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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80 年末期，台灣的經濟、社會環境有利於直銷產業發展，美、

日兩國的直銷公司紛紛湧入台灣。1981 年，台灣爆發「台家事件」，

為著名老鼠會詐欺方式，受害人約一萬一千餘人，斂財超過四億餘元，

使得直銷業形象嚴重受損，成為台灣直銷發展黯淡的時刻。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為因應過去十幾年來無法可據、束手無策

之窘境，於 1992 年時，正式實施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使得台灣多層

次傳銷業正式進入有法可循的階段，以避免類似老鼠會案例再次發生。 

根據世界直銷協會聯盟(WFDSA)2004 年度統計資料顯示，臺灣直銷

產業營業額達到 21.34 億美元，創下成長幅度超過 31%的紀錄，在已公

佈的 2004 年營業額的國家和地區中列名第六。 

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2005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

況調查報告顯示，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蓬勃發展至今已有報備家數 735

家，實際營運家數 288 家，總營業額 683.73 億元，參加人數 403.7 萬

人，已成為重要的「行銷通路」之一。 

有鑑於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型態日益多元化，公平會於 2004 年 7

月研定「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不僅將管理辦法提昇其法律位階，

而為保護消費者權益，加重行政與刑罰，將變質多層次傳銷的刑度加

重到 7 年以下，罰鍰提高到 1 億 5000 萬元以下。 

直銷產業在台灣的發展競爭程度不亞於任何行業，在政府的法令

管理外，「中華民國直銷協會」於 1990 年 12 月 12 日正式誕生，並參

考「世界直銷聯盟商德約法」，於 1996 年 6 月 1 日起實施『直銷商德

約法』，由全體會員公司及其直銷商共同遵守，作為直銷業的自律規

範，該會並設有商德約法委員會，負責商德約法的推廣，並成立商德

約法督導人，以執行有關商德約法的申訴案件，藉由本身的自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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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提昇直銷業的形象。 

但由於直銷協會會員多為大型直銷公司，業者之自律似乎未能規

範到多數未加入協會的直銷公司，遑論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而

未向公平會報備的業者，業者之自律未必能達成提升產業形象之目的。 

國內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是以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三條為核心及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為骨架的管理制度，並採取報備制，其優點

是政府並不需要龐大的人力來處理傳銷事業的申請案件，傳銷公司也

不需要為了取得許可核准而去關說送紅包，滋生官員貪污舞弊的機

會。這種低度涉入管理的報備制度在市場秩序良好情況下是非常經濟

有效率的管理方式，論者咸認為這是國內傳銷事業能蓬勃發展相當重

要的原因。 

但多年下來，雖然產業蓬勃成長，多層次傳銷事業仍不斷傳出違

法傳銷行為，根據研究，社會大眾對於多層次傳銷業之接受程度並未

過半(陳德發，2004)。這意味著在政府低度涉入管理的報備制他律及

業者自行管理的自律之外，仍須有其他輔助措施才能提高產業形象，

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 

從交易成本理論來分析，多層次傳銷業之產業特性及其營運主要

問題在於「交易人之間交易成本過高」，交易雙方之間(傳銷公司與參

加人、傳銷公司與消費者、參加人與消費者)「資訊不對稱」及「交易

人投機」導致交易成本過高，其他如銷售某些遠期商品、無形商品、

高單價商品、化妝品/營養健康食品之宣稱產品利益或品質不易確保等

等問題亦導致交易成本過高。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提高傳銷事業之可信賴度，減少傳銷事業之

投機心理，提供參加人及消費者辨別傳銷事業良窳的標章認證都能減

少交易成本，而執行此項任務的機構除政府公平會持續現行之報備管

理外，重要的是成立公正客觀，且具評鑑專業能力的第三者來進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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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統治」，以降低多層次傳銷公司與參加人及消費者之間的交易成本，

進而促使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健全發展以及保障參加人及消費者之權

益，乃有本計畫對於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之研究，建立一套多層次

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度」及「專業評鑑指標」，並成立公正及專業

之第三方機構，以專業、公平及公正的評鑑政策與實施機制，透過資

訊充分揭露，制度徹底落實及後續定期追蹤與監視，創造出對「政府、

業者、參加人及消費者」四贏之局面。 

評鑑制度立意可從「興利」與「除弊」兩方面來思維，興利是希

望透過評鑑/認證制度提供業者間互相學習、觀摩及砥礪之平台，促進

產業健全發展；除弊是希望透過評鑑/認證制度避免不法多層次傳銷業

者為非作歹，進而達到良幣驅逐劣幣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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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建立一套專業、合法、公平及公正的『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評鑑/認證指標」與「評鑑/認證制度」』，以達下列

目標： 

一、建立專業、合法、公平、公正及實用之評鑑/認證指標，且提

供指標定義說明，以能有效執行評鑑作業。 

二、建立一套「甄選公正第三者的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之政策

與機制，並透過此專業及公正之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來落實

評鑑政策措施之推動。 

三、透過評鑑/認證指標與制度提供業者間互相學習、觀摩及砥礪

之平台，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四、透過評鑑/認證指標與至追蹤監理制度以防範不法多層次傳銷

之詐騙事情發生。 

五、透過評鑑/認證指標與制度提供正確之傳銷事業資訊，以保障

參加人及消費者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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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於確定研究問題與目的後，本研究繪出研究流程圖如圖 1.3.1 所

示，作為研究發展之藍圖。 

 

 

 

 

 

 

 

 

 

 

 

 

 

 

圖 1.3.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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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訪談觀念性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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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多層次傳銷產業發展概況 

一、多層次傳銷之定義 

多層次傳銷為行銷通路的一種，係指企業透過一連串獨立之直銷

商銷售商品，每一直銷商除可賺取零售利潤外，並可透過自己所招募、

訓練的直銷商而建立之銷售網來銷售公司產品，以獲取獎金及其他經

濟利益。 

二、多層次傳銷產業經營概況 

鑑於以往不正當的多層次傳銷曾造成不小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國

公平交易法特將多層次傳銷行為納入規範，並且訂定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以為執行管理之依據。且依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所有從事

多層次傳銷的事業，均需向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公平交易委員會並

自 1993 年起每年編製「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該報告針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舉辦調查，調查項目有：「1.基

本資料：包括事業名稱、聯絡電話、事業成立時間、資本額、員工人

數、營業據點分布、多層次傳銷採行情形、異業結盟概況等。2.事業

經營概況：參加人加入之條件、參加人總數、訂貨及領取佣金人數、

女性及專職之比率；各層級參加人職稱及人數；銷售產品種類、占總

營業額之百分比及來源；事業營業總額、商品或勞務製造(或進貨)成

本及支付傳銷商之佣金；退貨規定、續約條件及佣金計算制度；舉辦

活動之情形」。以下將十餘年來多層次傳銷經營概況彙整如表 2.1.1

所示，並分項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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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1994-2005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統計表 

1994-2005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統計表 

年度 

項目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營業額(億元) 394.06 448.45 407.57 380.79 391.96 357.34 380.86 385.73 431.77 519.91 683.04 683.73

獎金(億元) 183.79 207.22 181.92 172.38 176.38 160.2 169.64 168.5 196.63 236.99 279.3 284.7

獎金占產值比例 46.64 46.21 44.64 45.27 45 44.83 44.54 43.68 45.54 45.58 40.89 41.64

報備家數 431 604 758 844 741 644 644 651 729 745 739 735 

營運家數 183 210 275 240 242 209 191 215 252 264 276 288 

參加人數(萬人) 161.9 198.6 236.4 272.4 278.1 281.1 283.4 313.6 326.9 381.8 387.7 403.7

佔人口比例(%) 7.66 9.32 11.01 12.56 12.72 12.76 12.76 14.04 14.56 16.94 17.09 17.73

訂貨人數(萬人) 68 90 88.7 87.3 97.9 107.2 112.5 111.1 118.5 126.7 134.1 151.5

佔參加人口比例(%) 42 45.32 37.52 32 35.2 38.14 39.7 35.43 36.25 32.67 34.59 37.53

領獎金人數值(萬人)  58.7 58 58.25 59 64.6 57.9 57 63.1 66.8 77.8 86.4

佔參加人口比例(%)  29.56 24.53 21.37 21.22 22.98 20.43 18.18 19.3 17.23 20.07 21.4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1.營業額 

從圖 2.1.1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產值從「394.06 億元成長至 683.03 億元」，約成長 73.3％。2005 年

相對於 2004 年，僅微量成長 0.10﹪，若與原先預測 2005 年產業規模

800.39 億元來看，整體事業之營業額並未達成 2004 年預定之營業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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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營業額  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2.獎金 

從圖 2.1.2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獎金從「183.79 億元成長至 279.3 億元」，約成長 52﹪。另外，根據

公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在2005年獎金成長至329.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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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獎金  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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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備家數 

從圖 2.2.3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報備家數從「431 家成長至 739 家」，約成長 71.5﹪。另外，根據公

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2005年報備家數為735家，截至 2006

年 6 月為 73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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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報備家數  單位：家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4.營運家數 

從圖 2.1.4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營運家數從「183 家成長至 276 家」，約成長 50.8﹪。另外，根據公

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在 2005 年營運家數成長至 28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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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營運家數  單位：家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5.參加人數 

從圖 2.1.5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參

加人數從「161.9 萬人成長至 387.7 萬人」，約成長 139.5﹪。另外，

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在 2005 年參加人數成長至

403.7 萬人。 

 

 

 

 

 

 

 

 

 

 

 

圖 2.1.5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參加人數  單位：萬人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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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訂貨人數 

從圖 2.1.6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訂貨人數從「68 萬人成長至 134.1 萬人」，約成長 97.2﹪。另外，根

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在 2005 年訂貨人數成長至

151.5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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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1994-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訂貨人數  單位：萬人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7.領獎金人數 

從圖 2.1.7 可看出自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的

領獎金人數從「58.7 萬人成長至 77.8 萬人」，約成長 97.2﹪。另外，

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最新統計數據顯示，在 2005 領獎金人數成長至

86.4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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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1995-2004 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領獎金人數  單位：萬人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8.2005 年多層次傳銷商品銷售額 

根據 2005 年公平交易會調查顯示，多層事傳銷事業銷售額以營養

保健食品為最大，計 298.43 億元(占 43.65%)，其次為美容保養品，計

148.17 億元(占 21.67%)，第三位為衣著與飾品 54.45 億元(占 7.96%)，

第四則為清潔用品 38.57 億元(占 5.64%)，另各類營業額與 93 年比較，

其中營養保健食品、清潔用品及飲、濾飲水器材分別增加 19.30 億元、

8.72 億元及 7.55 億元，而美容保養品及衣著與飾品分別減少 25.66

億元及 11.46 億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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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5 年前 10 大傳銷公司 

