。本研究的調查發現，各多層

次傳銷事業在退貨方面，大都控制在總營業額3%以下，因此退貨並沒有危

害其事業的正常經營。多層次傳銷事業界對退貨問題的解決方法最常見的

是 〝30/70〞原則，這是該業中的最常用來管制退貨過多的主要方法之一。

即是當參加人銷貨超過七成之後才可以向多層次傳銷事業再次進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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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參加人為了爭取更高聘級獎金，而大量的進貨，最後卻因為賣不

出去而退貨的情形發生。目前多層次傳銷事業都用此方式來規避大量退貨

的風險。 

 

（五）、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淪為培養「傳銷蟑螂」之條款 

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旨在保護參加人之權益，惟無法規範少數人

濫用此一規定而謀取暴利，此並非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之二本身

規範之漏洞，而係民法之侵權行為或刑法上之詐欺行為等犯罪行為，應屬

於其他法律所須要規範之範疇。且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

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若參加人領有獎金或報酬時，多層次傳銷事業

得在買回時扣除所支付之獎金或報酬，已足堪保護傳銷事業之權益。針對

少數人惡用良法之行為，不應使其他人併受牽連。 

 

「傳銷蟑螂」可能形成的原因之探討： 

1、終止權之妥當性探討 

一般多層次傳銷事業認為「傳銷蟑螂」形成原因在於終止權之永久

性，故應當探討者為終止權之妥當性，但以公平交易法對現行傳銷事業的

規範下，如先前康薈公司發生「傳銷蟑螂」之情形是屬於個案，因此本研

究認為，不應該因個案或特例而全盤推翻通案。畢竟終止權之行使，能有

效保護參加人之權益，且與「傳銷蟑螂」的發生無必然的關係。至於多層

次傳銷事業所面臨的風險(傳銷蟑螂)，應由該事業在經營方式或朝管理制

度加改善的方向來預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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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層次傳銷事業不當的傳銷行為 

當多層次傳銷事業過份的強調參加人吸收下線以取得佣金、獎金，而

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時，參加人往往不去考慮該事業的商品效用或

品質等因素，一味吸收下線及大量進貨，以換取大額獎金。當多層次傳銷

事業商品銷售業績在短期內大幅成長時，商品也會因為存貨過多無完全賣

出，而跟著大量退貨。當面對大量退貨時，若該事業內部在獎金發放、退

貨控管方面無法有效管理時，「傳銷蟑螂」很容易利用該事業的弱點大量

套領獎金，造成該事業經營上的危機。 

 

3、獎金及報酬過高吸引「傳銷蟑螂」 

過高的獎金及報酬設計，固然可在極短時間內增加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業績，相對的也易造成參加人的投機行為。過高的獎金制度令不肖的參加

人（傳銷蟑螂），樂於運用其傳銷網（組織），讓其下線的參加人大量加入，

並大量進貨。之後由上線參加人依序集體退出，造成多層次傳銷事業嚴重

的虧損。 

 

4、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制度不善 

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在管理制度上，沒有一套預防機制，諸如參加人

大量進出貨之管制、參加人考核制度等不完善所造成。本研究認為管理制

度不善是引起所謂「傳銷蟑螂」的主要原因，因此根本解決之道，仍須從

多層次傳銷事業者本身做起，而應由行政主管宣導之。  

 

法律可制裁犯罪者，惟無法防止犯罪。傳銷蟑螂之發生，主要係由於

行為人惡意的意圖所致，並非法律得以事先預防、遏止。至多，僅能立法

將其刑責加重以嚇阻之，惟其必要性及是否會有效，仍待進一步慎重評估。 

 65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二、建議 
 

公平法交易法賦予參加人解除或終止契約及退貨權利的目的，在於規

範變質多層次傳銷，因此本研究認為若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解除或終止契

約之規定，而拒絕參加人退貨之事實發生時，公平會應在適當時介入，以

保護參加人之權益。但對於一般個案上參加人與傳銷事業的退貨爭議（如

退貨商品瑕疵、減損之認定、退貨處理不合理等），可依司法途徑解決，

若都須由公平會予以公權力介入，將耗費眾多行政資源，且可能造成不肖

參加人以此做為打擊傳銷事業的工具。 

 

針對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時，退貨規定對參加人形

成的保障及對多層次傳銷事業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有下列的建議： 

 

（一）、商品瑕疵、減損之認定標準. 

    對於商品瑕疵、減損之認定不一，是參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

方面最容易引起的糾紛。因傳銷商品種類繁多，公平會很難依各種商品性

質，定出適當的減損標準，本研究認為宜由多層次傳銷事業針對其商品的

種類，訂定出明確的各種減損標準（可依商品的保存期限、是否拆封使用

等為準則），並將標準納入與參加人雙方的契約中。在契約中明訂參加人

辦理退貨時，需要扣除的款項及商品減損的標準。 

 

    商品瑕疵、減損之認定，由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參加人有事先明確的

契約規定，應不會有太多爭議。公平會僅需嚴格監督，避免多層次傳銷事

業在其商品瑕疵認定契約上， 對參加人有不合理的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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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處理 

    若干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退貨處理上會刻意刁難參加人，其中最常見的

現象是退貨處理流程過於繁雜及耗費時間等。本研究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

與參加人在契約上應明訂退貨流程及作業時間，避免參加人疑慮。公平會

在監督上須避免參加人受到不合理的對待。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退貨制度 

    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合理的退貨制度包括參加人親自辦理、退貨金額的

限制、備齊資料才能退貨等。本研究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其「事業手

冊」，應詳細說明該事業之退貨制度，且不得以參加人不能依其退貨制度

完成退貨程序為由，不讓參加人退貨。基於保護弱勢的參加人立場，公平

會應協助參加人，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這些不合理的規定。 

 

（四）、「傳銷蟑螂」的預防 

「傳銷蟑螂」的發生，一般認為是多層次傳銷事業內部控管及獎金發

放制度設計不良，造成該退貨參加人上線的獎金無法追返，若能有效透過

資訊系統的機制，可以很容易查出那些上下線參加人或消費者，同時或在

某段時間內有不正常的進貨(大額)情形；通常傳銷事業可以很快有效的掌

握不正常的情形並同時加以防止。以下是本研究對於防止大量退貨及「直

銷蟑螂」之建議 

 

（1）、避免傳銷商品特質、獎金設計類型搭配不良，造成大量退貨情形發生  

 

多層次傳銷事業在商品特質、獎金設計類型搭配方面須深入研究，避

免造成大量退貨情形發生。例如有些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某商品的獎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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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高（高積分的商品），因此參加人當然大量購入此類商品（可獲得高

額獎金），但若此商品有實用性低或品質不良等因素，則易形成滯銷，當

參加人賣不出去時，最後當然會選擇向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之途。 

 

（2）、多層次傳銷事業須善盡銷退貨的管理責任 

對加入傳銷不久的參加人而言，多層次傳銷事業應該在發貨給參加人

時考量其銷貨的能力，不能供給超過其可以銷售能力數量的產品，若多層

次傳銷事業不管制，而大量供貨給參加人，導致其因為存貨過多要求退

貨，此一退貨的成本應由發貨的傳銷事業來承擔，因為這是其沒有善盡管

理責任所導致的結果。有時是多層次傳銷事業以提供優厚的獎金和獎酬辦

法來吸引參加人大量進貨，或是因為在產品促銷期間，參加人大量進貨，

但是在促銷過後卻發現仍有許多貨品沒有賣出而要求退貨，則此時的退貨

成本最好仍是由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負擔，因為傳銷事業仍有可能未善盡

銷退貨的管理責任。 

 

（3）、多層次傳銷事業須善用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以防止「傳銷蟑螂」 

     多層次傳銷事業以參加人違反營運規章、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參加人

之事由，而解除或終止契約者，對於該參加人提出退貨之處理方式，應於

契約中載明（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四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善用此法

令以防止、排除不肖的參加人，進入該事業體，造成危害。 

 

（4）、多層次傳銷事業相互合作打擊「傳銷蟑螂」 

    多層次傳銷事業可將有關「傳銷蟑螂」的具體實證對外公布，告知同

業以避免該「傳銷蟑螂」危害其他同業。如此可斷絕「傳銷蟑螂」之生存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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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效的獎金制度的規範 

     康薈公司的事件，是一個典型的獎金發放與內部控管不當的例子，

本研究調查另發現獎金制度設計不良亦是發生「傳銷蟑螂」的主要原因，

因此合理的獎金制度及有效的內部控管是預防「傳銷蟑螂」的最好方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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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業者座談會內容 

第一場業者座談會 

時  間：2001 年 10 月 12 日(週五) 16:00 

地  點：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圖書資訊大樓國際會議廳 

參加人員： 

多層次傳銷事業： 

美商如新(股)公司             周由賢   總裁 

中華民國直銷協會             劉國慶   秘書長 

恩侑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吳啟德   負責人 

美商亞洲美樂家公司           廖芬瑾   主任，      鄭淑娥 組長 

泰瑞國際(股)公司              孫孝仁   業務經理 

百內爾國際生化科技(股)公司   陳尚政   總經理，   陳獻樟 主任， 洪

憲星  經理 

宏錡國際事業(股)公司         鍾佩錡   總經理，    林春暉 特助 

馥蓁國際(股)公司             方順生   副總經理，  陳俊民 顧問 

美商永久商品公司             朱明德   業務執行長，陳彥柏  

佳聯國際開發(股)公司         吳獻祥   業務經理 

參加人(傳銷商)： 

一生秀麗公司                 蔡旗模等 5人 

柏格國際(股)公司             陳年里 

美商慕立達國際(股)公司       黃紹媚等 30 人 

美商仙妮蕾德(股)公司         呂東寬 

百內爾國際生化科技(股)公司   蔡暐富等 9 人 

美商賀寶芙公司               賴美崙，楊素霞 

 70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會議內容： 

如新公司 周由賢 總裁： 

「解除契約條款」主要目的是在保障參加人的權益，當參加人在一時

衝動下加入傳銷組織時有一段「猶豫期」的緩衝，在此段時間內可隨時解

約並辦理退貨。「終止契約條款」則在保障參加人加入傳銷組織後，雖然

已過解約權期間，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並辦理退出性退貨。 

 

中華民國直銷協會 劉國慶秘書長： 

「終止契約條款」容易造成傳銷公司無法追返該傳銷商之上線的獎金。因

此形成傳銷公司與傳銷商間有人賺錢有人虧本的現象。 

百內爾公司 陳尚政 總經理： 

傳銷公司若隨時注意該公司傳銷商進出貨情形，應可避免「傳銷蟑螂」的

產生。 

 
宏錡公司 林春輝 特助： 

法律如對參加人保護過度則會有風險，容易發生糾紛。制度設計不良容易

造成傳銷公司與傳銷商雙方損失。現行的終止契約條款對傳銷公司而言，

傳銷商隨時可終止契約辦理退貨，退貨時上線獎金的不易追返、退貨商品

之價值減損認定等，都嚴重的影響傳銷公司的營運。因此傳銷公司會採取

一些如（1）提高商品 PV 值或售價，（2）運用人情壓力，及（3）要求上

線自行吸收其下線之退貨，等方法來減少退貨的發生。 

 
議題討論： 

 

（一）、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之條件

及因解除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您是否同意上述『解除契約條款』對於提出解約期限(14 日)、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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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若不同意請說明原因？ 

參加人一： 

個人建議（1）、傳銷商隨時都可以，以書面通知傳銷公司解除契約。 

        （2）、傳銷商解除契約之書面通知送達傳銷公司後，應在 7 日內

辦理退貨。 

        （3）、30 日接受退貨之規定，可以改為 14 日。 

 

參加人二： 

本法條是站在保護參加人的立場而設，對於保護參加人有一定作用，但若

站在業者立場而言，若遇上不肖傳銷商的話可能會造成損失。依個人淺見

可將不肖傳銷商的資料在網路上公布，讓所有的傳銷公司知道，有所防備。 

 