表 2.1.2  2005年前10大傳銷公司營業額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公司名稱 
公司 
屬性 

營業額 成長率 熱銷產品 

克緹國際貿易(股)公司 本土 66.6 -33% 
營養保健食品、美容保
養品 

安麗日用品(股)公司 美商 65.8 28% 
營養補充食品、美容保
養品、家庭清潔用品 

台灣雅芳(股)公司 美商 46.62 8% 美容保養品 

美商亞洲美樂家(股)台
灣分公司 

美商 32.16 14% 茶樹精油產品 

階梯(股)公司 本土 32.02 77.89% 階梯數位學院 

美商如新華茂(股)公司 美商 32 9% 
營養保健食品、美容保
養品 

美商賀寶芙(股)台灣分
公司 

美商 32 18.52% 營養飲品、營養茶飲 

美商仙妮蕾德(股)台灣
分公司 

美商 24.16 20.49%
欣樂即溶飲品、薇麗多
福、欣妮吉濃縮液 

善美得國際(股)公司 日商 -- -- 調整型內衣 

台灣妮芙露(股)公司 日商 16.98 -31.1% 毛毯、方巾 

資料來源：直銷雙週報（2006/07/02~2006/07/15） 

註:上述資料來源係「直銷雙週報」向各直銷公司調查的結果 

三、多層次傳銷產業問題分析  

（一）多層次傳銷業者所面臨之問題如下所述： 

1、擔憂非法多層次傳銷業之破壞。 

2、同類產品競爭加劇。 

3、市場不景氣影響經營。 

4、參加人漸減少。 

5、感受到市場漸趨飽和。 

6、傳統通路競爭激烈。 

（二）參加人所面臨的問題如下所述： 

1、參加人需繳交權利金問題。 

2、參加人之權利義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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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佣金、獎金制度問題，例如：獎金來源為介紹他人加入，

而非靠銷售商品貨的利潤，變質的多層次傳銷行為。 

4、參加人被強迫囤積大量商品問題。 

5、參加人退貨問題。 

6、參加人因退出而產生之權利義務問題。 

（三）消費者所面臨的問題如下所述： 

1、商品品質問題。 

2、商品安全問題。 

3、商品退貨問題。 

4、商品售後服務問題。 

5、遭參加人強迫推銷商品問題。 

6、遭參加人強迫入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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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制度探討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發展與管理歷程 

1980 年代末期，台灣的經濟、社會環境有利於直銷產業發展，美、

日兩國的多層次傳銷公司湧入台灣，二十年來傳銷業在台灣已逐漸成

為一個穩定的行銷通路。 

這段產業發展歷程發生最重大的違法事件為 1981 年的「台家事

件」，以老鼠會詐欺方式斂財，受害人約達一萬一千餘人，斂財總額

超過四億餘元，為台灣多層次傳銷業發展的黯淡時刻。 

鑒於以往不正當的多層次傳銷曾造成不小的社會問題，因此公平

交易法特將多層次傳銷行為納入規範，授權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此辦法於 1992 年正式實施，所有從事多層次傳銷的

事業均需向公平會「報備」。 

二、多層次傳銷業之違規案件統計 

依據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公佈的數據，截至 2006 年 6 月底止，向該

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計有 735 家，實際從事傳銷營運業務者

僅有 288 家。 

根據 1992-2006 年違反公平法案件之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第

23、23-1~23-4 條)統計如表 2.2.1 所示，截至 2006 年 7 月底，共有

346 件，歷年多次的不當傳銷行為使多層次傳銷業負面的刻版印象普遍

存在於民眾心中，如何改善產業形象，不讓劣幣驅逐良幣，使絕大數

正派經營業者的名聲不受玷污，實為業者、政府當共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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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1992-2006 違反公平法案件之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統計表 

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第 23、23-1~23-4 條)統計 

總計 346 

1992 年 4 

1993 年 11 

1994 年 15 

1995 年 16 

1996 年 5 

1997 年 20 

1998 年 27 

1999 年 15 

2000 年 24 

2001 年 35 

2003 年 55 

2003 年 31 

2004 年 38 

2005 年 39 

2006 年 1 至 7 月 11 
資料來源：公平交易委員會 

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重要條文釋義 

多層次傳銷業之業者品質良莠不齊，雖有報備，消費者或參加人

仍無法事先了解該公司傳銷行為之合法性，進而事先防範，避免受騙，

因此公平會擬出近年來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中，消費者或參加人較易

混淆的五項目，作成解釋案廣為週知，以增加社會大眾對多層次傳銷

行為合法性之認識，亦作為本項評鑑制度通過與否的判別參考。 

（一）解除契約後獎金或報酬扣除範圍 

根據公報第一卷第四期公研釋○○六號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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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三款解除契約後獎金或報酬扣除範圍之疑義。所得扣除已

給付之獎金或報酬，應涵蓋進貨所已給付之獎金或報酬，惟退貨時所

扣除之獎金或報酬，應僅限扣除退貨當事人所獲得之部分，至於其餘

各相關之參加人因該筆進貨所已獲取之獎金或報酬，則應分別向各該

相關參加人追回，而不得全數由解約當事人所退商品之價金中扣除，

否則將造成對退貨當事人不公。 

（二）「主要」及「合理市價」認定標準 

根據公報第一卷第五期公研釋○○八號公平法第二十三「主要」

及「合理市價」認定標準之疑義。 

1. 「主要」 

(1) 多層次傳銷，其參加人利潤來源若可清楚劃分為二，一為單純來

自介紹他人加入，一為來自推廣或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價格，此時

先認定其利潤來源，若主要來係自介紹他人加入，即違反公交法

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至於「主要」如何認定，美國法院解釋「主

要」為「顯著地」，並曾以五○％作為判定標準之參考，屆時再

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及檢舉受害層面和程度等實際狀況做「合

理認定」。 

(2) 多數之多層次傳銷，參加人利潤來源無法明確分割多少純係來自

介紹他人，多少純係來自推廣或銷售商品或勞務，即兼含此兩種

報酬，此時欲判斷是否符合公交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應從其商

品售價是否係「合理市價」判定之。 

2. 「合理市價」－ 

(1) 市場有同類競爭商品或勞務： 

此時欲認定是否係「合理市價」時，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類

產品或勞務之售價、品質應係最主要之參考依據，此外，多層次

傳銷事業之獲利率，與以非多層次傳銷方示行銷相同或同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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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獲利率之比較，亦可供參考，其他考慮因素尚包括成本、特

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 

(2) 市場無同類競爭商品或勞務： 

將就個案認定。 

（三）取回商品反還價金，扣除之範圍及向公平會報備後，是否有核

准之回函 

根據公報第一卷第七期公研釋○三○號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中

有關取品商品反還價金，扣除之範圍及向本會報備後，是否有核准之

回函等疑義。 

1. 按法令規定締約當事人之一方在締約後一定期間內得不具任何

理由解除契約者，其規定性質為賦予該方當事人以猶豫權，故行

使該解除權解除契約為猶豫權之行使行為。若因此使締約相對人

遭受任何損害，自不負損害賠償責任。事先約定行使猶豫權者應

對相對人給付退約手續費或其他費用，屬信賴利益之賠償特約，

與前述猶豫權之規定章旨似有不符。其前後矛盾之情形，違反誠

實信用原則，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訂(定型化)契約中不得包含此種

類或類似約款。 

2.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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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給付之費用是否包括資料袋及月刊的費用？若資料袋已用過

或不完整，是否可以不退？已交給之月刊是否能扣除費用？」乙

節，查資料袋及月刊之費用，應屬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加入時給付之費用」之範圍，自當返還，但資料袋及已交付之

月刊費用，如有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六款規定情形，應可要求

償還其價額。 

3. 有關「每年續約費用四百元為十二期月刊成本，參加人終止契約

時，此部份是否退費？是否能就已寄出的部分扣除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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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節，查終止契約，其效力係向後發生，並無須如解除契約之應

負回復原狀義務。故來函所稱之月刊費，於契約終止時，多層次

傳銷事業僅須就當時尚未寄送部分退費，至於契約終止前已寄達

者，因係屬在契約有效期間內完成之行為，無須退費。 

4. 有關「參加人退出時，其退貨產品有效期限已過，可否不用退款？

已拆封或已食用一部份是否可視為商品之價值已完全減損而不

退還其貨款？又是否可規定須檢附原購貨之發票，才准辦理退

貨？」乙節，依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參加人退出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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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

損之價額。」其中於計算取回商品之減損價額時，應勘酌該商品

之交易上特性與功能性，如一般交易上均認為該商品已無交易上

之價值或已喪失其應有之功能，而有該款扣除規定之適用；至於

已拆封而數量未短少或已食服用一部份之情形，則應檢視該商品

交易上特性，以其是否存有交易上之價值斷定有該無該款扣除規

定之適用。又規定須檢附原購貨之發票，才准辦理退貨乙節，只

要其並非阻撓參加人退出組織，應屬契約自由範圍。 

5. 至於「向公平會報備，是否有核准之回函？」乙節，依管理辦法

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採報備制度，公平會並不負審查之責，

當然亦無核准之回函，多層次傳銷公司於實施前報備，即可為營

業行為。 

（四）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人如何行使退貨、退費權利 

根據公報第一卷第九期公研釋○四○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

人如何行使退貨、退費權利等疑義。 

1. 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之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

人有向其所參加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解除契約、終止契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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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退貨、退費之權利，換言之，因販賣產品予台端之公司係一

多層次傳銷事業，而台端係加入該公司傳銷行列之參加人，即

可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要求退貨、退費。 

2. 關於退費之時間，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之規定參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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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應於契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參加人退費之申請，返

還參加人解約所有商品之進貨價金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

另參加人於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得隨以書面終止契約，退出多

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終止契約後三十日內，事業應以

參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參加人所持有商品，至於台端

函詢產品退貨時是否原封不動，則應由個別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再不違背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之前提下，視商品之

特性，可量要求退貨商品之效用，可銷售性等因素，並參酌傳

銷行銷市場，對同類商品之退貨規定，在合理範圍內與參加人

自行約定。 

3. 若多層次傳銷事業不依管理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接受參加人解

除契約、終止契約退貨，參加人即可向公平會申訴、經公平會

調查結果，若事業確未依規定執行退貨，公平會將依規定予以

處分。 

4. 判斷是不是合法多層次傳銷事業應參考「公平交易法」及「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若該事業之制度及執行悉依上述法令規

定，即為合法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五）解除契約獎金或報酬扣除範圍之解釋，是否會造成對公司不公

平 

根據公報第二卷第八期公研釋○六三號有關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解除契約獎金或報酬扣除範圍之解釋，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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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對公司不公平之疑義。 

1. 為保障參加人之權利，防止不肖多層次傳銷業者以欺騙或故意

隱瞞事實之方式誤導參加人或以不當方式使參加人因一時衝 

動購買產品之弊端，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中明文規定參

加人有解約、終止契約退貨、退費之權利。 

2. 依一般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獎金發放制度，通常對參加人之每一

筆進貨，給付獎金或報酬之對象，除該參加人本身之外，尚有

該參加人之若干上層參加（介紹）人；對於後者所付之獎金，

若於解除時自退予參加人之商品價金中扣除，則參加人所得之

價款與原先所支付者有相當差距，即與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規

定參加人反悔並退貨之意旨不符，故參加人退貨，應由事業負

責向各該相關參加人追回，而不得由解約或終止契約之參加人

所退回商品之價金中扣除；雖然業者因此須承擔向退貨參加人

之上線追回獎金或報酬之責任，甚至負擔無法追回之風險，然

此即為（一）所述，為防止多層次傳銷事業不當誘使參加人加

入所致，應無不當。 

四、正當與不正當之多層次傳銷行為之判別基準 

目前，世界各國都對多層次傳銷的合法性，不斷地尋求可因應市

場趨勢的方法，並加以修正調整。在參考美國、英國、日本、香港及

台灣的市場狀況及其法令對多層次傳銷的定義後，透過多層次傳銷預

警指標之探討與選擇之研究得知下列區分合法多層次傳銷與非法多層

次傳銷的判別指標(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民 81 年）及劉邦典等（民

81 年），多層次傳銷預警指標之探討與選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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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正當與不正當多層次傳銷的判別指標 

判別指標 正當的多層次傳銷 不正當的多層次傳銷 

公司利潤來源 靠整體傳銷商的零售業績。 靠新加入成員的入會費。 

加入條件 1. 公司要求新進會員繳交小

額的資料費。 

2. 不須繳費，亦不須訂貨。 

需繳交相當大筆金額的入會

費，甚至須購買相當數量之產

品，且不准許退貨。 

參加人的利潤

來源 

以傳銷商的零售利潤及其與

下線參加人間的業績獎金差

額為主要來源。 

以介紹他人加入抽取佣金為

主要收入來源。 

招募新進會員

的 

策略 

強調可因自身的努力而逐漸

增加收入。 

往往誇大收入，以高利引誘，

強調快速致富作為吸引新進

會員的手段。 

公司壽命 長久。 短暫。 

制度性質 公平合理、精密周延、很難坐

享其成。 

強調高報酬、易升遷，可以坐

享其成。 

產品價格 產品價格合理且具有市場競

爭力。 

產品價格沒有競爭力或其價

值很難認定。 

產品的 

策略 

非常重視產品品質。 產品本身並不重要，主要是以

產品作為其非法行為的掩護。

產品保證 有滿意保證或責任保險。 無滿意保證或責任保險。 

訂貨 禁止傳銷商囤積存貨，或規定

必需銷售一定百分比的產品

才能再訂貨。 

鼓勵囤積存貨以爭取獎金或

晉升的機會。 

產品退貨 可接受一定期間內的無因退

貨(但需扣除已領獎金與產品

價值之減損部分)。 

1. 不准退貨。 

2. 退貨的條件嚴苛。 

經營理念 長期提供優良產品以滿足顧

額需求。 

短期內搾取大量財富。 

傳銷商的訓練

教育 

強調認識產品品質與特性，教

導正確的傳銷理念與銷售技

巧。 

強調如何拉人頭與快速致富。

傳銷商之保障 傳銷商之義務、責任及應享有

的權利於契約內規定的很清

楚。 

無明確的規定。 

資料來源：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民 81 年）及劉邦典等（民 8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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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層次傳銷業之內部自我規範 

一、自律與他律之抉擇 

世界各國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法規各有寬緊，美國各州、

日本、韓國屬高度管理的法規精神，法規內容嚴謹詳細。其中又以日

本以『特定商業交易法』和『無限連鎖鏈防止法』，不斷匡正多層次

傳銷行為，促進行業發展。澳大利亞、紐西蘭與台灣則較寬鬆，屬低

度的管理與推廣高度的自律模式。 

政府之低度管理實源於公平會第一任主委王志剛博士之卓見。王

志剛博士以其市場競爭專業概念，於 1992 年為台灣的多層次傳銷管理

制度奠定下"報備制"，減少人為的管理讓市場自由競爭。在管理辦法

訂定之初，引起究竟採事前許可制或報備制之討論，學者專家認為以

公平會人力，事前許可制會增加行政上負擔，且如果經主管許可後卻

從事詐欺工作，許可文件反而成為不肖業者持以詐騙消費者之工具，

因此採報備主義較恰當(賴源河, 2005)。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報備」是指公司決定要

以傳銷方式來銷售商品時，事先通知主管機關，以便納入主管機關的

監督及管理的程序，屬於低度的「事前」管制措施 (林慶堂, 2005)。

然而「報備」並不表示事業所從事的傳銷行為皆屬合法，合法與否的

判斷，是從它實際上從事的傳銷行為來認定。所以，「報備」只是傳

銷事業從事傳銷活動前應該履行的法定義務，其背後有信賴傳銷公司

之自律行為。自律，是一種自我的控制，它包含兩個層次，一個是自

己約束自己，這是一種消極的自律；另外一個就是自己管理自己，這

是一種積極的自律行為方式。自律之功能除可補足法規與行政監管之

不足外，更可促使業者自發性自我約束及自治，並降低主管機關的監

理成本，進一步達成保障參加人及消費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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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自律補他律之不足 

二十年來之產業發展成果證實政府之低度管理在市場秩序良好下

是一個有效率之管理方式，若能輔以業者之自律行為，自能減少政府

對該行業之管理成本及整體之社會成本。所以政府與學者皆鼓勵並推

廣多層次傳銷業以『商德約法』約束彼此的商業行為，希以自律補他

律之不足。 

對於傳銷業者之自律行為，當首推直銷協會之「商德約法」。傳

銷業者為了改變國人對直銷的誤解，推廣正確的直銷理念，加速建立

產業秩序與自律決心，在台灣英文雜誌社董事長陳嘉男先生的帶領以

及創始會員：安麗、雅芳、怡樂智、統健、松柏等公司的運作下，一

個直銷業者的自律團體於 1986 年 4 月正式成立。初期以「直銷聯誼會」

的名稱運作，在 1990 年 8 月，經由內政部核准籌組「中華民國直銷協

會」；同年 12 月 12 日，中華民國第一個直銷產業公益組織正式誕生。

從聯誼會時期至今已屆 18 年，國內的重量級直銷業者都羅列在協會的

成員當中，並與國際直銷產業同步發展。這 10 餘年來，直銷協會一直

發揮整合、協調、自律、溝通、研究發展及國際交流的功能，致力直

銷產業的健全發展。而其主要措施為會員入會資格審查及推動商德約

法。 

三、商德約法 

直銷協會參考「世界直銷聯盟商德約法」，於 1996 年 6 月 1 日起

實施『直銷商德約法』(如附件一)，由全體會員公司及其直銷商共同

遵守，作為直銷業的自律規範。協會除設有商德約法委員會，負責商

德約法的推廣，並成立商德約法督導人，以執行有關商德約法的申訴

案件，期許能透過商德約法改善直銷業之社會形象，確保直銷公司、

參加人、消費者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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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銷協會入會審查 

根據「中華民國直銷協會」章程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所訂定之

直銷協會入會審查辦法，申請加入為團體會員者，須符合表 2.3.1 之

資格規定，詳實填寫並簽署「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團體會員申請書」，

經「會籍委員會」委員二人之實際瞭解及初審，如符合申請要件，直

銷協會通知申請事業單位向理監事介紹其公司之經營理念、業務計

劃、銷售產品及營運狀況等以作批准之依據，直銷協會並製作「入會

申請檢核表」(如表 2.3.2 ) ，從公司、制度、產品三大方向延伸出諸

多細項，以供會籍委員會委員代表作新直銷公司入會申請審核。 

表 2.3.1  直銷協會之會員入會資格表 

1、申請單位及其所指定參加直銷協會活動之代表人須無下列情形

之一： 

（1）經刑事有罪判決確定，且未執行完畢者。  

（2）經法院通緝在案者。  

（3）未年滿二十歲者。  

（4）經法院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5）曾從事非法傳銷行為或相類之活動者。 

2、申請單位須係中華民國境內之經合法登記並營運之公司行號。

3、申請單位之公司行號須在中華民國首先發起並實施某一直接銷

售業務計劃，其公司行號若為原直接銷售體系及制度之創始

者，則申請單位之公司負責人或經營者其兼具公開的直銷商身

份，並不受入會之限制。 

4、申請單位其成立且從事直接銷售業務須滿一年；但如為國際性

之直銷公司在台所設之分公司或總代理，經查證其母公司已為

「世界直銷協會聯盟」之會員者，即不受本條一年之限制。 

5、申請單位其直銷產品須未違反法令或公序良俗，且無違反之虞

者。 

6、申請單位其直接銷售業務計劃及輔導資料須未違反法令或欺罔

公眾，且無違反之虞者。 

7、申請單位其實際負責人或登記之負責人須從未從事非法傳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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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相類活動。 

8、申請單位須從未接受國內從事非法傳銷行為或相類活動者之協

助或指導，或與之往來。 

9、申請單位經營及財務狀況須正常穩定。 

10、凡屬多層次傳銷公司行號在申請加入團體會員前，必須先向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並將報備文號及內容副本與「中

華民國直銷協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公司登記證影本一併

送交協會審核。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直銷協會 

 