（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多層次傳銷參加人終止契約之條件

及因終止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您是否同意上述『終止契約條款』對於提出終止契約期限(無)、退

貨期限(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若不同意請說明原因？ 

參加人一： 

建議將退貨期限改為 14 日。 

 

參加人二： 

針對上線獎金無法追返的情形，個人認為可以依照傳銷商的年資長短來修

改獎金制度，解決此一問題。 

 

參加人三： 

可否將法令修改為傳銷商已領多少獎金或服務多少年資後，規定其退貨不

能超過進貨的一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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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認為可能形成「傳銷蟑螂」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如何預防？ 

參加人一： 

「傳銷蟑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一些不肖傳銷商有不正確的觀念，加上

傳銷倫理未能建立及維護。個人認為可從傳銷公司制度設計上著手，從內

部加強管理來預防。 

 

參加人二： 

傳銷公司推出過高的「獎金制度」及「短期可獲高利」的訴求，是需要負

擔高風險的，因為「短期可獲高利」是一般「傳銷蟑螂」的最愛。要杜絕

「傳銷蟑螂」，傳銷公司在獎金制度設計上需合理，不能過高。 

 

（四）、參加人年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是否有正向關係？

年資多少年以上的參加人較容易形成「傳銷蟑螂」？ 

參加人一： 

個人認為和傳銷商年資沒有正相關係，跟傳銷商的心態及其周圍環境比較

有關。 

 

參加人二： 

可能是制度上的問題。 

 

參加人三： 

我認為資深的傳銷商最有可能發生「傳銷蟑螂」的事件。 

 

（五）、參加人品特質、獎金設計類型搭配不良，是否會造成「大量退貨」

情形發生？請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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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一： 

即時有好的商品，若沒有好的獎金制度搭配，則退貨的事件依然會有增無

減。 

 
參加人二： 

品質不良、運輸破損是主要退貨原因，獎金設計若未能符合公平原則才會

造成退貨否則應不致於。 

 

（六）、傳銷商品之「終生保固」與「傳銷蟑螂」情形的發生有直接關係嗎？

請說明原因。 

參加人一： 

可能不會，「終生保固」主要用意在保障消費者權益，提高公司信譽，增

加公司商品的銷售率，若傳銷商公司能有效掌握傳銷商的對商品的銷售情

形的話，不應該會發生「傳銷蟑螂」才對。 

 

參加人二： 

個人認為會發生，因此傳銷商須依類型給予不同程度的保固，以防範「傳

銷蟑螂」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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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業者座談會內容(意見調查) 

第二場業者座談會(意見調查) 

時   間：2001 年 10 月 19 日(週五) 16:00 

地   點：台北市 羅斯福路 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 B1 多用途演講廳 

參加人員： 

多層次傳銷事業： 

美商亞洲美樂家公司           游淑慧， 行銷處長， 張証偉 業務處長 

泰瑞國際(股)公司              呂興義   管理部 

宏錡國際事業(股)公司         鍾佩錡   總經理，    林春暉 特助 

美商永久商品公司             潘志緯   業務執行長  

佳聯國際開發(股)公司         吳獻祥   業務經理 

丞燕國際(股)公司             林雨田   副理 

安麗日用品(股)公司           王少甫   處長 

松柏(股)公司                 李嘉進   營業總處長 

紅典國際(股)公司             古錦平   總經理，    林德松  特助   

美商仙妮蕾德(股)公司         鄭盛賢   總經理 等 6 人  

恩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吳裕德   負責人 

健乾國際(股)公司             莊日貴   總經理 等 4 人 

雙鶴企業(股)公司             蔡金德   協理   等 5 人 

美商艾美亞洲(股)公司         林幸宜   行銷部主任 

 

參加人(傳銷商)： 

美兆生活事業(股)公司         何春米 

百內爾國際生化科技(股)公司   江木龍等 19 人 

美商賀寶芙公司               賴美崙，楊素霞 

安麗日用品(股)公司           王麗秋等 3 人 

聖佳郁事業(股)公司           趙淑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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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論： 

 

    本次座談會基於時間並不充裕及參加人數眾多之故，議題由主席宣讀

並加以解釋後，由傳銷公司與傳銷商針對議題進行調查。 

 

（一）、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之條件

及因解除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您是否同意上述『解除契約條款』對於提出解約期限(14 日)、退貨

期限(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 

 

調查結果： 

本議題同意人數 15 人，僅有 1 位不同意(含傳銷公司與傳銷商)，

其他不表意見，絕大多數人認同本條款法令之立法精神與保護參

加人之目的。不同意者認為 14  

天的猶豫期過長，建議縮短。 

 

（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多層次傳銷參加人終止契約之條件

及因終止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您是否同意上述『終止契約條款』對於提出終止契約期限(無)、退

貨期限(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 

 

調查結果： 

本議題同意人數 1 人，不同意者有 18 人，其他不表意見，大多數

傳銷公司代表認為本條款規定參加人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並

辦理退貨事宜，這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營運有很大影響，因此持

反對意見。 

 

（三）、您認為可能形成「傳銷蟑螂」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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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  

       本議題與會人員一致認為是（1）傳銷公司的獎金發放及管理制度

設計不良，及（2）傳銷公司過度膨脹業積、大量吸收傳銷商，所

造成的。 

 

至於有否公司高階管理員與高階傳銷商掛鉤，大量退貨違害傳銷

公司之營運，與會人員無表示意見。 

 

（四）、您認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條款是培養「傳銷蟑螂」的條款嗎？ 

       調查結果：  

       與會人員皆不認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條款是培養「傳銷蟑螂」

的條款，一個合法經營的傳銷公司，其與傳銷商的關係是相輔相

成，在明確的法令規範下，雙方的權利與義務，皆有相當的保障；

因此雙方都認同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條款的機制。 

傳銷公司人員認為公司方面，應建立傳銷商之進出貨資料檔案，

並持續追蹤管制，以避免「傳銷蟑螂」的發生。 

 

（五）、參加人年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是否有正向關係？  

       調查結果：  

       本議題有 17 人認為參加人年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

生有正向關係，9 人不認為有正向關係。一般認為傳銷商的流動

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較有直接關係。 

 

（六）、傳銷商品特性、獎金設計類型搭配不良，是否會造成「大量退貨」

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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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  

       本議題有 43 人持贊同意見，是所有問題中最多認同者，商品不良

是退貨的主因。商品的獎金設計不良會促使傳銷商大量買進某種

商品，因而造成滯銷情形，最後只有退貨了事。如此一來反而造

成傳銷公司的困擾，有時甚至連上線的獎金也追不回來。 

 

（七）、傳銷商品之「終生保固」，與「傳銷蟑螂」情形的發生有直接關係

嗎？  

       調查結果： 

       7 人認為沒有直接關係，1 人認為有直接關係，安麗公司認為只要

有效的管制傳銷商進退貨情況，即可防止「傳銷蟑螂」的發生，

因此認為兩者間並無絕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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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專家座談會內容 

時間： 90 年 11 月 9 日（五）下午 2：30 

地點： 公平會 13 樓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得發教授 

 

出席專家學者： 

陳主任：中山大學直銷學術研發中心主任  陳得發 教授 

楊教授：中山大學企管系                楊芳玲 教授 

趙教授：台灣大學國企系                趙義隆 教授 

莊教授：台北大學合作經濟系            莊春發 教授 

何教授：文化大學法律系                何曜琛 教授 

陳教授：輔仁大學財金法律系            陳昭華 教授 

朱總經理：一生秀麗公司                朱昌田 總經理 

陳總經理：賀寶芙公司                  陳  萍 總經理 

古主任：美商立新世紀公司              古奕馨 主任 

賴特助：百內爾公司                    賴治丞 特助 

 

討論議題： 

（一）、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否能確保參加人權

益？ 

（二）、賦予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否能確保參加人權

益？ 

（三）、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如

何之影響？ 

（四）、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

如何之影響？ 

（五）、解除或終止契約對於防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是否具有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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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淪為培養「傳銷蟑螂」（即參加人集體

退出性退貨、套領獎金之現象）之條款？ 

（七）、「傳銷蟑螂」可能形成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如何預防？傳銷商年

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是否有正向關係 

（八）、傳銷商品特質、獎金設計類型搭配不良，是否會造成「大量退貨」

情形發生？  

（九）、康薈公司事件發生原因及預防方法之探討（傳銷商品之「終生保

固」，與「傳銷蟑螂」情形的發生是否有直接關係？） 

 

陳主任：開場白(略) 

何教授：以書面答覆 

（一）、賦予參加人解除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否能確保參加人

權益？ 

1. 依民法第二五六條之規定，須有法定事由發生始得解除契約。 

2. 故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應為民法之特殊規定，賦予參加人法定

之任意解除權，使參加人不須具備民法所規定之法定事由即可解除

契約。 

3. 若無本條之規定，則參加人恐無法行使解除權且無法避免損失，應肯

定本條有保護參加人權益之法效。 

 

（二）、賦予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貨之機制，是否能確保參加人

權益？ 

依民法第二六三條之規定，終止契約須依法律之規定，公平交易

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即為終止權之法律依據。為保護參加人權益應肯

定本條之規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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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除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

如何之影響？ 

1. 參加人解約後，傳銷事業須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

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對於傳銷事業而言，此為唯一之損失。 

2. 惟此唯一之損失，將因公平交易法賦予參加人有任意之解除權，而增

加相當之不可預測性，亦即傳銷事業經營上之風險將因而增加。 

 

（四）、終止契約後之退出性退貨處理，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上發生

如何之影響？ 

1. 參加人終止契約後，傳銷事業須以價格之百分之九十買回商品(公平

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此為唯一之損失。 

2. 此惟一之損失，亦係因參加人有「永久之隨時終止權」而增加傳銷

事業無法預估之風險。 

 

（五）、解除或終止契約對於防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是否具有重要功

能？ 

傳銷事業為有組織之團體，比起一般之參加個人，應有完善之制度及資金

作後盾。為防止傳銷事業以其龐大之經濟力量壓榨一般大眾，而使多層次

傳銷行為變質,應肯定其功能存在。否則，一般之參加人可能僅能以簽訂之

定型化契約有失公平為由，以訴訟請求，而須承受高敗訴之風險，對其之

保護實不周到；不若賦予參加人一法定任意之解除權及終止權，使其得免

經訴訟程序之累，獲致較高之保障(換言之，此時若參加人之解除或終止契

約，有失公允時，應由傳銷事業以訴訟請求，以雙方之經濟力量衡量之，

此不失為一適當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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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淪為培養「傳銷蟑螂」（即參加人集體 

退出性退貨、套領獎金之現象）之條款？ 

 

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旨在保護參加人之權益，惟無法規範少數人

濫用此一規定而謀取暴利，此並非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之二本身

規範之漏洞，而係民法之侵權行為或刑法上之詐欺行為等犯罪行為，應屬

於其他法律所須要規範之範疇。 

且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若參

加人領有獎金或報酬時，傳銷事業得在買回時扣除所支付之獎金或報酬，

已足堪保護傳銷事業之權益。針對少數人惡用良法之行為，不應使其他人

併受牽連。 

 

（七）、「傳銷蟑螂」可能形成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如何預防？傳銷商年

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是否有正向關係？ 

形成主因： 

1. 解除權及終止權之任意性。(尤其在於終止權之永久性，故應當探討

者實為終止權之妥當性，而非解除權。) 

2. 傳銷事業之獎金及報酬計算方式。 

3. 獎金及報酬之暴利性質。 

4. 傳銷事業之制度不善(惟此非法律問題，而係事業本身之專業性問

題，應由行政機關輔導之。)  

 

法律可制裁犯罪者，惟無法防止犯罪。傳銷蟑螂之發生，主要係由於

行為人惡意的意圖所致，並非法律得以事先預防、遏止。至多，僅能立法

將其刑責加重以嚇阻之，惟其必要性及是否會有效，仍待進一步慎重評估。 

 