表 2.3.2  直銷協會之會員入會申請檢核表 

一、公司 

□ 公司近年來營業狀況如何（營業額、會員人數…等） 

□ 公司規模、組織概況 

□ 公司財務狀況、是否有誠實開立統一發票 

□ 公司股東或董事與經營者，是否紮實可靠；有無撈一票心態 

□ 公司主體與營業分處是否均擁有合法營業執照或准許營業之

證明文件 

□ 是否有向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 

□ 是否有依規定詳細列舉退換貨辦法 

□ 近三年內是否曾為民、刑事訴訟之被告 

□ 近三年內是否曾違背公平交易法，若有，詳細情形為何 

□ 闡述公司優勢或相關文宣品中，語句用詞是否有誇張或誤導之

嫌 

□ 入會門檻是否合理 

□ 公司相關規定是否有讓經銷商囤貨之嫌、有無損害經銷商權益

之實 

二、產品 

□ 產品來源是否可靠、合法 

□ 產品製程是否符合衛生法規 

□ 產品包裝標示是否符合規定 

□ 產品價格是否合理 

□ 產品介紹之相關文宣品中，語句用詞是否有涉及療效或誇張、

誤導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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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度 

□ 獎金發放比例是否合理、有無虛設誤導之獎金 

□ 實際發放百分比有無發爆之虞 

□ 獎金分配有無不合理之處 

□ 金額與 PV（獎金計算點值）之比例是否合理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直銷協會 

五、他律、自律之不足與三邊統治之必要 

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採取報備制之低度管理原是一相當有效率之

管理方式，但「報備不等於合法，不報備一定違法」卻未必為社會大

眾所週知，反而讓不肖的已報備業者以此作為「合法」的幌子，做出

不當傳銷行為，傷害消費者及參加人之權益；而社會上有些罔顧合法

經營的公司未向公平會報備，但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這些違

法公司更是重大傳銷違法案件的主角。 

報備及未報備業者的違法傳銷行為嚴重傷害產業形象，顯見政府

採取低度管理方式之他律政策未必能杜絕產業中劣幣驅逐良幣之現

象。 

另一面，直銷協會推動之商德約法及業者自律雖然達到一定效

果，協會會員之營業額更佔產業規模的一半，但就產業秩序來看，嚴

謹之入會審查使得目前之會員數僅 37 家，而向公平會報備且執行多層

次傳銷業務的公司達 288 家(2005 年) ，顯示多數報備傳銷業者限於規

模或經營能力，未能成為協會會員，接受此套自律規範，遑論那些未

報備傳銷業者的非法傳銷行為，更是缺乏同業自律規範之心。 

多數報備傳銷業者未能加入直銷協會，未報備業者更是缺乏規

範，顯見業者自律政策未必能杜絕產業中劣幣驅逐良幣之現象。 

綜合而言，有些變質的報備及未報備的多層次傳銷公司，因其「自

律性」太差而衍生許多違反管理辦法之事件，造成社會與經濟的動盪。

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希望在他律、自律不足之下，透過公正客觀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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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來執行「三邊統治」，透過「多層次傳銷評鑑」制度，鼓勵、促

使傳銷事業將資訊透明化、公開化，而常態性的監督更能有效降低傳

銷事業與參加人及消費者間之交易成本，透過第三者的力量導正產業

的行為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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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多層次傳銷產業現況與管理法規 

一、全球各國直銷產業現況 

根據世界直銷聯盟（WFDSA）統計，目前全球之前十大直銷市場依

序為美國、日本、法國、韓國、墨西哥、德國、巴西、英國、義大利

及阿根廷等國；全球前十大直銷從業人員依序為美國、印尼、泰國、

台灣、韓國、馬來西亞、日本、菲律賓、墨西哥及巴西等國，如表 2.4.1 

所示 。 

表  2.4.1  2004 年全球各國直銷統計報告 

 

資料來源：

0Hhttp://www.dsrc.nsysu.edu.tw/dsrc-tn/infor-service/business-survey/200

4-survey/2004-worl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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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直銷協會聯盟(WFDSA)公佈的統計資料，除美、日兩個直

銷大國尚未公佈 2004 年度的營業概況外，近來各項經濟指標皆引來國

際關注的韓國，以 80.3 億美元的營業額，奪下已公佈業績國家或地區

的第一名。  

    巴西直銷產業 2004 年的營業額為 39.21 億美元。排名在巴西之後

的英國、義大利、德國，營業額與 2003 年相較均無太大差異。其中英

國微幅下滑，義大利及德國都呈上升趨勢，而他們的營業額分別為：

英國 30.32 億美元，義大利 29.79 億美元，德國 28.75 億美元。  

    臺灣地區的直銷產業在 2004 年創下成長幅度超過 31%的紀錄，營

業額達到 21.34 億美元，在已公佈的 2004 年營業額的國家和地區中列

名第六。而在其他尚未公佈的國家和地區中，除美、日兩國外，只有

墨西哥可能超越臺灣地區(墨西哥 2003 年直銷業營業總額為 28.85 億

美元)，而馬來西亞的營業狀況應該與臺灣地區較為接近(馬來西亞

2003 年直銷業營業總額為 12.6 億美元)。  

    在“十大＂之外，澳大利亞、加拿大、俄羅斯的直銷產業業績均

達到 10 億美元以上，但是加拿大與俄羅斯均為成長型態，澳大利亞較

2001 年時則呈衰退跡象。另外，與臺灣地區鄰近的泰國及新加坡，2004

年直銷產業營業額分別為8.8億美元和3.18億美元。其中，泰國較2003

年成長近 10%，而新加坡的營業額雖不大，但與 2003 年比較，成長幅

度為 22%，近年仍有可能繼續向上攀升。在中國內地市場開放後，鄰近

的華人直銷市場應該都會受到連帶影響。(中國直銷網新聞，2006) 

二、美國 

1.傳銷產業現況 

1945 年美國在加州成立的 Nutrilite 公司是最先發展出同時進行

產品銷售和發展企業組織網的行銷模式。多層次傳銷 Multi-Level 

Marketing (MLM)亦稱為網絡(Network)傳銷，像傳道般的接近消費者

(Walsh, 1999)。 

1970 年代以備受質疑的姿態進入主流經營市場，一直以來如何讓

多層次傳銷模式被主流經營的循環所信賴，是產、官、學界共同的議

題。MLM 是一種捷徑式達成傳統零售商銷售技術的經營方式。美國則因

解雇潮使許多中階管理者轉向 MLM 市場。依據美國直銷協會(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資料顯示，90%的 MLM 參加者每年所得低於美金

5,000 元(Wals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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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法的 Pyramid Selling 與合法的 MLM 常混淆參加人與消費者，

一位美國 Michigan 助理首席檢察官 Robert Ward 即強調；每個不合法

的 Pyramid Selling 都是 MLM，但不是每個 MLM 都是不合法的 Pyramid 

Selling。簡單區別二者方法，不合法的 Pyramid Selling 專注於招募

新的參加者以賺錢；合法的 MLM 則專注於銷售產品。(Walsh, 1999) 

自 Amway(安麗)兩位創辦人開創直銷事業五十餘年以來，美國本土

直銷市場已經擁有 295.5 億美元，也擴大到 1300 萬人。十年來的發展，

美國直銷市場不論在直銷商人數或產業產值兩個項目上面，都呈現倍

增的現象。美國直銷總產值由 1994 年的 160.5 億元穩定成長到 2003

年 295.5 億元，成長幅度近 80%；而直銷商的總人數則由 630 萬人成長

到 1 千 330 萬人，成長了 111%。 

健康商品，在整體市場中僅占 15.3%，家庭日用品 32%、美容保養

30%。性別年齡與教育程度的分析，美國參與直銷事業的人口中， 79.9%

為女性。主力分佈在 35—54 歲，占 54%；18—34 歲則為第二，占 23%，

高齡族群 65 歲以上的參與者只有 8%。教育程度而言，美國直銷人口

中，有 67%為大專以上的教育程度， 24%高中程度者，可知中、高等教

育程度者占 91%，顯然教育程度較高者，對直銷經營模式有高度的期

許。(中國直銷網新聞，2006)  

2. 管理法規 

在美國，聯邦及各州為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行為（法律用語為「金

字塔銷售術」）、制止不當訪販手法之多層次傳銷行為、保護消費者

利益及維護市場交易秩序，聯邦及各州各自援用及制訂不同的法律，

故對於多層次傳銷規範的法律相當繁雜，其型態可分為以下三種： 

(1) 對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a. 直接制訂金字塔銷售術法 

    目前大多數的州盡趨向於訂定專門法規來禁止金字塔銷售術，不

論是單獨立法或置於他種法規中，而幾乎各州都有反金字塔銷售術法

的規範，如亞利桑那州（Arizona）、肯塔基州（Kentucky）等。 

b. 其他法律 

    (a) 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如伊利諾州

（Illinois）與科羅拉多州（Ca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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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不正當競爭或不公平交易慣行法（Unfair Competition Act 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ct）如南卡羅納州（South 

Carolina）與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 

    (c) 刑法（Penal code）如加利福尼亞州（Califonia）。 

    (d) 證券法（securities statutes）或彩券法（lottery statutes）

如紐約州的證券法與北卡羅來納州彩券法，都是在尚未制訂

金字塔銷售法之前，對不正當多層次傳銷所適用的法律。 

 (2) 對多層次傳銷管理之規範 

     除了禁止金字塔銷售術（變質多層次傳銷）外，為避免一般多層

次傳銷變質，美國部分州亦直接訂定一套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規來規範

多層次傳銷公司，如麻塞諸塞州（Massachusetts）、馬里蘭州

（Maryland）等。 

 (3) 對不當訪問買賣之規範 

    從通路運作的角度而言，多層次傳銷乃屬於無店舖零售中人員訪

問販賣之一環，其銷售方式是銷售人員到顧客家中或工作場所訪問推

銷，因此難免會發生傳銷商以不當的訪問販賣方法向顧客推銷商品之

情形，對此聯邦有「聯邦交易委員會交易規則」(FTC Trade Regulation 

Rule)中關於沿戶銷售冷卻期間的規定；各州則有「沿戶銷售法」及「家

庭訪販法」等規定。 

 而美國對於「變質多層次傳銷」的定義，各州之立法例事實上是

大同小異的，在參考較具代表性的亞歷桑納州與馬里蘭州之定義後，

歸納要件如下： 

(1) 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代價」係指支付現金、或購買商品、勞務或無形財產。雖然各州

對「給付一定代價」之認定並非完全一致，按其內容來看，有以行為

內容決定之者，有以金額門檻限定之者;但整體觀之，各州皆將「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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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代價」作為判斷金字塔銷售術之依據，亦即「給付一定代價」乃

從事金字塔銷售術違法行為之一不法構成要件。而將「參加人給付一

定代價」當作金字塔銷售術行為構成要件的理由，或許可由金字塔銷

售術存有詐欺的潛在危機及其避免參加人因加入該計劃或組織而受有

損失的規範之目的得知。在參加人不須給付代價即可加入銷售計劃或

組織並取得銷售商品。服務及介紹他人加入權利的情形下，參加人不

會因為加入而受有損失，該銷售計劃或組織亦不至成為事業詐財之工

具，故並無將該銷售計劃或組織視為金字塔銷售術而加以禁止之必要。 

(2) 參加人的報酬來源 

    報酬來源主要來自於介紹他人加入該計畫或活動之行為，而非基

於參加人或其他被介紹加入者所銷售的商品或勞務。也就是說，報酬

包括所得之給付係基於銷售給參加人，或銷售給支付款項後有參加權

者。 

由以上構成要件可知，變質多層次傳銷的認定標準：一為判定是

否參加人給付「合理的」一定代價？合理的要件亞歷桑納州與馬里蘭

州都有類似規定，如依成本價購買用於銷售且不再轉售的商品或勞務

等；二為判定是否參加人的報酬來源「主要地」（primarily）來自於

介紹他人加入之活動。所以美國直銷公司主要受兩種法規約束，一是

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法規，二是美國各州直銷法律。美國聯邦貿易委

員會法規是全國性的法規，是全國直銷公司都要遵守的。其冷靜條款

規定，除了固定商店地點之外，發生在任何地方的 25 美元以上的直銷

交易，在 3 天之內，消費者有權退貨並收回全額退款。美國各州法規

則制定得詳細、系統、涉及範圍廣泛。美國州法主要集中在兩個方面，

第一是反金字塔法，美國各州都有反金字塔法。第二，美國大部分州

都有冷靜法。州冷靜法與聯邦貿易委員會冷靜條款相似，基本內容都

是消費者有權在 3 天之內退貨而不受任何補償性罰款。上述兩種法規

集中而且普遍，在美國直銷法中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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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 

1. 傳銷產業現況 

英國直銷協會(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UK) 2004 年 12 月

報告中提及，每年 40 萬名直銷參加人成就 20 億英磅的銷售額。其中 2

萬人為全職的直銷參加人。2003 年的調查顯示；在整體市場中美容保

養品占 26%，家庭廚房及清潔用品 15%、家庭書籍、休閒項目占 17%，

健康營養商品占 7%。同時英國直銷協會訂定有消費者道德規範與商德

規範，以自律的功能約束直銷業者。 

在歐洲，直銷的立法更加嚴格。例如，美國的冷靜期是 3 天，而

歐洲的冷靜期是 7天。就是說，只要你後悔了，7天之內都可以無條件

退貨。歐洲直銷協會聯合會表示，大部分老百姓對直銷這一行業知之

甚少，而且歐洲的直銷業有嚴格的“自律＂規則。如該聯合會公佈的

『行為準則』，對直銷員發展下線有明確的規定：光發展下線賣不出

商品，發展人拿不到傭金，靠發展下線收取傭金是絕對禁止的。『行

為準則』規定直銷員如想退出，只要提前一周書面提出，便可自由退

出而不用說明任何理由，也不受任何處罰，同時，直銷企業還必須買

回該直銷員的產品，並支付不低於原產品 90%的價款。對於消費者來

說，一旦發生糾紛，他們可直接投訴，並可免費打官司。如在西班牙，

就設有『消費者仲裁法院』，它由消費者、企業代表與研究人員構成，

直接為消費者“討說法＂。 (中國直銷網新聞，2006) 

2. 管理法規 

英國為避免變質多層次傳銷運作擾亂市場秩序，造成無辜參加人

與消費者受害，乃於一九七三年施行的公平交易法（Fair Trading Act）

裡，加入「金字塔銷售術與類似銷售術」之規定，以規範金字塔銷售

術與其他類似的銷售術。值得注意者，鑒於公平交易法可能實施的困

難，英國於一九九六年制定「傳銷計劃法」（Trading Schemes Act 1996）

以修正一九七三年公平交易法，擴大多層次傳銷之適用範圍；並另頒

布一九九七年傳銷計劃管理規則（The Trading Schemes Regulations 

1997），詳細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會研究報告。業中發起人、參加人等

間之權利義務、契約內容、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相關規範等。 

由一九七三年的公平交易法或是一九九六年的傳銷計劃法觀之，

英國實際上是以金字塔銷售術來通盤涵蓋多層次傳銷及其他銷售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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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是以金字塔銷售術作為不正當多層次傳銷的代稱，此與美國以金

字塔銷售術作為不正當多層次傳銷的代名詞，有相當大的差異，由於

用詞上的意義差異。因此，英國對金字塔銷售術並未全面禁止，而是

採管理和限制的態度，其管理方式則是以母法禁止變質，以子法規範

訪販手法，將多層次傳銷之變質與其訪販手法加以合併立法。 

而英國對於「變質多層次傳銷」的定義依其公平交易法第一百二

十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的規定似可歸納如下： 

(1) 禁止金字塔銷售術以「介紹他人加入即可獲得報酬或利益」為誘

餌，使剛加入的參加人或可能會加入之人先付出一筆費用而讓發

起人或其他參加人分享的行為。 

(2) 企圖引誘參加人付款、或企圖引誘非參加人成為參加人並付款之

人，其企圖引誘之行為為法律所禁止的犯罪行為。「企圖引誘之

人」包括參加人和非參加人在內。 

四、澳大利亞與紐西蘭 

1. 傳銷產業現況 

    2003 年澳大利亞的直銷營業總額已超過 10 億美元，從業人數為

69 萬人。2003 年紐西蘭的直銷營業總額達到了 1.8 億美元，從業人數

為 11 萬人。 

    澳大利亞直銷協會(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DSAA)成立於 1967 年，為代表澳大利亞直銷企業與機構的全國性組織。

是直銷業向政府及消費者協會反映直銷協會會員呼聲的代表機構。目

前澳大利亞直銷協會有會員單位 100 家。其宗旨為：保護澳大利亞境

內的直銷企業，保護直銷理念及直銷業為人們提供的相應發展機會。 

  具體做法是：保護、促進並服務於直銷協會會員及下屬獨立經銷

商。保證直銷協會成員遵守最高商業道德與服務標準，並按照這樣的

要求向消費者提供相應的產品及服務。 

  澳大利亞直銷協會向會員提供的服務包括：政府公關服務，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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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關部門討論直銷企業必須遵守的行業規範。教育培訓及資訊交

流：起草直銷業銷售商協定，投訴處理程式， 

  消費者培訓服務：使人們進一步認識直銷業是一種便捷，經濟，

並具有良好信譽的提供產品與服務的手段。 

  標識使用服務：澳大利亞直銷協會已在澳大利亞商標局註冊了協

會標識，供有關直銷協會會員及直銷上使用，同時要求使用者遵守協

會表示使用規定。 

  紐西蘭直銷協會（DSANZ）成立於 1974 年，六家直銷企業參與發

起。紐西蘭直銷協會是世界直銷協會聯盟最早的 14 個成員之一。紐西

蘭直銷業早期經營活動中，僅限於逐戶走訪來銷售便於攜帶的產品，

目前紐西蘭直銷業不斷創新經營手段，已出現了會議行銷方式，及多

層獎勵機制，並將互聯網及遠端電話用於銷售活動。雖然銷售手段的

創新及新技術的應用，紐西蘭直銷業仍強調直銷是人對人的交流與溝

通活動，直銷是依靠人經營的事業，所以先進的紐西蘭直銷業更加注

重的不僅是多少人加入了直銷隊伍而更注重有關客戶在接受直銷產品

及服務中的滿意程度。 

2. 管理法規 

    直銷在紐西蘭稱為“Multi－level Marketing＂（多層次行銷）

或者是 Network Marketing（網路行銷），而傳銷是指 Pyramid Selling

（金字塔銷售）。直銷是合法的行銷模式，包括銷售產品和服務並招

募行銷員。澳大利亞、紐西蘭在對直銷的監管上，打擊重點基本都集

中在對金字塔欺詐銷售行為上。在國際上，公認直銷是一種先進的行

銷方式，應該允許和扶持。因此，在監管的目的和方式上，都充分體

現了促進這種行銷方式的發展。金字塔欺詐銷售形式是直銷的一種異

化形式，它的本質特徵是“詐騙＂。 

    澳洲包括澳大利亞和紐西蘭兩個主要國家，屬於普通法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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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例法作為主要法律淵源。但近年來成文法日益增多，直銷立法就

是其中之一。監管機構是“商業委員會＂（Commerce Commmison），

它獨立於政府部門之外，獨立依照法律的授權受理訴訟和行使處罰

權，是准司法的機構。紐西蘭，直銷法基本沿襲美國法。(張小波, 2005) 

五、日本 

1. 傳銷產業現況 

    直銷於 1969 年由美國傳入日本，上個世紀 70 年代起，隨著經濟

高速起飛，日本直銷業快速發展。進入 20 世紀 90 年代，網路經濟又

為直銷提供了新的機遇。到 90 年代日本直銷市場一度排名世界第一，

1995 年就創造了年度直銷額 304 億美元的單個國家世界最高紀錄，但

是近年卻有所下滑，因此最新的世界直銷業排名中日本直銷業均位列

美國之後。即使如此，日本直銷額仍然超出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總和

的 2 倍之多。 

  直銷在日本稱之為「組織行銷」或「會員行銷」，雖然一直無法獲

得市場上較正面的肯定，但是經過泡沫經濟的洗禮後，使得三薪、四

薪變成日本一般家庭必要的選擇後，增加了大量從事直銷的人口(日本

健康產業流通新聞社，2006)。日本的直銷市場曾經創下全球直銷最高

營業總額的佳績，現在雖被美國超越於前，但整體營業總額還是佔全

世界第二。此種通路為日本無店舖銷售通路中最大的行銷管道，佔無

店舖銷售總額的六成。 

    高速發展中，日本也出現了“金字塔行為＂的非法公司，日本稱

之為“銀老鼠＂、“金屬老鼠＂或“老鼠會＂。影響最大的金字塔活

動是 1965 年日本內村健一在熊本市成立的“天下一家會＂。該會以

“投資 2080 元，吸收 4 名子會員，即可獲得 102.4 萬元＂為口號。到

1970 年底該會會員已達到 43 萬人，並有多家分會，在全盛時期，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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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高達 180 萬人，所吸收的資金高達日幣 300 億元。1972 年開始，

會員向官方控告該會。1974 年，該風波愈演愈烈，在整個日本社會範

圍造成極大的影響，使 1969 年傳入日本的直銷不到 5年，就被蒙上了

陰影，造成一部分人把直銷與“老鼠會＂等同看待，直銷業一時處於

低谷。到 1979 年，日本正式立法對這種老鼠會行為加以打擊，同年，

“天下一家會＂宣佈解散。  

  為了使日本的直銷業有穩定可靠的發展，日本制定了一系列有關

的法規制度。1980 年 4 月，日本直銷協會(Japan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JDSA)成立，日本的直銷協會是個半官方機構，協會的