陳教授：在這裡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主要涉及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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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一剛開始訂立契約之後 14 天之內是否可以解除契約，過了一段時間

之後在中途是否可以終止契約？對參加人來講覺得終止契約或是解除契

約讓他們有一種可以透過解除契約或是終止契約來辦理退出性退貨的機

制，是相當重要的權利，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權利的話，那在將來他中途想

要退出的話，可能沒有依據。這種情況下對參加人來講是不好。對於直銷

事業來講，有這種機制對他們也是好，因為如果中途他也感覺到參加人這

邊有問題的時候，最起碼還可能用這種機制來解決。就是讓當事人之間的

關係能夠透過法律的依據讓它們之間關係能夠消滅掉，所以我覺得特別是

對參加人的權益來講是很重要的。 

 

莊教授：傳銷公司是處在一個訊息比較高的位階上，因此會利用這樣的機

制來壓抑所謂的傳銷商，我講的是有不良企圖的傳銷公司。利用這種機制

來制衡或是約束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欺騙或著甚至訊息上的一種優勢，我覺

得沒有什麼不好。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這樣的制度有著終止及解除契約的

辦法，提供參加人一個充分的保障，因為起碼進可攻退可守，守的部分就

是可以解除或終止契約辦理退貨，以保障參加人。從另外角度來看對傳銷

公司的業務推廣也有正面的效果，以活絡市場程度而言，我覺得它提供正

面的意義。 

我比較在意的問題，就是傳銷公司都有自己退貨的機制跟辦法，自己

過去在做研究的時候，傳銷公司也曾問過我：「莊教授你能不能到我們公司

幫我們這幾套辦法重新檢視再變得更對雙方的保障更完善，雙方比較平等

則對他們公司的運作會更蓬勃。」那時我的感覺是對的，因為過去大家對

一些傳銷公司的印象很差，就是傳銷公司可能是騙人的。透過這樣的辦法，

讓參加人得到更多的保障，對這個行業是一個正面的效果。 

在座的傳銷公司也許不是很中意聽，會發生康薈那個案子基本上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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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公司對於退貨的制度沒有作完善的管理而造成的特例或個案，那麼這

個特例或個案其實沒有必要或是說沒有充分的理由去質疑參加人解除契約

或是終止契約這樣的一個權力的保障對傳銷管理的必要性。 

我認為康薈的事件是管理制度未能完整，所以讓該公司去承擔這個風

險，就是說該公司的制度上讓有機會主義的傳銷人集團有可以投機的機

會。所以不應當質疑目前所謂的終止契約或是解除契約這樣的退貨制度是

不是適當。 

 

趙教授：我針對前面的第一到第四的議題來講，我特別看了一下目前的公

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它裡面的之一、之二、之三款，還有管理辦法的一

些條文對解除契約終止契約的規範，我覺得它是兩面的規範，一部份是對

參加的人，他的自由意志在參加的十四天之內或是任何階段裡面他要提出

來都可以；同時它也保護多層次傳銷事業要退貨時一些計算的項目原則。

這個條文基本上保障參加人之外，對傳銷事業的保障也有規範。 

我對於第五個議題所謂的變質多層次傳銷我就不太了解，坦白講我就

看到說「不肖多層次傳銷業者」，我對那「不肖」兩個字不曉得在講什麼東

西？我的認為所謂變質或不肖是以它的行為而定。目前我們訂的相關法

律，它不管變質或不變質，肖或不肖它都一起規範，我覺得法律上沒有什

麼防止不防止，只是說它行為是不是有違法。變質或不肖我覺得比較偏向

主觀的敘述形容詞，不能夠形成客觀上的舉證或裁斷的一個項目。 

有關係的應該是後面的六、七、八、九議題，我的看法是我們看多層

次傳銷事業的一些辦法，其中有一個前提就是說參加人收入來源有兩個部

分，一個是推廣或銷售商品或勞務要有合理的市價；另一部份是發展組織。

就商品跟勞務來講有退出或退貨適用在所有的情形，我們用現在的行銷術

語來講就是金流跟物流，傳統的術語是講銀貨兩訖。如果一個東西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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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參加人收到它的錢進來，這個錢裡面不管是扣掉佣金也好應該就沒有什

麼問題。如果事後他要退貨的話，也是照剛剛講的辦法一樣，他可以扣除

他東西價格的損失，或者給人家佣金中扣除。所以如果金流、物流都一致

的話那不會有問題，現在造成問題，我不認為是退出性退貨的問題。可能

跟我們的大標題裡面看到的問題有關，如果以康薈或是其他傳銷商來講，

我覺得是獎金制度設計的問題；或是獎金制度跟發放的問題。「傳銷蟑螂」

和退貨沒有關係。傳銷公司獎金制度形成的一些漏洞，這個漏洞和退貨不

盡然有關係。而是傳銷公司已經把金流部分根據業績的計算，把這個錢先

發出去。從這個角度來講是先有獎金制度的漏洞才形成後面的大量退貨或

「傳銷蟑螂」的現象，如果沒有這個獎金制度漏洞，你用物流跟金流結合

或銀貨兩訖的概念來看這問題也不會發生。 

其次我覺得目前的案子並不在於法令條文的不足，而是多層次傳銷事

業它本身的組織設計上的一個問題，其實也不能完全怪罪給傳銷商。就這

案子而言，獎金制度設計不良，其實我比較關心的是誰受到傷害？以直接

受傷害來講第一個是這個公司，照剛才我講的這個公司制度有漏洞倒閉

了，那其他參加人想要退貨的時候就沒有對象了，所以第二個受害者是其

他的參加人。整件事情我看是結構的問題，而不是退貨制度或退出制度的

問題，而是在於該公司或該個案公司的獎金制度的設計，是不是綁在銷售

或推廣商品或勞務的行為上，以及它本身金流發放的問題。所以我是比較

傾向於把後面的問題，當作是傳銷公司獎金制度的漏洞所形成的情況。 

 

楊教授：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以後的退貨，基本上對參加人的確是一種保

障，對於傳銷事業本身來講也是一個形象維持的方式。我的問題是在退貨

的時候，因為現在公平交易法二十三條之二款規定像剛才趙教授提到，原

則上可以把已支付的獎金跟報酬扣除掉。可是從公平交易法規定來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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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扣除是針對退出的參加人。換句話說，如果牽涉到有關更上線的參加人，

就沒有辦法按照公平交易法的規定把它扣除掉。因為我不太清楚實際上是

不是有這樣子，也就說是某一個參加人退出的話，他當然可以退貨，同時

因為那批退貨所領到的一些獎金或報酬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比例把它扣除

掉。現在比較在乎的是他的上線的獎金扣除，這個部分牽涉非常廣，上線

因他的這一批退貨所領到的獎金，是不是不能夠扣除；若不能夠扣除的話，

是不是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傳銷蟑螂」。這個可能是我們這個案子所碰到

的問題，不曉得其他教授的看法。 

 

莊教授：我們提到的傳銷商，一般來講都有兩種收入，一種就是賣商品的

利潤差額的收入，另外一種是介紹人的佣金收入。我看過很多傳銷商或傳

銷辦法或者實際上執行方式，它都把這兩種收入混合，你很難分開那一部

份是介紹人的佣金或者是銷售獎金。所以剛剛楊教授所講的問題我能夠理

解。如果依照公平交易法二十三條之二款是要扣除該交易對參加人的獎金

或是二十三條之一款是扣除該商品減損。但基本上要將一個辦理退貨的傳

銷商與其上線所領的獎金算清楚，是一件困難的事。 

想防止所謂的「傳銷蟑螂」利用人頭去擴大領取獎金，較好的方式是

把退貨所涉及的獎金計算出來，公司本身在給獎金的制度上明確規範出

來，這樣就不會像趙教授所講的是因為公司制度上有問題讓人有機可趁。

我想任何的商業上都是如此，當公司也許故意把股價壓低時，就有人進場

搜購向你奪權，這一定是漏必先腐，比較好的做法是把複雜的退貨扣回獎

金制度建立起來。 

 

何教授：我回應一下莊教授所講的佣金跟獎金的部分，這個部分大概在楊

教授的控制範圍內，我們常在法律諺語上講契約可以勝過法律，所以在法

條當中對於那個部分的涵義的確是有一些漏洞。在這個部分，傳銷業應該

 86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可以透過契約的方式來規範傳銷商上線獎金扣回的制度。 

 

陳總經理：我都是做外商公司，外商公司在直銷或傳銷上面都蠻有經驗的，

規模比較大、歷史比較久的公司，都是正規經營的。我也聽說在國外也是

會有這種不肖業者，它就是利用這樣的機制，在短時間內成立一家公司賺

到錢後宣告倒閉。這情況就有點像康薈公司，做到某一程度問題出現後，

公司並沒有去改善或者是惡意的造成這樣的問題。當公司有一些營收後就

惡意倒閉，之後獎金也不發了，因此受害者就是一些後期進來的這些後知

後覺者，先知先覺的大概都賺到錢。我們業界在看這一件事情說實在對我

們影響很大，因為它在第四台的頻道上時間非常的久，那個時候我心裏的

疑問是為什麼沒有執法機構出來取締它，因為看得出來它很多地方都做的

不對，一直等到他它宣告倒閉才變成這件事情的終結。 

根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我們其實不了解為什麼我們這個行業就有

這麼特別的規範？這個規範在保護參加人方面，高於一般在保護消費者的

法令，當初制定這個法令是為了要特意保護誰？而感覺上並不是把業者與

參加人立在平等的地位。而是把業者看成比較高的層級，所以參加人好像

比較容易被騙，我反而要請教各位教授，基於怎麼樣的情況，參加者要有

這樣的一個保護措施，大家才覺得比較心安，是不是我們這樣的銷售機制，

對一般人來講是一種騙術或不正當的行為。 

自從知道有這樣「傳銷蟑螂」的事情後，外商公司因為制度比較嚴謹

「傳銷蟑螂」入侵的機會比較少，傳銷公司都有這樣的風險存在。自從康

薈這件事情發生後，我們公司內部開了很多的會，探討是不是我們公司也

有可能受到這樣的傷害。其實是會的，當我要去經營一個新的傳銷公司時，

就會有參加人打電話來跟你說，他大概有四百人、有什麼樣的財力、有什

麼樣的銷售能力，然後問你要給他什麼樣的條件，他就來你這個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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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帶給你多少業績甚至於告訴你說我們可以簽約，我一年可以做多少業績

你要給我什麼樣的回饋，這個回饋是可以超過你的獎勵制度之外的。所以

假使我是一個本土公司的話我會被誘惑，如果定力不夠被誘惑以後你就會

被他操縱，他有一組人可以帶給你，也可以帶給別人，所以我想很多傳銷

蟑螂就是這樣產生的。 

至於像我們這種外商公司的話，公司根本就不允許，它寧願你就是一

步一腳印的慢慢地把它做出來，希望你業績做的快可是它不會用這樣的方

式。所以這個來講我想說以本土公司甚至於我們外商公司來講說確實會受

到這樣的問題。以我們已經制度化的公司來講，也會有參加人熟讀了你的

獎勵制度以後，根據他們的經驗可以找到你公司的切入點在那裡，所以他

會做到什麼程度後再把這群人再帶走，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傳銷蟑螂」的

方式。 

至於說的扣除獎金的部分，以賀寶芙來說我們比較清楚，說實在我並

不知道說這條講的只是在扣除那個退出者的獎金，我一直以為所有發出去

的獎金都要扣回來。以我們公司來說，我們發的獎金是以這個人買了多少

錢商品，根據這張訂單發出多少獎金。所以當這張訂單被退貨的時候所有

發出去的獎金通通都要收回，我們的計算是很清楚。但是，我們同樣還是

碰到的問題是，如果這些上線已經不存在，他領了獎金以後就離開了，因

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用月結的他可以在三個月以後才來退貨，前面的人都

離開了你就扣不到錢。所以在這個地方並對我們傳銷公司來說沒有一個保

障，業者在扣不到錢的時侯，是否可以不接受這個退貨，以現況來說我們

是非常困擾的。   

假使說像這樣子的問題出來了，消費者或直銷商去訴諸媒體，那受害

的永遠是我們公司。以這個問題來講，這些規定對這個行業是不是絕對的

公平我有蠻多的疑問？假使說是公平的我們也會去遵守，同時我們也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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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管理自己，同時利用這些條例來突顯我們的自律性。但是我剛剛提的這