資金及主要理事和事務人員，三分之二是由通產省贊助及委任。1992

年該會已擁有 206 家會員公司，至 2004 年 4 月，日本直銷協會的會員

企業達到 327 個，其中上百家為連鎖企業。在上世紀 90 年代，日本直

銷業一度是以 30%的平均速度在增長。日本政府在 1988 年修改並加強

了『訪問販賣法』（此法案在 2001 年 6 月改名為『特定商業交易法』）

和『無限連鎖鏈防止法』，不斷匡正直銷，促進行業發展。 

2. 管理法規 

    日本依有無商品介入多層次傳銷而將其係分成兩種，一為只有金

錢而無商品介入的會員式斂財組織，俗稱為「銀老鼠」或「金錢老鼠

會」，另一種是將多層次傳銷予以變質設計而成的斂財公司，以銷售

商品為幌子而以獵人頭獲利為目的，俗稱為「老鼠公司」或「惡德多

層商法」、「變質多層次傳銷」。前者無商品介入的銀老鼠，日本法

律用語為「無限連鎖會」，由「關防止無限連鎖會之法律」禁止之。

後者有商品介入的老鼠公司則無制定專法規範，而是以法律對數種販

賣形態合併一法予以規範，其中之一即為多層次傳銷，法律用語為「連

鎖販賣交易」，由「訪問販賣等相關法律」中第三章連鎖販賣交易規

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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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對無限連鎖會之定義，依「關於防止無限連鎖會之法律」第

二條之定義，所謂「無限連鎖會」，係指視支付一定金額而加入者將

為無限之增加，以先加入者為優先順序，繼之接連以二以上之倍率，

分段增加之後。加入者，為依其加入階段之後續順位者；優先順位者

可依順位之先後，由後續順位者所支付之金錢中，受領過多於其所支

付金額之一種分配金錢之組織而言。應注意的是，「無限連鎖會」並

非一中性名詞，其係一違法之組織型態。日本對於多層次傳銷（即連

鎖販賣交易，係一中性名詞）的定義見諸「訪問買賣等相關法律」第

十一條之規定。所謂「連鎖販賣業」，係指物品販賣業對於商品之再

販賣者以可獲得特定利益予以引誘，使該人特定負擔為條件之基準為

兩萬元日幣，兩萬元以上者才受本法規範。條文中所謂之「特定負擔」

即為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八條之「一定代價」；日本係將特定負擔之範

圍界定於兩萬元以上始受「訪問買賣等相關法律」之規範。 

六、韓國 

1. 傳銷產業現況 

  韓國於 1995 年針對直傳銷產業訂出相當嚴格的管理法規，當年也

可以說是韓國直銷元年，對亞洲市場來說，韓國算是開放得相當晚的

國家，所以一旦開放，許多強調國際國際推廣的外商公司立即以大軍

壓境之姿長驅直入，加以韓國人重目標，不達目的絕不妥協的民族特

性，使得韓國直銷市場在開放後這幾年，每年均呈現 100%的高度成長，

2002 年總產值達到約 1 千 700 億台幣，排名世界第七。 

    韓國的『傳銷聯合會』(MLM Union)及『直銷互助會』(Direct 

Selling Mutual Aid Cooperative)二個互助會，全世界首例的新制度

於 2002 年 12 月開始實施。互助會一成立，原本體制良好的公司莫不

紛紛搶先加入，2003 年 4 月底前，加入『直銷互助會』的有 104 家，

加入『傳銷聯合會』則有 84 家，2005 年底，總共有 188 家公司加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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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組織，成績相當可觀。仍有 280 家公司尚未入會，未入會的原因是

互助會對入會資格審查相當嚴格所致，例如安麗、如新等大型外商公

司多選擇加入直銷互助會，而互助會要求這些公司繳納高額的互助金。 

    一般而言，互助金有幾種，一是所謂的入會費，在直銷公司申請

入會時，必須繳納的平均季營業額的 3.3%，另一種是保險費，每三個

月繳交一次，金額為季營業額的 0.45%，此外便是保證金，也就是說，

互助會會員必須提出現金或抵押品等保證，以確認有處理理賠的能

力，金額依各公司的信用評比，有相當大的差異，從 10%-40%不等。至

於傳銷聯合會，互助費用是以營業額的固定比率為徵收基準。選擇加

入傳銷聯合會的多為中小型傳銷公司，互助費用金額或許不像直銷互

助會那麼高，這對中小型公司而言絕非是一個輕省的負擔，然而也因

為入會門檻實在太高，許多中小型公司由於財務問題，遲遲不願加入，

考驗主管機構取締的能力與決心。 

  韓國直銷 2003 年營業總額較前一年下降 44.6%，只有 932 億台幣

左右，排名前十大公司如安麗、如新、仙妮蕾德等外商公司或韓國本

土排名第二的 JU NETWORK 公司 2003 年的業績亦紛紛下滑。而撤出直

銷市場的公司家數則直線上升；2002 年底韓國登記在案的直銷公司有

415 家，到了 2003 年底，只剩下了 175 家。 

 

2. 管理法規 

  韓國直銷市場在高度成長的背後亦付出了嚴重失序的代價，許多

社會糾紛及訴願層出不窮，迫使韓國於 2002 年月提出修法的大動作。

修法的最大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及健全直銷公司的體制，其中最重要

的制度是成立『消費者被害補償保險制』，也就是說透過業界互助會組

織提拔基金，一旦有受害者產生，便以基金理賠。為了要讓這個制度

一體適用，所以韓國政府強制規定只要是直銷公司就必須加入『業界

互助會』，如果直銷公司不願意或未能符合互助會加入之標準，不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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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換言之，凡違反消費者被害補償保險制度的公司，則一律被視為

不法業者。 

     韓國訂定的直銷法採高度管理的精神，因此條文多且管理的非常

細節，目的在通過實行公正的直銷銷售、通信銷售、多層次銷售，保

護消費者權益，增進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進而增進民族經濟的良好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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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主要評鑑及認證制度探討 

透過第三者執行之評鑑/認證制度能有效降低交易人間之交易成

本，其評估程序類似，但在用途、對象、參與意願、推動力量或有不

同，如表 2.5.1 所示，評鑑在用途上是由行政力來推動獎補助分配資

源，且對象範圍是全面的普及化，並且須強制參加，如教育部高教司

所主導的大學校務評鑑。而認證之用途是自由參加的能力資格核可，

其對象範圍是屬於非全面性，而推動之力量是以廠商或消費者來推動

的，如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 

依前述之區分，本研究規劃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較近似認

證制度，但因委託研究案之招標規範書等都載明為「評鑑」，因此報告

中之用語仍以「評鑑」稱之。 

表 2.5.1 評鑑與認證制度差異比較表 

 用途 對象範圍 參與意願 推動力量 示例 

評鑑 獎補助以

分配資源 

全面性 強制 行政力推動 教育部-大學

評鑑 

認證 能力資格

核可 

非全面性 自願 廠商主動 

消費者推動

GSP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下以國內目前推動的評鑑/認證制度，包括金管會證期局推動的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勞委會職訓局推動的「外勞仲介服務

品質評鑑」，交通部觀光局及各縣市政府推動的「旅館等級評鑑制度」，

教育部高教司推動的「大學校務評鑑」，經濟部技術處推動的「業界科

專研發管理制度評鑑」，國際標準組織推動的「ISO 認證」，經濟部商業

司推動的「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就其推動概況、評鑑/認證之內

容架構及評鑑/認證流程，以作為本研究規劃「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

度」之借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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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 

(一)、推動概況 

公司治理已成為國際上對金融與資本市場管理極為重要的基礎建

設。而公司治理除了透過法規及專業的守則來建立公司內部的治理架

構之外，最有效的方法是市場的投資者將公司治理機制的良窳納為投

資決策的依據，而直接對於上市上櫃公司產生自我提升治理成效的誘

因。為了達到此一目的，市場上必須要有能夠反映企業在公司治理執

行狀況與成效的評量資訊，以利投資者從事投資決策，進而發揮市場

投資者的影響力。因此，行政院金管會將規劃建置公司治理制度評量

制度列為施政重點，期以公司治理制度評量機制的市場自律力量，加

速企業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公司治理的腳步。 

本認證名稱為「CG6002 公司治理制度認證」，6 代表公司治理制

度評量之六大構面，002 代表評量制度之第二個版本。 

而目前獲得首屆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通過之三家上市公司（台積

電、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可為我國資本市場之模範企業，不論是

在獲利能力或企業永續經營發展方面，堪為其它企業之標竿。 

1. 申請資格： 

申請公司治理制度評量積極資格符合以下條件者即有資格申請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 

(1) 已在台灣證券交易所掛牌上市或上櫃（不含管理股票及興櫃股

票）滿一年者； 

(2) 已列入證券期貨發展基金會「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之受評對象

者； 

申請公司治理制度評量消極資格：申請公司未於接受申請時、執

行評量期間、公布評量結果前發生下列情形始得有接受公司治理制度

評量或取得公司治理制度認證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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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更交易方法（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四

十九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規定）； 

(2) 停止買賣（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 

(3) 終止上市櫃（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

條之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二規定）； 

(4) 負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及總經理）因誠信問題被起訴

（若為特許行業，另包括負責人受主管機關解職處分）； 

(5) 發生或存在其它不宜列入評量之情事。前述情事授權評量執行

單位之評量委員會另訂之； 

因資料不全而取消資格 

(1) 受評公司申請後，經由書面初審通知補件卻未於實地訪視開始

前寄送或實地訪視時面交所缺文件資料者，將取消受評資格。 

(2) 於實地訪視過程中，任何時候經評量執行單位通知補件而未於

一週內完成補件者將取消受評資格。 

(3) 有特殊理由無法於一週內完成補件者，應盡速與評量執行單位

聯絡，評量執行單位得視情況決定是否予以延長時效。  

對於已於前一年度取得認證之公司，僅須做「書面審查」，不做

「實地評量」。受評公司應備齊評量所需之所有文件於報名後繳至評

量執行單位，如經書面審查通過，即再予延長一年之認證時效，但評

量執行單位亦得視需要實施「實地評量」，受評公司不得拒絕，否則

不予延長認證時效。但「書面審查」僅限連續辦理兩年，受評公司於

第三年起仍應接受「實地評量」以驗證其公司治理制度之良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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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 