個問題確實是傳銷蟑螂會造成我們行業非常大的困擾，也就是說以社會大

眾來講，傳銷公司是一個比較不正當的商業行為，所以有出事的時候一定

是這些公司有問題。我提出這幾個問題請教各位教授們。 

 

陳教授：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康薈的這個案子是個個案，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我在想康薈怎麼會把契約定成這個樣子？康薈在剛開始做的時候他可能沒

有想到，有人比他們厲害，他們會去考慮契約內容想辦法去迴避，我覺得

這種情況不是說康薈事件發生之後，很多業者都知道改善他的契約，就絕

對不會有這種問題發生，那是不可能的。你新契約再怎麼改都還是有可能

想辦法迴避，所以我覺得這種問題必較需要從制度面來探討。 

剛剛趙教授有提到說這一個問題是發生在它的金流跟物流不是在同一

時間，像我們一般在買賣的時候是銀貨兩訖，這種問題就不會發生。但是

事實上在買賣的時候也會常常碰到你給錢的時間跟拿到所有權的時間是不

一樣的，像買不動產的時候就常常碰到這種情況。所以在這一種情形之下

就比較容易發生問題，在這之前裡面也會牽涉到獎金制度的問題，我們在

想前面的制度或契約，不管你怎麼設計多少都會有問題。如果在中途沒有

辦法解決的時候，你可以在最後一道終止契約或者解除契約來解決這一個

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從我們目前的規定來探討，我第一次看到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的

十三條的感覺是，這一條辦法很明顯的比較偏向保護參加人，也許是做直

銷的參加人，受害的的例子太多所造成的。可是我常常感覺一個制度或是

契約的訂立，盡可能要有一種平衡的規定，如果差太多的時候，他們還是

會想到其他的方式或方法來規避，會產生很多的不公平。所以看到第十三

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三條這邊提到一共有三項，其中有幾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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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有提到的，我現在講的是文章裡面沒有提到的。而且我希望能夠請教

業者如果用這一種方式來考慮的話，不曉得對實際上的案例有沒有幫忙？

第一個是終止契約。我們一般終止契約它是說可以隨時終止，那終止的情

況在法律上他是一個單方的行為，而且它是一個形成權，也就是說我只要

一個文告訴你，我明天終止，這樣就生效了。這樣對業者來講有時候他會

措手不及，因為他可能之前已經規劃好了，然後馬上過去一個文說我明天

就終止它已經終止，這下就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我在這裡考慮到的一個問

題，就說我們平常在租賃契約的時候，租賃契約也有不定期租賃，不定期

租賃要終止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先期通知的規定。也就是說有參加人要終

止契約的時候，如果它有一個先期通知的時間，讓業者有多一些時間考慮

的話，對業者是不是比較有可能避免弊病。 

第二個問題，我們剛才講到獎金制度，有時候你要計算起來會很困難。

那麼我們這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六款有規定參加人依第一款到第四款行使

解除權或終止權的時候，多層次傳銷事業不得向參加人請求該契約解除或

終止所產生的損害賠償或違約金。我看到這個規定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規

定不知道會不會太嚴格了。因為在民法上的租賃買賣各種契約的情況底下

我們一定都會留一個後步，如果有損害的時候則可要請求損害賠償，有違

約的時候則可請求違約賠償。  

我們可以了解在這一個辦法是非常強調要保護參加人，我們再看消費

者保護法也可看得出來非常保護消費者，我們訂立一個辦法的時候可以考

慮到就是說；如果一個條約規定當事人在解釋有爭議的時候，我們要用有

利於參加人的解釋方式，可以用這種方式來保護。但是，依規定說完全不

能夠請求損害賠償，對一個企業來講他可能有損害卻完全沒有辦法請求，

我覺得這種要求有可能太嚴格。在這種情況下，我不是特別為業者講話，

因為我的朋友裡面也有人因為直銷而受到損害，只是我一直站在法律的立

 90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場從制度的方面來看，我會覺得有這一種問題，我不知道說如果這樣子考

慮的話，事實上對業者有沒有幫忙，所以我希望業者能夠提供給我答覆，

謝謝。 

 

朱總經理：主席、各位老師我們這邊還是需要你們對我們這個行業發出正

義之聲，的確這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當時制定完成以後，以業界來講我

們是一則喜一則憂。喜的方面是講說我們至少有一個主管單位；讓我們以

前好像從有一點妾身未明的一個行業，現在至少有一個主管單位來管理而

且又有一個管理辦法，現在是提高到法的一個層次。其實當時我們在這個

部分也是有參與，在跟公平會這邊我們是有討論，我們直銷協會的法務委

員也是跟他們談了蠻久。到最後我們是迫於時間各方面因素，先概括承受

很多不是很合理的，這也是憂的部份。其實這一看就知道任消費者或參加

人百分之百的宰割我們這個行業。但是不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很喜歡這個行

業，其實我們是一個正派行業並不像大家所聽到的，好像我們問題很多的

樣子，其實沒有。 

公平會有統計過傳銷的事件，在他們所統計的違法違規事件裡面算是

少數民族。其實我們牽涉到是人多，但金額並不是很大，上次某一家公司

的金額也是只有一、兩千萬，但是已經造成社會好像不得了的樣子。但是

你看一下廣三 SOGO 的案子或者什麼都是幾百億，這個算起來其實沒有這

麼嚴重。所以我想我要慎重地澄清一下，對我們這行業要有信心。 

我先回應一下陳老師所提的問題，我們認為解除契約，雖然比消保法

要高很多(7 天跟 14 天差一倍)但我們接受，因此爭議不多，因為這個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我們認為會牽涉到獎金發放的事情應該是少之又少。其

實真正問題是在終止契約上，這對我們來講實在是很頭痛，我在這行業也

十幾年了，也都在外商，外國人每次看到我們就問怎麼會有這一條人家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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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出它就成立的法令，公司就必須接受。當時在設計的時候可能有他們

的考量，但是以現階段來講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下來，可能須要做一些適

度的修正以適合我們這個行業目前的運作。 

 

朱總經理：有關這個議題的座談我已經參加過好多次了。我們贊成參加人

可以提出終止契約，但是要獎金部分扣除清楚以後我們才接受。這些會玩

制度的人，他們玩的方式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待會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其

他的方法可以破解，其實他們玩的都非常漂亮。每一家公司制度都有它的

優缺點，譬如說獎金高的話，這個「傳銷蟑螂」帶來一群人進來而且他們

會讓公司很高興，認為會有大量的業績。而他們在退出的時候不是從低層

傳銷商退出，而是從上面有計劃的退出，雖然我們在契約上都會說明要追

返獎金，甚至上線的獎金，但是這種退出方式我們不曉得該怎麼樣去防他

們。 

以大量退貨的情況去管制或預防並不完整，因為量大並不代表金額

大。當退貨發生時，雖然依法我們可以扣除損害，但當參加人在大庭廣眾

下吵鬧時我們大都只好默默的承受，將這些貨都收回來，我想在坐的業者

大部分也都是這樣子，這個是執行面所面臨到的。所以這個部分在獎金退

回的部分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退貨問題是參加人不是按月退貨，為了要去扣他上線的獎金我

們寧可放棄，不然所花費的人力成本比原來所扣回的獎金的還要高。這也

是我們另外一個在執行面相當難的地方。 

第三個退貨問題像陳教授有提的，不得請求任何的賠償或違約金，其

實我們是很贊成應該可以依實際情況來做這些減損、違約金的扣除。 

 

陳教授：我覺得如果真的去吵的話，那個部分請求損害賠償跟直銷之間還

不一定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你們的請求會有困難。我這樣聽起來假如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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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請求損害賠償，有可能你們在計算上也會有困難。 

 

朱總經理：所以終止契約的規定需要比較明確一點，比方說跟業者解除契

約，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合理的規範條文出來。也就是說這個部分要不要做

另外一個層次的修正或規範，比較明確一點會比較好。因為「隨時」這兩

個字說實在話對我們業者是真的一點保障都沒有。 

 

楊教授：剛剛聽了一些業者的心聲，我想要請教一下，剛才陳教授所說的，

的確在公平交易法或是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它針對有關終止契約以後相

關的效力跟一般民法的規定的確是不太一樣。陳教授特別提到說，終止契

約在一般民法是要事先通知，我也提出另外一個觀念請教一下業者對這種

觀念有什麼樣的看法，因為按照一般民法的規定，解除契約原則上是把原

來的契約自始就消滅掉了。當然原來契約就不在了，如此就會產生所謂回

復原狀、退貨等這些問題，終止契約跟解除契約不一樣的是它讓原來的多

層次傳銷契約對未來不發生。所以一般終止契約的觀念就好像租房子，例

如不定期租約，我如果現在終止，是過去我已經租了，過去當然都還有效

只是未來就沒有效了，未來我就不付房租了我也必須要把房子讓出來這是

對未來的。公平交易法的確在這個地方，可能是因為當初對參加人特殊的

一種考量，所以會規定終止契約，可是卻要把過去已經進的貨退掉。從這

樣的一個角度來看，回到一般民法上當然不可能不准參加人終止契約，對

不定期契約而言，他不願意繼續下去，公司應該要給參加人一個退出的機

會。退出的機會回到民法的基本面，也就是參加人已經進的貨那個已經是

過去的契約嗎？ 如果是，那就沒有所謂的退貨的問題。我的問題是如果我

們依民法的規定終止契約，參加人對於已經進的貨就不能夠讓他再消滅，

在這種情況之下回到執行面，對傳銷事業來講會不會有困難，也就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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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參加人到公司去吵去鬧；是不是在執行面就沒有問題了？ 

 

朱總經理：第一至少是一個擋箭牌，我們按照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來做，

我們可以來疏通，這個是會比較合理的範圍。第二個其實我們也不是說不

要他們退貨，真正問題都還是在獎金，發出去幾乎都是 40%~50%的獎金，

賣一百塊錢公司這邊就只有五十塊錢，還要接受他獎金沒有辦法追返的事

實，甚至連刷信用卡的 3%都不能扣。 

 

陳教授：這個理論上來講如果是終止契約然後不可以退貨，因為事情的過

去已經發生了而且完全有效，那基本上不能夠退貨一定是跟業者不能夠追

返獎金是連在一起的。 

 

楊教授：所以說從另外一個現實的角度來看，或許修改現在的終止契約成

為不可退貨，同樣的連帶不可以追返所有的獎金，是不是就可以解決所謂

的傳銷蟑螂的問題？ 

 

朱總經理：對公司而言個人不敢保證可以完成解決傳銷蟑螂的問題，但可

達到（1）公司的損失可以減到最低。（2）傳銷商不敢為了多領獎金而大量

屯貨。 

 

趙教授：我不覺得退貨是主要問題關鍵點，民法上或是很多消費者保護的

觀念，假設不管他是惡意或善意或是無意的，消費者有主張退貨的權利，

可是要設定一些條件下才可以退貨，比方說獎金已經不可以追返了所以我

不讓你退貨。因為上線獎金並不是現在要退貨的這個人拿去，而是他的上

線拿走，我剛才講是獎金制度設計的問題，不管公司怎樣來處理這個問題，

不能拿這事情來對抗無辜的退貨者。 

今天如果服務做不好的話，坦白講我不關心是這個公司在製造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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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還是研發的問題？還是國外總廠的問題？還是國內經銷商的問題？基

本上這是你的問題。消費者較在乎的就是他的權益上有沒有受到損害，對

他來講跟他交易往來的相對人都有權利跟義務上的關係。 

我覺得基本上是獎金的問題而不在於是退貨制度的問題。當然有些細

節我同意，因為這樣的延伸有沒有什麼多餘的損害賠償，譬如剛才講退貨

在提貨區或者是鬧事，你去百貨公司也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慢慢也有

一些處理的方法跟技巧，如果說這件事情是退貨所造成的案例或是社會的

案件我覺得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以退貨本身的主張來講的話，公司應該要給參加人這個金額。不能說

我獎金已都發完了現在也查不到上線，那個上線已經離開公司，所以我就

不讓你退貨。這也是剛剛講的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的精神，所以剛剛講的前

提是對的，可能大家也是會涉及到獎金制度的問題，或獎金發放金流的問

題。就是你在什麼時點把它發放出去，或是你放出去以後有何辦法可以把

N-1 代、N-2 代這些人把他找回來；或者找不回來的時候有辦法用其他的告

訴的方法來處理。 

也許公告名單，或者公司透過這個名單去控告他。因為目前沒有辦法

區分是純粹參加人或消費者或是傳銷蟑螂，這應該可以去設計一下，實務

很難去區分出來，既然很難去區分就不能用獎金是否已經可以追返來，再

准許他退貨不退貨。 

 

莊教授：我想業者所談的所謂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第二十三條之二、之三的

部分，不過我想大家剛剛談的事情很多都是一體兩面，如果獎金沒有用累

積獎金的方式給上線，誰要幫你推銷？所以一方面有那個制度是你們今天

非常特殊不用店面行銷制度的最重要的特質。我認為終止契約之後所謂的

退貨規定，還是應當給予這個交易的傳銷商；這樣對這個行業的興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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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真正讓大家願意，甚至覺得比較有保障，讓大家願意進入這個行業。 

我們不能因為單獨的某些人的問題，就把整個制度推翻；就像我所講

的因為一個個案而推翻一個通案可能不是很好，也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的精

神。對於傳銷蟑螂也許你可以把名單提給公平會及所有的直銷公司做參

考。因為人頭總是會用完，也許這個黑名單出現以後，傳銷公司就要特別

的注意小心防止這些人；甚至給予比較嚴重的監督。這樣剛剛講「蟑螂」

的問題，就會比較容易解決或減緩，不敢說可以完全解決。至於直接了當

的就是要把整個法律制度改變，我自己都覺得困難重重。 

 

賴特助：從另外一個角度我們看公平交易法二十三條之一，之二裡面所規

定的，解除契約是在十四天之內，終止契約在十四天以後這個模式，解除

契約比較沒有什麼問題。這裡牽涉到的問題就是終止契約以後我們要退

貨。終止契約的問題就是你可以以原價格之 90%買回，扣除該項交易額對

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其商品價值之減損。實際上我們的減損可能超

過 90%，另外比較有困擾的就是這個商品如果有期限的限制，譬如說食品

的使用期限或是這個不是耐久財的時候。這個東西退回，這個價值的減損

我們很難去評估；這是我們業界壓力比較大的地方，這部分快要過期或是

已經過期了，他就拿來退，這對我們的傷害太大。 

 

莊教授：傳銷管理辦法第十四條明文講的很清楚，對該參加人提出退貨的

處理方式予以契約中載之，你跟他訂約的時候；譬如說到期多少天你自己

可以定一個內規。若你把明天到期的商品退給我的話，我要怎麼去處理？

所以這契約從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四條，事實上你要在契約中載明嘛。 

 

趙教授：還是回到獎金制度，如果因為特定個案，我不會修改這些退貨辦

法，或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的精神。若傳銷公司將傳銷蟑螂的黑名單在網路

上公布，或給同業知道，如此可杜絕同一批不肖份子，繼續危害傳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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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教授：你可以給他正字標記如甲級、乙種、丙種。 

 

趙教授：回到我們座談會所列的議題，我覺得基本上隱藏著一個，就是我

剛才的獎金制度，我們假設不把它當作是多層次傳銷事業，把它當作是一

般的事業一樣有佣金一樣有獎金。如某電腦公司有位超級業務員；或在任

何一個行業裡面都有，公司在發放獎金辦法裡面說你簽約成功；客戶這個

案子可能做兩三年，公司會給你一筆獎金。也許你這個團隊就開始做，做

了一年後這你人就離職了，那我能不能把你的獎金追返來，如果沒有辦法

追返來我就把你的名字公告在黑名單上。所以當你發放獎金給不同人的時

候，那個制度已經產生一個漏洞了。 

 

楊教授：對傳銷業者來講當然是比較不願意看到的，或是最怕那一群所謂

的「蟑螂」。的確我也同意剛才幾位所提到的，我們是不是可以因為這樣的

一批人，對比較廣大的所謂的沒有組織的；也就是單打獨鬥的這些傳銷商、

參加人，是不是就因此而讓他們的權利受到一些限制，這個是在立法的時

候必須要去考量的。另外一個事實，終止契約以後就算不准退貨其實也就

是不准追返獎金。可是對傳銷事業來講其實剛才你也提到了，退貨不是問

題因為你拿回來的退貨最起碼還有一些價值，主要在於獎金的問題。換句

話說終止契約不准退貨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蟑螂」的問題。 

 

趙教授：剛才講的解除契約與終止契約的發動權都是在參加人，那你怎麼

設計讓終止契約的發動人是傳銷公司，我覺得這樣設計也是可以處理的。

當傳銷商解除契約以後，傳銷公司可書面通知參加人要清理他所有的獎金

或是退貨所有的債務，如此一來可將漏洞變成一個的引水道，讓水能順流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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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總經理：每一家公司都有營運規章，我們有規章辦法制度。對所有的同

業來講，退貨部份我們並不擔心是有幾個原因存在，當然我們越快處理越

好，不要把很多成本都浪費在這上面。 

由於大部份公司都有實施「顧問滿意保證」，因此必須接受傳銷商的各

種理由退貨，也因此造成公司很多困擾及損失。再者，實際上很多中高階

傳銷商，若是他的顧客或下線來退貨，會影響到他的獎金或是層級；因此

中高階傳銷商都自行吸收或處理掉，對傳銷公司而言，退貨的案子其實並

不多，很多的話傳銷公司一定會大叫。 

終止契約上我的認知是有一些規範不可以講「隨時」。就像陳老師有講

的，以前我們也有提過，因為在 87 年的修法時我們一起開過公聽會，這案

子也有提過。 

 

趙教授：我請教一下，我對於「隨時」兩個字，我的認知與理解跟你不太

一樣，就是說「隨時」通知終止契約文字上是這麼寫，是我通知的時候馬

上就生效，還是說「隨時」通知像租房子一樣仍有一些押金在房東那邊，

他要清理完後退回押金，這個租約才是正式結束。就是說隨時書面通知終

止契約就馬上生效了，雖然生效但他還有一些權利義務還沒有處理完。請

問他是不是要有一段時間把權利義務完全清除掉，還是隨時終止契約就像

銀貨兩訖就沒有事拍拍屁股就走了，還是我通知你們契約是中止了；但是

我還是有一段的義務要把這彼此的關係把他給清理掉。 

 

朱總經理：實務上接到傳銷商的終止契約通知後，公司會派管轄該地區的

人員去了解怎麼回事。或者打電話問一下你為什麼要退貨為什麼要不做

了。依照法令來講說一定要馬上接受，這還是跟實際運作有一點點點差別。

也許經過溝通、化解後該傳銷商就不辦理退出了。如果他確定要退出，我

們就清清楚楚地，要求發票、折讓單等這些都是法律上稅務所需要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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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把這些東西都帶來，我們在 7 個工作天處理清楚。至於退貨的運費

有些公司由公司付，有些由退貨人付，這是實務的運作。 

 

陳教授：我請問如果是在租賃的情況，在不定期租賃的時候，我不可能明

天馬上跟你講說你明天要搬走，要考慮到讓人家去找到另一個地方。我們

通常有規定一個時間說你要先前通知；通知的時間要看一般的情況，看你

要找一個月或半個月總是要給他一段時間。我問一下業者，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他先讓你有一段時間，對你們有沒有幫忙？ 

 

朱總經理：這個第二十三條之二就有講，終止契約之後參加人依規定於三

十天之內，其實我們就可以有作業的時間。 

 

陳教授：但是他隨時可以呀，隨時這個規定也是正常的，因為他不曉得做

到什麼時候也是正常的，本來就可以隨時。我在想說如果有先期通知的規

定對你們到底有沒有幫助？就是告訴你我十天之後中止，這一段時間你們

有些困擾事情是不是可以避免的掉。 

 

朱總經理：我剛才有提到，我們一直有在做這件事情，也就是參加人退貨

以後我們就打電話問一下，關心一下倒底是怎麼一回事，關心一下退貨的

原因。 

 

莊教授：你誤會他的意思，就好像是說我是十一月九日要終止契約我要十

天前通知你，法律規定你還有三十天的處理時間，也就是我提前十天通知

你對這問題有沒有幫助？ 

 

朱總經理：有事前緩衝期間，對業者來總是比較好。 

 

陳教授：我們前面講的那麼多的弊病，譬如說我十天後終止，給你們十天

的時間是不是可以防止這樣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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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總經理：這個也沒有辦法。 

 

陳總經理：我們公司有自己的內規，你在合約上有說明你要退貨的時候要

先提出申請，核准你才可以把貨退來。我想這跟現在的管理辦法是不相違

背的。 

 

陳教授：這個是違反的，終止約定那種就是形成權，而且是單方面的。 

陳總經理：可是他在合約上他都有簽字同意。 
 

陳教授：讓他簽字的契約是違反法律規定那是違法的。 
 

陳總經理：你們剛剛所提的建議；讓我們較有時間，關心一下就是進行遊

說到底是發生什麼問題是售後服務出了的問題，有一些就會勸退有些就沒

有辦法。 

 

朱總經理：上線去關心除了可勸解外，也可吸收該傳銷商的商品，將商品

轉售給別人，不需要退這些東西。大部分的上線都會這樣子，所以每一個

退貨的案子都不一樣。  

陳教授：我們剛剛講的太快說這事情一定是違法其實很難講，因為條文沒

有規定你一定要先期通知，如果條文規定你要先期通知，你就可以理所當

然要求。 

 

莊教授：趙教授提到解決「傳銷蟑螂」的問題，有提到終止契約的發動人

不是只有傳銷商，傳銷公司也可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第二就是獎

金制度的規範，第三個大概是業務管理。獎金制度裡面有一個就是說如果

沒有剛剛朱總有講到參加人可以升等級，或是一下子他可以大量出貨他不

違法的話，因為你大量出貨也沒有用，因為你沒有一個獎金制度的認證，

或是查核的制度。你要升另外一個等級，就要有一個考核，一個訓練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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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你若沒有就不能升，你買太多貨也沒有用。這個時候我們是屬於業務

管理跟獎金制度上是互相牽動的關係，基本上對於參加人突然要一群人買

一大堆貨或是大量的退貨，這個情況除由獎金制度跟業務管理兩面，是讓

「傳銷蟑螂」較不易發生的方面。 

 

朱總經理：我回應一下這個管理是很好，不過據我了解是這樣子，就是一

個獎金制度出來以後，他的獎金是達到什麼等級的獎金業者是不可以扣

的。但是你達到那一個等級如果說沒有接受到公司有什麼樣的認證資格你

不可以拿那個等級，如果說你那個獎金達到等級公司扣住不給他，這個事

情就可能比較大了這是傳銷商不能接受的。我們跟公平會有討論過，他們

所重視的兩個項目一個是退貨制度，第二個就是獎金發放，這個是公平會

比較認真的地方。 

 