評量執行單位「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下設「公司治理制度評量委

員會」（以下簡稱「評量委員會」），提供公司治理制度評量的政策方向、

運作監督及各項規劃之建議。「評量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及顧問若干人，下另行設置「執行委員會」，負責實際評量作業執行等

相關事宜，執行委員十一至廿人，候補執行委員若干人，並就執行委

員中推舉一人擔任召集人。公司治理實際評量作業，由執行委員會另

行成立訪視小組負責。除一般產業及金控母公司由全體委員參與外，

對於金融產業之評量，由全體執行委員分為「銀行」、「證券期貨」、「保

險」三分組，各分組約 4–5 名執行委員，顧問若干人，負責評量指標

及評量作業之細節訂定。各分組由評量委員會派一名具該分組專業知

識之委員擔任分組召集人，負責該分組所有評量作業之協調、整合及

決策工作。執行委員會置研究人員若干人，得由評量執行單位人員調

兼之，負責協調與配合執行委員會業務。 

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是否符合「重要子公司」之標準並需單獨

接受評量，由執行委員會之各分組依股權、董事席次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加以決定。但對於結構過於複雜之金融控股公司，為免其評量作業

太過繁重而影響其它評量作業之人力，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保留接受或

拒絕其報名之權利。 

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之組織架構圖如 2.5.1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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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中華公司治理協會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3. 有效期限： 

本評量報告有效使用期限為 1 年，若遇經營權轉移或其他重大事

件與異動，須於發生上述事件之日起 10 日內通知評量執行單位，原報

告不得繼續使用，並由評量執行單位決定是否廢止認證並重新評量。

若自發生上述事件後仍繼續使用該評量報告及認證，經查發現或被舉

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公司治理制度評量委員

主任委員 1 名 

執行委員會 

委員 19 名 

副主任委員 1 名 

執行委員會召集人 1 

候補執行委員若

干名 

研究小組 執行委員 11–20 名，執行委

員分為銀行、證券期貨、保險

三分組，各分組約 4–5 名執

行委員，並由評量委員一人擔

任分組召集人。 

證券期貨分組 保險分組 銀行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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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者，停止申請公司制度治理評量兩年。如善意第三人因此遭致損失，

則由受評公司全權負責。 

(二)、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系架構內容 

1.評量體系架構內容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系可以根據二大系統（或制度）做

為基礎架構，包括 a.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系統、b.資訊揭露評鑑系統，

完整的公司治理制度評量系統還加上其他參考指標（見圖 2.5.2）。 

  
註：包括簽證會計師、律師、主要往來銀行、承銷商、交易所或櫃買中心管區稽

核及主管機關等單位。 

圖 2.5.2 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系架構圖 

資料來源：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a.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系統第一部分 

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地評量係依照六大構面進行評量（見圖

2.5.3）。為顧及不同產業之特性及金融控股公司之結構性差異，目前

實地評量表共分八種，除「一般產業用」評量表之外，金融產業尚區

分為「銀行」、「證券期貨」、「保險」三種，另外金融控股公司及

其「銀行」、「證券期貨」、「保險」等重要子公司亦各有不同之實

資訊揭露 

評鑑系統 
公司治理實地 

評量系統 

1. 中介機構面談（註） 

2. 聯徵中心信用資料 

3. 經濟新報社統計資料 

4. 台灣公司治理評等系統 

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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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評量表，因此共區分為八種實地評量表。除「一般產業用」之評量

表之題數及分數皆為80分之外，其它產業評量表皆為90 題共90 分，

但其總分仍為80 分，故計算方式乃以其所得分數乘80 再除以90 算出

其實地評量表之實際得分。而金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及各重要子公司

（「銀行」、「證券期貨」、「保險」）之實地評量表實際得分計算

方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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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構面圖 

資料來源：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b.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系統第二部分（開放式問卷） 

除了上市上櫃公司治理機制實地評量表之外，為增加評量的周

延性、客觀性及可信度，另外設計開放式問卷，賦予標準式評量表

在面對實際執行時更大的彈性及功能，並加入對公司之簽證會計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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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律師、主要往來銀行、負責上市上櫃監督管理之主管機關或主

辦上市上櫃、現金增資或發行債券之承銷證券商之訪談，針對實地

評量時所發現或未解決的問題加以釐清。 

c.資訊揭露評鑑系統 

目前由證基會執行之公司治理資訊揭露評鑑作業，亦納入為公

司治理制度評量的評估指標之一。 

2.評量配分及標準 

在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系的二大系統中，公司治理實地

評量系統之總分為 100 分，其中公司治理機制實地評量表佔 80 分，

此外受評公司開放式問卷佔 20 分。證券發展基金會資訊揭露評鑑系

統總分亦為 100 分。除此之外，為強化客觀性與公正性，於上述加權

總得分數外，另加上根據各類開放式問卷所紀錄與中介機構的面談結

果以及聯徵中心信用資料、經濟新報社統計資料、公司治理評等系統

等參考指標，由執行委員在 10 分的範圍予以加減調整(+10～-10 

分)，調整後總分仍達到 75 分者，即建議評量委員會頒發「CG6002

公司治理制度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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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理制度認證之得分計算方式，必須就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

系兩大系統的指標，將其各自得分依下述方式加權（見圖 2.5.4）： 

 

圖 2.5.4 公司治理制度評量體系配分圖 

資料來源：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註：包括簽證會計師、律師、主要往來銀行、承銷商、交易所或櫃買中心管區稽核 

（三）、公司治理制度評量流程 

評量執行單位於開放接受申請之後，由受評公司相關單位先依照

評量表自評，備妥評量表所要求之資料與相關文件等以掛號寄達。待

收到申請者之申請文件與自評表之後，研究小組人員即開始針對受評

公司所檢附資料及自評表之部分進行檢查。對於檢附資料有短少部

分，受評公司承辦人員應於接獲補件通知後寄達評量執行單位或於實

地訪視面交。 

有關自評表部分，研究小組人員對於描述不明者，應通知受評公

司說明。如受評公司無法於實地評量前完成說明者，應將該項目標

明，實地評量再予查證。 

資訊揭露評鑑系統 
 

證基會資訊揭露評鑑得
分以 30％加權計算 

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系統
 

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結果
以 70％加權計算 

1. 中介機構面談（註） 

2. 聯徵中心信用資料 

3. 經濟新報社統計資料 

4. 台灣公司治理評等系統 

±10 分

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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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制度評量流程表 

流程

次序 
流程內容 所需時間

一 接受申請： 

定期於每年 7 月初開放申請，申請期間 2 個月，接受上市

上櫃公司報名，逾受理期間者（以郵戳為憑），一律待次年

再行提出。 

二個月 

二 整理受評公司繳交之自評表及相關資料： 

由受評公司相關單位先依照評量表自評，備妥評量表所要求

之資料與相關文件等以掛號寄達。由研究人員事先整理並初

步檢查其完整性，若有欠缺部分，通知受評公司補件。 

每家受評

公司七天

三  編制訪視小組，進行書面資料審閱： 

由執行委員會隨機抽取 2–3 位執行委員擔任訪視委員，由

其審閱各受評公司所提交之自評表及補充資料，以便初步了

解受評公司之公司治理實施狀況，並作為實地訪評之參考依

據。 

每家受評

公司十天

四 實地訪評 

由訪視委員3 名並搭配研究人員，實地到受訪公司訪談負責

人或相關高階主管及其他人員、獨立董事、功能性委員會召

集人及勞工董事或工會代表，根據實地了解、訪談內容與公

司所提供之資料，完成公司治理實地評量表。部分評量項目

若未符合，公司必須說明其原因或提供未來努力方向，並由

訪視委員及研究人員詳實記錄。 

訪視委員及研究人員之交通、膳宿由評量執行單位負責處

理，亦不得接受受評公司其他招待活動，以保持公正客觀及

獨立性。 

為提高客觀性及可信度，另外與該受評公司之簽證會計師、

律師、主要往來銀行、承銷商、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管區稽核

面談。 

每家受評

公司一天

五 取得資訊揭露評鑑評分 每家受評

公司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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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

次序 
流程內容 所需時間

六 中介機構訪談及覓集其它相關資料 每家受評

公司三天

七 彙整公司治理制度評量資料，撰寫評量報告： 

由訪視委員與研究小組會同覓集受評公司資訊評鑑資料、聯

徵中心信用資料、經濟新報社及公司治理評等系統之各項統

計資料，再根據實地訪談報告及其他人員訪談紀錄與受評公

司所提供之資料撰寫評量報告並整理出該公司之資料檔案。 

每家受評

公司八天

八 與受評公司溝通： 

將公司治理實地評量結果與受評公司董事會及管理階層討

論，受評公司可針對事實不符項目提出說明或建議更正。 

五天 

九 召開執行委員會議，出具評量報告： 

年度評量作業預計於每年12 月底完成（評量執行單位得視

情況延長作業期間），由執行委員會出具公司治理制度評量

報告，一份送交受評對象結案，一份則由評量執行單位公司

治理制度評量研究小組留存備查。最後提出符合頒發公司治

理制度認證之受評公司書面文件及評量報告送交評量委員

會審核。 

一天 

十 召開評量委員會，審核頒發認證之受評公司書面文件評量委

員會分成不同工作小組對年度評量結果符合標準的公司，就

其書面文件及評量報告進行最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認

證。評量委員會並於年度評量作業結束後召集全體委員開

會，對所有受評公司審核結果一次追認。 

一天 

十一 取得受評公司確認：將公司治理制度認證結果提請受評公司

確認，執行委員會與受評公司確認評量結果時，若雙方意見

不同，以執行委員會之意見為主，但可將受評公司之不同意

見記錄於書面報告中。 

三天 

十二 年度公司治理制度評量結果表揚： 

預定於每年12 月底，由評量執行單位公布經評量委員會通

過頒發公司治理制度認證的受評公司名單，並選擇適當方式

公開授證表揚之。 

一天 

十三 出具公司治理輔導建議函： 

對於未通過評量標準之公司，執行委員會應就該次評量過程

中發現的缺失提出建議 另行出具「公司治理輔導建議函

評量結束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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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