古主任：我很認同解除契約少於十四天之內可以 100%的退貨，同時他會拿

回 100%的退款；基於消保法的規定。現在有個情況是終止契約的情況，這

個契約是存在只是終止，終止的辦法就是比照終止契約來退貨，我們會有

減損的價格。減損的價格我知道現在業界的做法，都是超過 14 天到 1 年之

內是九折的做法，我想業界都是這樣。 

如果比較百貨業者或是其他通路的話，例如 SOGO 百貨公司是不接受

3 到 7 天之後的退貨行為。但傳銷公司卻要隨時接受退貨，甚至直到這個

商品過了保存期限。傳銷公司都是要隨時接受這樣的一個退貨，就像陳萍

總經理講的，這個立基點的辦法就是比消保法嚴格。我們知道是要保護消

費者，實際上對於傳銷公司而言，參加人跟這個業界就沒有一個平衡點存

在，這是第一點考量的地方。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之三條的規定，傳銷公司不得請求賠償，這樣的

解約不得請求損害賠償以及違約金，也是在保護參加人，但對於業者跟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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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而言保護是不是有一點過度。當時制定的時空背景，可能是因為業者

讓於參加人感覺有蒙騙受騙的組織，現在參加人已經受到很多法令的保

護，法令是否還需要過度保護參加人，這是我的質疑？ 

從康薈事件可了解上線獎金的扣不回來是主要的問題，以我們公司為

例，只要傳銷商退出，我們公司有辦法算出所有上線的獎金。事實上若是

上線還在參加就可以扣他的獎金，因為他持續有在執行他的業務所得，可

以扣的到這個獎金。以這種個案的狀況來說，他若是有心的話，絕對不會

讓你有機會扣到他獎金，因為他已經先退出了。 

我們姑且不討論獎金制度到底有那些漏洞，每家公司的獎金制度都不

一樣，每一個條文都有它的漏洞，當有心人士利用這個漏洞的時候，對業

者、參加人或一般消費者，法律會怎麼樣保護呢？我還是很認同法律不是

去預防犯罪，是怎麼樣去制裁犯罪。很顯然在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對這

方面沒有任何的懲罰，它最後執行不了的時候，還是要訴諸於民法這個規

定。所以我們業者比較受到困擾是這個問題。 

 

陳主任：我們今天談的也得到很多靈感，其中我有一個想法，解除契約應

該是不太會造成傳銷商及公司太多的爭議，有爭議的是終止契約。終止契

約會產生問題是因為它規定傳銷商所有的進貨，任何時間通通都可以去退

貨，這樣就會變成早期的獎金都已經發出去了，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追返來。

假如在這個規定裡面，規定傳銷商通知要終止契約的時候，往前一個月的

進貨是可以退的。我們假設更早的你已經賣完了、用完了、所以就不能退

貨了，這樣不知道是不是合法，如此可以減少一些困難。 

 

楊教授：基本上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一個月之前的貨你可以退，那你

獎金也只能夠追到一個月之前，實際上你追的回來追不回來，實務上你可

能可以追，也不見得追的回來，更何況就算你訂前一個月可以退貨，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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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蟑螂他還是一樣可以設計到他在要準備退出之前，就是安靜一個月，

等到一個月以後他再採取行動。基本上你用一個時間問題可能還是沒有辦

法真正的解決。 

 

陳總經理：但是如果還是有辦法朝向這個方向去做的話，是比較能夠減少

問題產生。 

 

楊教授：如果說民法已經可以完全規範所有有關直銷的問題的話，大概已

經不需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所以基本上兩個保護的課題是不太一樣

的，因為傳直銷商的話參加人本身可能是消費者，最主要著眼點是因為他

是傳銷商。如果說是純粹的消費者其實不在所謂的參加人之列，純粹消費

者他其實也沒有退貨、終止契約的困擾。他必須要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

定來做，所以規範的課題是完全不一樣的。消費者保護法是純粹針對最後

的消費者，可是多層次傳銷是針對保護傳銷商，它基本上出發點不一樣，

所以規定就會不一樣。 

 

陳總經理：如果說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公司，它也是一個有銷售的公司就

是企業對企業的關係，如果我們跳出消費者的保護來說，一般有沒有其他

什麼合約啦或是這些方面的規定讓我們來可以遵循的？一般的商業行為

的？譬如說經銷、大盤、中盤、小盤之類。 

 

陳總經理：直銷商做的比較好的實際上我們會鼓勵它們，實務上就是說他

可能年薪大概都百萬以上的，我們希望他是利用公司行號的名義來加入，

這樣對他節稅方面來講比較有利。陳總提出來，我認為這也是可以思考就

是說他已經跳出參加人的範圍他是一個法人。而且我們的規定很清楚這個

法人的名字，它必須要是負責人的名字來加入我們的事業，所以他完全是

一個法人。這方面兩位教授是不是可以給我們一點意見，或者是有沒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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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可以用的，而且這些人通常會做的比較好比較大，所以問題會有這樣

子的一個連鎖或是獎金的一些問題大概會比較少一點這個樣子。 

 

陳總經理：公平法中的參加人，他的身分到底是什麼？我們並沒有明白的

去了解。假使其中有一些是消費者我們把它剔除在外，我們應怎樣來認定

他們的身分，然後用該身分與我們訂立一個契約行為；我們可以用什麼樣

的方法去保護他們，同時也可以保護我們的，大家會認為比較公平的這種

做法。 

 

古主任：我呼應一下主席提的這個問題，以康薈這個案子來說，事實上它

是那個月突然暴增業績。這種狀況公司通常都會注意到，不管他是已經醞

釀很久還是剛剛參加，他突然在這個月的業績增加很大量，我們通常都一

定會發現。不管我們是著眼在業績輔導或是鼓勵他的心態，公司都會發現

這個狀況。現在的狀況是說，他馬上運用這個大量增加業績的狀況，第二

個月馬上退貨。其實剛剛朱總經理有提到一個 80/20、30/70，這些規則都是

從國外來的。在國外是允許這種法令的存在，我舉一個例子來說 30/70，是

指在你這個月的訂貨當中，再來下第二張的訂單的時候，傳銷商必須已經

承認他上一張的訂單已經銷售了 70%以上，才可下第二張訂單。那國外為

什麼要這樣規定，主要目的是預防傳銷商大量的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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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問卷一 
各位直銷界的朋友們： 
這是一份有關於直銷業退貨制度的意見調查問卷，目的是為了解退貨制度在多層次
傳銷管理之必要性。在此希望您能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見。本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
究，並採匿名研究，所有資料絕對保密，敬請放心作答。再次感謝您的參與及合作。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院企管系
教授：陳得發 ，楊芳玲 
研究生：王昭雄 

 
請就下列問題陳述勾選您的同意程度 
第一部份：退貨相關法令及公司退貨制度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1 我對退貨的相關法令(例如公平交易法)十分了解。 □ □ □ □ □

1.2 公平交易法對退貨的規定可以保障參加人的權利。 □ □ □ □ □

1.3 
公平法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
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的規定是合理的。 

□ □ □ □ □

1.4 
公平法「多層次傳銷參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
次傳銷事業解除契約」的規定是合理的。 

□ □ □ □ □

1.5 
公平法「參加人依規定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
參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的規定是合
理的。 

□ □ □ □ □

1.6 

公平法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契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
加人退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商品，並返還參加
人於契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的
規定是合理的。 

□ □ □ □ □

1.7 退貨制度對於防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有相當的效果。 □ □ □ □ □

1.8 我們公司有完整的退貨制度。 □ □ □ □ □

1.9 我完全了解公司的退貨規定與處理辦法。 □ □ □ □ □

1.10 我覺得公司的退貨制度對參加人利益有保障。 □ □ □ □ □

1.11 我有退貨相關法規問題時能找到適當人員請教。 □ □ □ □ □

1.12 有需要時我的上線參加人會積極協助我退換貨。 □ □ □ □ □

1.13 公司退貨處理不會導致參加人與公司的衝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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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公司處理退貨方式與態度 

2.1 
公司對退貨商品瑕疵、減損(如包裝、商品功能破壞)之認定標準

很合理。 
□ □ □ □ □

2.2 
公司對不受理退換貨商品項目(如拆封後不得退貨)之規定是合

理的。 
□ □ □ □ □

2.3 公司規定進貨多久以後不得辦理退換貨是合理的。 □ □ □ □ □

2.4 公司計算退貨折價比例很合理。 □ □ □ □ □

2.5 直接向公司或上線退換貨很方便。 □ □ □ □ □

2.6 公司完成退貨處理的時間很合理。 □ □ □ □ □

2.7 公司處理退換貨手續簡單。 □ □ □ □ □

2.8 公司退換貨地點多(適中)很方便。 □ □ □ □ □

2.9 公司對「允許退貨」的條件比「允許換貨」的條件嚴苛。 □ □ □ □ □

2.10 我認為公司規定退貨期限合理。 □ □ □ □ □

2.11 整體而言，我認為公司處理退貨方式與態度良好。 □ □ □ □ □

 

 

 

第三部份：退貨經驗與滿意度. 

1.您目前所屬多層次傳銷事業名稱                   公司。 

 

2. 您加入傳銷行業以來是否有退換貨經驗？ 

□有退貨經驗但無換貨經驗   □有換貨但沒有退貨經驗   □退換貨

經驗皆有  □無退換貨經驗。 

 

3.您曾有過多少次退換貨經驗？ 

□1-3 次 □4-6 次 □7-9 次 □10-15 次 □15 次以上。 

 

4.有換貨沒有退貨經驗是因為： 

□公司無退貨制度只有換貨制度 □公司有退換貨制度而自己無退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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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可以自己選擇退貨方式,您的優先順序為何？﹝以1 代表最優先、2 

代表次優先，以此類推﹞□等值現金    □換貨     □折價券     

□等值抵用券     □其他。 

 

6.您過去大約有多少百分比的退貨是向公司辦退換貨%，         。 

多少百分比的退貨是向上線辦退換貨%。 

 

7.過去使您實際提出退換貨要求的原因為何？﹝以1 代表最優先、2 代表

次優先，以此類推﹞□商品有暇疵   □存貨太多  □對組織不滿   □

自覺不適應傳銷工作 □市面上有更好替代品  □因下線參加人或消費

者提出退貨要求  □商品不適合。 

 

8.您最常退換貨是何種商品？﹝可複選﹞ 

□營養保健食品  □美容保養品   □生活用品    □家庭清潔用品  □

健康器材  □圖書、文具    □廚具、餐具   □衣著、飾品  □減重食品      

□其他。 

 

9.您對退貨制度最滿意及最不滿意的具體狀況為何？ 

 

10. 廢除「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退貨制度)」，對參加人會有那些正面與反面

效益？ 

 

11.請您對貴公司的退貨制度提供更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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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問卷二 
 

各位直銷界的朋友們： 
 

這是一份有關於直銷業退貨制度的意見調查問卷，目的是為了解退貨制度在多層次

傳銷管理之必要性。在此希望您能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見。本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

並採匿名研究，所有資料絕對保密，敬請放心作答。再次感謝您的參與及合作。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院企管

系 

教授：陳得發 ，楊芳玲 

研究生：王昭雄 
 

一、貴公司參加人每月退貨金額最大為               元，  最小為            

元，平均值為              元， 大部份為               元。全

月退貨金額約佔營業額                 % 

 

二、貴公司對於參加人大額退貨的情形，是否有事前預防的機制？ 如何

預防？ 

 

三、您認為公平法對解除或終止契約之規定是否會淪為培養「傳銷蟑螂」

（即參加人集體退出性退貨、套領獎金之現象）之條款？ 「傳銷蟑

螂」曾對貴公司的財務結構造成多大傷害？ 

 

四、廢除「解除或終止契約條款(退貨制度)」，對貴公司可能面臨那些正面

與反面效益？ 

 

五、貴公司對於退貨商品價值減損之認定方式及標準為何？(是否以購買時

間、包裝、效用、外表或其他方式作為衡量貨品減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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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問卷三 

 
（一）、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除契約之條件

及因解除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1.多層次傳銷參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

除契約。 

2.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契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加人退貨之申

請，取回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商品，並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除時所

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 

3.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

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

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 

4 前項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您是否同意上述『解除契約條款』對於提出解約期限(14 日)、退貨期限

(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若不同意請說明原因？ 

 

（二）、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多層次傳銷參加人終止契約之條件

及因終止契約而生之權利義務） 

 

1.參加人於前條第一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退

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2.參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

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

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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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同意上述『終止契約條款』對於提出終止契約期限(無)、退貨期限

(30 日)及扣除商品毀損的規定？若不同意請說明原因？ 

 

（三）、您認為可能形成「傳銷蟑螂」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如何預防？ 

 可能形成原因參考： 

1.公司高階管理者與高階參加人掛鉤。 

2.多層次傳銷事業制度設計不良。 

3.多層次傳銷事業積極擴張業績，大量吸收參加人而造「傳銷蟑螂」。 

 

（四）、您認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條款是培養「傳銷蟑螂」的條款嗎？

請說明原因. 

 

（五）、參加人年資、流動狀況與「傳銷蟑螂」的發生，是否有正向關係？

年資多少年以上的參加人較容易形成「傳銷蟑螂」？ 

 

（六）、參加人品特質、獎金設計類型搭配不良，是否會造成「大量退貨」

情形發生？請說明原因. 

 

（七）、參加人品之「終生保固」，與「傳銷蟑螂」情形的發生有直接關係

嗎？請說明原因. 

（八）、您對於現行的退貨相關法令？目前多層次傳銷事業及參加人對於

退貨處理方式有何建議？ 

（九）、您是（1）參加人、（2）、多層次傳銷事業員工、（3）、其他 (請圈

選) 

 110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附錄七：大陸傳銷管理辦法 

傳銷管理辦法（1997 年 1 月 10 日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令第 73 號）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為加強對傳銷活動的監督管理，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

益，根據國家法律、法規及有關政策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傳銷是生產企業不通過店鋪銷售，而由傳銷員將本企業商品直接銷售給消

費者的經營方式。它包括多層次傳銷和單層次傳銷。 

多層次傳銷，是指生產企業不通過店鋪銷售，而通過發展兩個層次以上的

傳銷員並由傳銷員將本企業的商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一經營方式。 

單層次傳銷，是指生產企業不通過店鋪銷售，而通過發展一個層次的傳銷

員並由傳銷員將本企業的商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一種經營方式。 

第三條 

企業從事傳銷活動必須經工商行政管理機關核准登記。工商行政管理機關

對傳銷活動進行監督管理。 

第四條 

禁止外國（地區）企業及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直接從事傳銷活動。 

第五條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傳銷活動的企業和個人，必須遵守本辦法的

規定。 

 

第二章傳銷企業的核准登記 

第六條 

從事傳銷的企業應當符合下列條件： 

(一)具有企業法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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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註冊資本在五００萬元人民幣以上； 

(三)銷售本企業在中國境內生產的商品； 

(四)商品質量經有關部門檢驗合格； 

(五)有符合規定的傳銷計畫以及完善的傳銷員管理制度。 

 

第七條 

企業及其分支機構從事傳銷的，應當預先向其原登記註冊的工商行政管理

機關提出申請，並由其所屬省（自治區、直轄市）工商行政管理局審核。

經審核合格的，報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批准。 

第八條 

申請傳銷的企業應當向核准登記機關提交下列文件和材料： 

(一)法定代表人簽署的申請書； 

(二)《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或者分支機構《營業執照》； 

(三)企業狀況，包括投資規模、生產場地、技術條件、分支機構等； 

(四)傳銷運作方案，包括參加傳銷的條件及手續、傳銷員的執酬計算方法、

退出傳銷的辦法、傳銷員的行為準則和培訓管理辦法及有關材料； 

(五)申請傳銷的地區； 

(六)傳銷商品品種、型號、商標； 

(七)傳銷商品的質量檢驗合格證明； 

(八)傳銷商品的成本價格和銷售價格； 

(九)退貨、索賠和售後服務辦法； 

(十)傳銷企業與傳銷員的合同樣本、傳銷員證樣本； 

(十一)法律、法規規定或者核准登記機關認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料。 

前款所稱核准登記機關指原登記註冊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省（自

治區、直轄市）工商行政管理局和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下同。）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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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和本辦法，對經省（自治區、直

轄市）工商行政管理局審核合格的多層次傳銷或者單層次傳銷的申請企業

進行審查，作出是否批准的決定。對批准的多層次傳銷企業或者單層次傳

銷企業分別頒發《多層次傳銷經營核准證書》、《單層次傳銷經營核准證

書》。 

經批准的多層次傳銷企業或者單層次傳銷企業，應當自收到《多層次傳銷

經營核准證書》或者《單層次傳銷經營核准證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

登記註冊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辦理經營範圍和經營方式的變更登記。 

第十條 

經批准的傳銷企業增加或者減少傳銷的分支機構、變更傳銷商品品種範圍

或者終止傳銷的，應當按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的程序辦理有關變更登記手續。 

經批准的傳銷企業變更本辦法第八條第(四)項、第(八)項、第(九)項、第(十)

項內容，應當自變更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核准登記機關備案。 

第十一條 

傳銷企業不得轉租、轉讓傳銷經營權。禁止單層次傳銷企業從事多層次傳

銷活動。 

 

第三章傳銷活動參加人 

第十二條 

年滿十八周歲，具備完全民事行為能力的公民，可以作為傳銷員。下列人

員不得作為傳銷員： 

(一)機關工作人員； 

(二)現役軍人； 

(三)全日制在校學生； 

(四)法律、法規規定不得兼職經商的其他人員。 

多層次傳銷企業的傳銷員必須具有該企業從事多層次傳銷的行政區域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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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戶口。 

第十三條 

傳銷企業應當在傳銷員參加傳銷之前如實告下列事項： 

(一)《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及分支機關《營業執照》核准的登記事項； 

(二)工商行政管理機關核准的傳銷商品品種 及傳銷地區； 

(三)傳銷發展狀況與計劃； 

(四)傳銷企業的運作規則與交易須知； 

(五)傳銷商品的價格、性能、用途、質量檢測結果等； 

(六)參加傳銷的條件。 

前款告知事項需得到傳銷員的書面確認。 

第十四條 

傳銷企業應當與傳銷員訂立書面合同，明確雙方的權利義務。合同主要條

款應當包括： 

(一)傳銷員的權利和義務； 

(二)傳銷員獲得報酬的條件、計算方法、發放程序以及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的方法； 

(三)商品質量的責任； 

(四)商品退貨的期限、方法和費用承擔； 

(五)傳銷員退出傳銷的法； 

(六)糾紛的解決方式； 

(七)法律、法規規定的其項。 

第十五條 

經批准的傳銷企業不得以繳付入會費、保證金或者認購一定數量的商品等

作為參加傳銷的條件；不得向傳銷員收取培訓費、手續費等各種名目的費

用，不得強制傳銷員購買有關資料。 

第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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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員可以自由退出傳銷活動。傳銷員退出傳銷活動，可以向傳銷企業退

回未售出的商品，傳銷企業應當接受退貨。但因傳銷員過錯致使商品毀損、

不具有再銷售價值的除外。 

傳銷員自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三十日內退出傳銷，並向傳銷企業退回未售

出商品的，傳銷企業應當退還全部貨款。 

傳銷員加入傳銷活動之日起三十日以後退出傳銷，並向傳銷企業要求退回

未售出商品的，傳銷企業在退還貨款時，可以根據合同約定扣除一定的費

用，但扣除的費用不得超過退還貨款的百分之十。 

發生本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退貨情形，傳銷企業可以從退還給傳銷員

的貨款中，扣除根據所退商品計算已經支付給該傳銷員的報酬。 

第十七條 

傳銷企業不得強制安排傳銷員發展下線人數，或者根據發展下線的人數計

算報酬。 

第十八條 

傳銷企業應當加強對傳銷員的管理。 

經批准的傳銷企業必須在傳銷員參加傳銷活動之前對其進行培訓。培訓內

容應當包括從業知識、國家有關法規以及職業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傳銷員從事非法傳銷，傳銷企業對此沒有盡到管理責任的，該傳銷員以及

該傳銷企業均應承擔相應的法律責任。 

第十九條 

傳銷企業聘請外籍人員擔任雇員，應當符合國家有關外國人出入境、務工

管理等有關規定。 業務培訓的授課人員應當有明確的身份證明、無犯罪記

錄。港、澳、台人員或者外國人作為授課人員的，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 

 

第四章傳銷行為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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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企業、傳銷員必須在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核准的傳銷地區內從事傳

銷，不得超出原註冊地的行政區域開展傳銷。 

第二一條 

傳銷企業必須按照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核准的傳銷商品品種、傳銷本企業

在中國境內生產的商品。傳銷企業不得傳銷法律、法規禁止銷售或者限制

銷售的商品，以及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認為不適宜傳銷的其他商品。 

第二二條 

消費者因傳銷商品的質量問題使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傳銷企業

或者傳銷員提出退貨或者賠償請求，傳銷企業、傳銷員必須予以退貨或者

賠償。消費者自購買商品之日起三十日內可以隨時提出退貨請求，傳銷企

業、傳銷員必須接受退貨，並不得要求消費者負擔任何費用。但商品因消

費者的過錯致使商品毀損、不具有再銷售價值的除外，傳銷員對消費者實

施了退貨或者賠償後，根據其與傳銷企業簽訂的合同，應當由傳銷企業承

擔責任的，可以向傳銷企業請求補償。 

傳銷企業、傳銷員向消費者銷售商品應當即時清結，禁止預付款交易。 

第二三條 

傳銷商品的價格水平不得明顯高於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檔次、同種

商品或者類似商品的市場平均價格。禁止價格欺詐行為。 

第二四條 

企業不得對傳銷員的工作性質、收入及傳銷商品的質量、用途、產地、使

用效果等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誘人參加傳銷及購買商品。傳銷企

業的廣告、培訓及聚會等，不得涉及不利於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的內容，

不得進行宗教、迷信宣傳。 

第二五條 

傳銷員在向消費者推銷商品時，應當遵守以下規則： 

(一)向消費者出示傳銷員證。傳銷員證應當貼有本人照片，寫明姓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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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證號碼以及傳銷商品品種、傳銷地區，並加蓋傳銷企業公章； 

(二)在推銷商品時，向消費者告知傳銷企業以及傳銷員本人的聯繫地址及

聯繫方法； 

(三)向消費者如實解釋傳銷商品的質量、性能、用途、有效期限、使用方

法、使用效果、注意事項及售後服務等事項，並向消費者說明退貨的條

件、期限和辦法，不得對上述事項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說明和宣傳； 

(四)對應予示範的商品做使用示範； 

(五)在合理的時間內進行傳銷活動； 

(六)進入消費者住宅推銷商品時，應當事先徵得消費者的同意，消費者示

意退出或者表示不便，必須退出。 

(七)向消費者出具購貨憑證。購貨憑證應當有傳銷企業公章和傳銷員簽名。 

 

第五章監督檢查 

第二六條 

傳銷企業應當在每季度終結之日起十五日之內，將傳銷員人數、銷售商品

的數量及金額、支付傳銷員人數、銷產商品的數量及金額、支付傳銷員的

報酬等情況向原登記註冊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備案。 

第二七條 

傳銷企業的培訓方案，應當報其原登記註冊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備案。培

訓方案應包括授課內容、場地、人數、時間及授課人。 

第二八條 

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對傳銷企業的銷售、培訓等活動，可以進行現場監督檢

查。對發現有違反法律、法規及本辦法規定的行為，工商行政管理機關應

當依法查處。屬於由有關部門管轄的行為，移送有關部門處理。 

第二九條 

傳銷企業除按法律、法規的規定保存有關資料外，還應當將下列資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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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五年，並接受工商行政管理機關的檢查： 

(一)商品傳銷的原始憑證、帳簿記錄、銀行票據、運輸和儲存等費用票據； 

(二)記載傳銷員姓名、住址、身份證號碼及人數的名冊； 

(三)為傳銷員舉辦培訓的情況； 

(四)向傳銷員支付報酬的記錄和憑證； 

(五)其他與傳銷有關的資料。 

 

第六章法律責任 

第三十條 

對違反本辦法的企業或者個人，工商行政管理機關按下列規定予以處罰： 

(一)違反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十條規定的，由工商行政管理機關予

以取締，沒收傳銷商品、銷貨款和非法所得，並按《中華人民共和國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處以罰款。 

(二)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沒收擅自多層次傳銷的商品、銷

貨款和非法所得，並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

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取消其單層次傳銷資格。 

(三)違反本辦法第八條、第十條規定，提交虛假文件或者採取其他欺詐手

段取得傳銷企業登記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理條例》

第五十九條或者《企業法人登記管理條例實施細則》第六十六條第一

款第（二）項的規定予以處罰。 

(四)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

理條例》第五十九條或者《企業法人登記管理條例 實施細則》第六

十六條第一款第（六）項的規定予以處罰。 

(五)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對傳銷企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司登記管理條列》第七十一條或者《企業法人登記管理條》（四）項的

規定予以處罰；對傳銷員處以五百元以上兩千元以下的罰款，並責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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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企業終止該傳銷員資格。 

(六)違反本辦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二款、第十

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和第四款、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第二

十九條規定的，責令傳銷企業限期改正，並處以三萬元以下罰款；情

節嚴重的，取消其傳銷資格。 

(七)違反本辦法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七條規定的，沒收傳銷商品、

銷貨款和非法所得，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

規定處以罰款。 

(八)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的，對傳銷企業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處罰；對傳銷員處以五百元

以上兩千元以下的罰款，並責令傳銷企業終止該傳銷員資格。 

(九)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核准登記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應當責

令傳銷企業限期改正。該企業拒不執行的，沒收傳銷商品、銷貨款和

非法所得，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處以

罰款。 

(十)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不正當競爭法》的規定予以處罰。 

(十一)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對傳銷員處以五百元以下兩千元以

下的罰款，並責令傳銷企業終止該傳銷員資格。 

 

第七章 附則 

第三一條 

本辦法由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負責解釋。 

第三二條 

本辦法自公布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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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韓國傳銷管理辦法 
CHAPTER IV 

MULTILEVEL SALES 

 

 

Article 28 Registration of Multilevel Distributor 

 

(1) Any person who desires to undertake multilevel sales business shall file a 

registration with the Mayor/ Province Governor. 

(2) Any person who desires to file a registrat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shall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be a joint stock company under the Commercial Code; 

2. have capital stock exceeding such amount as prescribed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3. meet such requirements as prescribed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including the 

facilities, etc. necessary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multilevel sales 

organization. 

 

(3) Any person who desires to file a registration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 1 shall 

prepare and submit to the Mayor/ Province Governor - 

 

1. application form specifying the trade name, address, and the name, resident 

registration number, address, etc. of the representative; 

2. documents confirming that the requirements as referred to under subparagraphs of 

paragraph 2 are met; 

3.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riteria for computation and payment for support 

allowance; and 

4. other documents as prescribed under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4) If multilevel distributor changes such matters among those registered pursuant to 

paragraphs 1 through 3 as stipulated under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he 

shall report it to the Mayor/ Province Governor pursuant to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Article 29 Disqualification 

 

No person who falls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shall file a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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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ant to Article 28: 

 

1. Corporation which has an officer - 

(a) who is incompetent, quasi-incompetent or minor; 

(b) who has received the adjudication of bankruptcy and not been reinstated; 

(c) who wa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for the violation of this Act and for whom five 

years have not passed after the execution of such sentence is terminated, or 

non-execution is decided; or 

(d) who was sentenced to the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for the violation of this Act and is 

now in the suspension period. 

 

2. Corporation for which five years have not passed after the registration is cancelled 

pursuant to Article 46; and 

3. Corporation which has an officer who was an officer of another corporation whose 

registration was cancelled pursuant to Article 46 at the time of such cancellation 

(limited to persons for whom five years have not passed after such cancellation). 

 

Article 30 Multilevel Salesman 
 

(1) Any person who desires to join a multilevel sales organization as multilevel 

salesman shall file a registration with multilevel distributor who manages and 

operates such organ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2) No corporation shall register as multilevel salesman, and no person who is employed 

by multilevel distributor shall register as multilvel salesman of the multilevel sales 

organization managed and operated by the multilevel distributor concerned. 

(3) Multilevel distributor shall deliver a multilevel salesma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to 

multilevel salesman who joined the multilevel sales organization managed and 

operated by him pursuant to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4) Multilevel distributor shall keep the multilevel sales register at his primary business 

place and allow access thereto whenever so demanded by the Mayor/ Province 

Governor. 

(5) Multilevel distributor shall deliver to multilevel salesman register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the multilevel salesman pocketbook containing - 

 

1. criteria concerning the computation and payment of support allowance; 

2.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cruitment of and the support to subordinate salesmen; 

3.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turn of goods or service, and the withdrawal of multilevel 

 121



 

 

 

 

 

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退貨之權利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必要性研究 
 
 

salesmen; 

4. matters to be observed by multilevel salesmen; and 

5. other such matters as set forth under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Article 31 Price Ceiling on Multilevel Sales Goods, etc. 

 

The price of individual product or service to be sold or rendered by multilevel 

distributor to the other party to transaction (in the cases where multilevel distributor 

desires to enter into a contract with multilevel salesman or consumer, referring to 

multilevel salesman or consumer; in the cases where multilevel salesman desires to 

enter into a contract with consumer, consumer: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shall be below the amount set forth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32 <Deleted> 
 

Article 33 Delivery of Document related to Contract prior to Conclusion of   Contract 

 

(1) Any multilevel seller, in entering into a contract on sale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shall hand in to the other party to the transaction documents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matters without delay for the other party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the 

contract pursuant to the Ord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1. trade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multilevel distributor and the name of 

representative; 

2. name, resident registration number,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multilevel 

salesman; 

3. types of goods or details of service; 

4. sales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5. time and method of the payment for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6. time of the delivery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7. matters concerning the quality guarante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goods; 

8.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vocation of offer pursuant to Article 35, and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the exercise thereof; and 

9. other matters set forth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concerning multilevel sales. 

 

(2), (3)    <Deleted> 

 

Article 34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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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5 Revocation of Offer 

 

(1) Any consumer who has entered into a contract on sale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with multilevel seller may revoke the contract offer in writing within- 

1. twenty days after entering into the contract; 

2. twenty days after the delivery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if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or the service is rendered later than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3. within twenty days after he came to know or could know the address of multilevel 

seller, if it is impossible to revoke the offer within the period set forth under 

subparagraph 1 or 2 because the document has not been delivered or the delivered 

document fails to specify address, etc. under Article 33, or the address of multilevel 

seller has changed. 

 

(2) Any consumer who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n the sale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with multilevel salesman may revoke the contract offer directly in writing 

against multilevel distributor within the period set forth under paragraph 1. 

(3) Any multilevel salesman who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n the sale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with multilevel distributor may revoke the contract offer in writing 

regardless of the date of contract conclus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turning the goods 

not sold or service not rendered by him to multilevel distributor. 

(4) The revocation of offer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s (1) through (3)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day relevant documents are sent forth. 

(5)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s (1) through (3), if there arises any dispute 

on the fact and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 or the fact and time of the 

delivery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the burden of proof shall be on the 

multilevel seller (if multilevel distributor enters into a contract with multilevel 

salesman or consumer, referring to multilevel distributor; if multilevel salesman 

enters into a contract with consumer, referring to multilevel salesman: in Article 36, 

the same shall apply). 

 

Article 36 Effect of Exercise of Right to Revocation 

 

(1) When the other party to multilevel sales revokes the contract offer pursuant to 

Article 35 (1) through (3), the other party shall return the already delivered goods or 

rendered service and multilevel seller shall refund the already received payment for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within the business day following the day on 

which he has the goods or service return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in re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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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yment for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to multilevel salesman, 

multilevel distributor may deduct the expenses within the level set forth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2)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where the other party has paid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by means of credit card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3 of 

Article 2 of the Specialized Credit Financial Business Act, multilevel seller shall 

immediately request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to suspend or cancel the payment 

demand for the delivery of goods or rendering of service. 

(3) In the cases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 2, where the multilevel seller has already 

received the payment for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from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he shall immediately return it to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4) In refunding the payment for the price of goods or cost of ser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vocation of offer pursuant to article 35 (2), if the refund exceeds the amount 

supplied to multilevel salesman, the multilevel distributor can claim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multilevel salesman. 

(5) In the cases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 1, where the service (excluding the right 

to use specified facilities or to have specified services provided) is already provided, 

multilevel seller shall not request the rendering of any service of the same kind as 

the already rendered one or the payment of the cost of such service or the amount 

equivalent to benefits gained by such service. 

(6) In the cases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 1, the expenses necessary for returning 

the delivered goods or rendered service shall be borne by multilevel seller, and 

multilevel seller shall not claim to the other party any penalty for the breach of 

contract or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6) In the cases as referred to under paragraph 1, if the forms of land, building or other 

structure is chang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ndering of service, the other party may 

request the multilevel seller concerned to restore it gratuitously to its origi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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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解除契約

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加人退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參加人自行送回

商品，並返還參加人於契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

之費用。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參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

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

貨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前項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扣除

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參加人依規定終止契約後三十日

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

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

之價值有減損時，期減損之價額。這兩款規定在保障多層次傳銷參加人解

除契約或終止契約時退貨的權利，以免參加人決定退出多層次傳銷事業

時，還要為購買的產品傷腦筋。但是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而言，除增加處

理退貨及已經發放的獎金追討的難題之外，還增加不良份子藉此規定故意

搗亂的風險。因此如何達到對參加人的保障，又能減少對多層次傳銷事業

所帶來的困擾，是一頗值得研究探討的課題。本研究擬從民法的角度分析

此一退貨權利保障的理論基礎，再從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的實務經驗探討

其執行上所遭遇的問題，試著研究應如何調整，以達到最佳效果。 

    對參加人而言，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初由於相關資訊不足，尚在嘗

試階段，因此是需要加以保護。賦予參加人解除或終止契約辦理退出性退

貨之機制，讓參加人不須具備民法所規定之法定事由即可以行解除或終止

契約，避免因參加多層次傳銷事業及進貨所造成的損失。基於公平互惠原

則，多層次傳銷事業必須提供參加人可解除或終止契約後辦退貨之機制，

保障參加人之權益，同時也才能吸引更多的參加人加入其事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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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23-1 of the Fair Trade Law states that within a period of 

thirty days after rescission of the agreement takes effect,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shall accept the application from the participant for 

returning of goods, collect or accept goods returned by the participant, and 

return to the participant all the payment for goods made upon purchase 

and any other fees paid upon participation, accumulated until the time of 

rescission. In returning the payments made by the participant according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may deduct upon 

the time of returning of the goods the value decreased due to the damage 

or loss attributable to the participant, and any bonus or remuneration 

already paid to the participant for purchase of such goods. If the returned 

goods a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re collected by the 

enterprise, the enterprise may deduct the shipping costs required for such 

collection. 

Article 23-2 states that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shall buy back all goods 

possessed by the participant at ninety percent (90%) of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provided that it may be deducted the bonuses or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 participant for the purchase as well as the amount 

of the decreased value of the goods.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statements is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participant to return the goods once he/she decides to withdraw from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However, they cause some problem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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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The handling of the returned goods is one 

problem.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bonuses already paid out to the 

participants related with the returned goods is another problem. Moreover, 

some hostile people may use this regulation to damage the enterprise. 

How to find out the ways to protect the participant and don’t cause 

too much trouble to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 the problem from the 

philosophy of the Civil Law and explore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problems 

of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at 

current regulations are all right with the participant as well as the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The problem of the hostile people using the 

regulation to return a large amount of goods and claim the refund could be 

solved by setting up a tracing scheme for the participant’s ordering amount 

and selling amount. If every multi-level sales enterprise has a sound 

management practice, no serious problem related with the regulations could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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