次序 
流程內容 所需時間

中發現的缺失提出建議，另行出具「公司治理輔導建議函」

提交給受評公司董事會及管理階層作為評量業務的加值產

品。 

二周內 

十四 進行公司治理輔導業務： 

對於申請評量但未通過標準的公司，評量執行單位可協助組

成專家團隊針對強化公司治理之制度，予以輔導。 

三個月 

十五 表揚措施： 

依據評量結果通過的公司，評量委員會將於評量執行單位網

站上公布名單，並擇日舉行授證大會，頒給「CG6002 公司

治理制度認證」，由評量執行單位理事長親自授證。取得認

證的公司得將此一榮譽或證書公開。 

七日 

資料來源：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二、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一)、推動概況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為建立公平、良好的仲介制度，以

保障外籍勞工及雇主權益並提昇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服務品質，已於 93

年起全面辦理仲介機構評鑑，期望秉持公平、公正、透明、公開的立

場，建立具公信力之評鑑分級制度，以促進仲介業者間良性競爭。 

勞委會職訓局於 92 年度抽樣 50 家人力仲介公司試辦評鑑，並於

93 年度全面評鑑所有人力仲介公司。94 年度委託「中華民國工業協

進會」辦理評鑑計畫，而 95 年度將依政府採購法公開評選廠商執行

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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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鑑對象： 

評鑑對象為 94 年 10 月 1 日以前設立之仲介機構（含受停業處分

及暫停營業者），評鑑範圍為 94 年 10 月 1 日至 95 年 9 月 30 日辦理

之雇主及外籍勞工相關資料。 

2.組織： 

依此計畫籌組「私立就業服務機構評鑑審議委員會」，其委員由

此會指派或推薦 6名、其執行單位推派專家學者 3名代表共 9名組成，

審議委員會主席由委員互選 1 人擔任。此計畫辦理方式係仲介機構先

行自我評鑑，由執行單位邀集評鑑委員至仲介機構進行實地評鑑，並

由執行單位對雇主及外籍勞工就其委任之仲介機構進行服務品質調

查。 

前項審議委員會任務如下： 

（1）監督評鑑工作執行及檢討 

（2）審訂評鑑指標及操作手冊 

（3）審查評鑑成績 

（4）評鑑成績疑義及爭議申訴處理 

(二)、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內容 

1.評鑑指標 

表 2.5.3 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 

大項指標 中項指標 

1.契約簽訂及保存(5 分) 

2.資料建檔及管制(5 分) 

3.員工管理(6 分)  
品質管理（20％） 

4.雙語服務 (4 分)  

1.非法媒介(4 分)  

2.超收費用(4 分) 

3.非法扣留(4 分)  

4.未盡受委任事務(3 分)  

違規處分（20％） 

5.仲介之外國人行蹤不明比例(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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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指標 中項指標 

 6.其他(2 分)  

1.服務週期及項目(25 分)  

2.申訴處理(10 分) 顧客服務（50％） 

3.滿意度調查(15 分) 

1.品質驗證(2 分)  

2.設立年資(4 分) 其他事項（10％） 

3.機場服務配合度(4 分) 

1.直接聘僱後續服務(3 分)  
加值服務（5％） 

2.其他(2 分)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2.評鑑等級 

為有效管理仲介機構，促進仲介業者提昇服務品質，依評鑑成績

區分評鑑等級，落實此會對仲介機構執行獎優汰劣機制。評鑑結果依

評鑑成績分 A、B、C 三級公布。 

(三)、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流程 

由執行單位至少應辦理 2 場以上評鑑委員行前工作說明會議，

使評鑑委員能瞭解評鑑流程及評審準則，以增加評審標準之一致

性。評鑑說明會由執行單位至少分別於北、中、南部邀請私立就業

服務機構分別召開評鑑說明會，說明評鑑實施流程等事宜。 

表 2.5.4 外勞仲介服務品質評鑑流程表 

流程次序 流程內容 

一 由執行單位寄送空白評鑑表供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先行自

我評鑑。 

二 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於接獲評鑑表後，應於規定期間內就

評鑑表所規範之事項，先行自我評鑑，並將結果檢送執

行單位。 

三 由執行單位依本計畫安排評鑑委員實地赴仲介機構進行

實地評鑑。 

四 由執行單位辦理私立就業服務機構顧客滿意度調查(含

雇主及外籍勞工)，調查受評機構之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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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次序 流程內容 

五 評鑑結果：由執行單位將評鑑結果函送各私立就業服務

機構，作為其改善及加強管理之依據，並將評鑑結果檢

送本局，由職訓局公布評鑑結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旅館等級評鑑制度 

(一)、推動概況 

觀光旅館及一般旅館因分屬不同主管機關，觀光旅館係由觀光局

主管，至一般旅館則由各縣市政府主管。觀光旅館八十六家由觀光局

負責規劃辦理，且觀光旅館將全部參與評鑑，惟評鑑執行事項因須投

入大量人力物力，並須同時具備評鑑專業性以及全國公信力，因此觀

光旅館評鑑執行事宜將由觀光局依採購法規定委由民間機構辦理。一

般旅館原規劃由各縣市政府主政，但為避免各縣市執行方法不同而影

響評鑑結果，故將由觀光局規劃協調各縣市政府辦理，並由各旅館業

者自願申請參加評鑑。。 

評鑑期程為三年一度的評鑑模式。（我國過去即採三年一度），為

使評鑑之辦理不因過於頻繁而紊亂亦不因週期過長而使旅館之等級名

實不符，將採以三年為一辦理期程。 

 (二)、旅館等級評鑑制度內容 

1.旅館建築設備評鑑標準： 

a. 整體環境（70） 

b. 公共設施（145） 

c. 客房設施（160） 

d. 衛浴間設備（75） 

e. 清潔維護（80） 

f. 安全設施（50） 

g. 綠建築環保設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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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旅館建築設備評鑑標準表 

總分 一星級 二星級 三星級 

600 60～180 181～300 301～600 

資料來源：觀光局 

2.旅館服務品質評鑑標準 

a. 總機服務（30） 

b. 訂房服務（30） 

c. 櫃檯服務（60） 

d. 網路服務（20） 

e. 行李服務（30） 

f. 客房整理品質（60） 

g. 房務服務（30） 

h. 客房內餐飲服務（20） 

i. 餐廳服務（50） 

j. 用餐品質（30） 

k. 健身設施服務（健身房、游泳池等）（20） 

l. 員工訓練成效（20） 

表 2.5.6 旅館服務品質評鑑標準表 

 

四星級 

（軟體+硬體得分 600 分

以上） 

五星級 

（軟體+硬體得分 750 分

以上） 

服務品質總分   

建築設備總分 須達 301 分以上者 須達 301 分以上者 

總得分 600 分以上 750 分以上 

資料來源：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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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鑑標識及等級： 

以國際間較普及之「星級」標誌，取代過去「梅花」標誌。由於

過去觀光旅館評鑑標識採「梅花」標識，目前仍有業者懸掛該標識，

為與過去評鑑有所區隔，且能便利國際旅客瞭解其意義，將改採國際

上較普遍之「星級」標識。 

評分等級分為五級，詳述如下： 

（1）「建築設備」評鑑：依評鑑項目之總分，評定為一至三星級。  

（2）前項評鑑列為三星級者，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服務品質」評

鑑，而給予四、五星級。  

旅館等級評鑑標準表整體配分，四、五星級旅館之評定將採取

軟、硬體合併加總得分，四星級旅館須為軟硬體總分合計六百分以上

之旅館，五星級旅館則須軟硬體合計總分達七百五十分以上之旅館。 

(三)、旅館等級評鑑制度流程 

評鑑實施方法參酌美國 AAA 評鑑制度之精神及兼顧人力、經費等

考量，規劃採取兩階段進行評鑑： 

第一階段「建築設備」評鑑採強制參與，費用將由政府編列預算

支付。 

第二階段「服務品質」評鑑係由各旅館自行決定是否參加，則評

鑑實施費用由旅館業者自行負擔。 

為利於評鑑實施後之後續管理考核措施，擬於評鑑標識標明有效

期限，並於不同年度製發不同底色之標識，以利消費者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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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一)、推動概況 

經濟部為推動產業研究發展工作，自八十六年度起，將科技研究

發展專案計畫直接開放予民間企業申請，藉由提昇民間企業研發實

力，加速產業技術發展與擴散，同時更期許廠商藉由申請科專計畫，

建立或改善內部之研發管理制度與提升研發聯盟之整合能力。如此，

不僅能積極有效的執行科專計畫；更能鼓勵自發性的技術創新，進而

提昇本身競爭力。 

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診斷輔導作業體系架構參見圖 2.5.5。 

 

 

 

 

 

 

 

圖 2.5.5 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診斷輔導作業體系架構圖 

資料來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本計畫所提供之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診斷輔導作業分為下列

三個階段： 

(1)先期診斷 

a. 對象：向經濟部技術處申請「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之廠商。 

b. 作業說明：著重於瞭解廠商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之執行現

況，協助廠商瞭解其在計畫執行時可能存在問題，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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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處。 

c. 診斷項目： 

(a) 「一家公司單獨申請」之廠商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診斷。 

(b) 「多家公司聯合申請」之主導廠商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

整合能力診斷，其他簽約公司則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診

斷。 

d. 診斷方式：管科會安排三位診斷委員針對廠商所提供之研發管

理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進行書面診斷，之後再安排三位診

斷委員與一位管科會專職管理顧問進行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

力實地診斷，以提供廠商日後建立改善管理制度/整合能力之

參考。 

e. 應備資料： 

(a) 公司概況(計畫書之第壹部分) 

(b)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投入人力狀況表 

(c) 先期診斷自我評量表(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多家公司

聯合申請之主導廠商需提供)、基本研發人力場所設備自我

評量表) 

(d) 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多家公司聯合申請之主導廠商需

提供)書面資料 

(e) 公司曾執行計畫之轉委託單位明細 

(f) 本計畫之單位計畫架構圖(計畫書之計畫架構圖) 

(g) 研發場所之地理位置圖 

f. 執行期間：管科會收到經濟部技術處業界科專專案辦公室之申

請廠商資料後，即在四十二天內安排實地診斷。 

g. 診斷結果：經「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確認會議」決議診斷

等級，研發管理制度及整合能力之診斷等級各分為 A、B、C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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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等級，診斷結果不影響廠商是否能承接「業界開發產業技術

計畫」；惟「多家公司聯合申請」主導廠商之整合能力診斷等

級為 C 級者，則必須接受管科會所安排之期中輔導。 

(2)期中輔導 

a. 對象：已與經濟部簽約之廠商。 

b. 作業說明：廠商與經濟部簽約後，管科會將依其意願安排管科

會專職管理顧問進行輔導，以協助廠商針對先期診斷委員提出

的缺點進行改善。 

c. 輔導項目：依廠商之意願管科會專職管理顧問將針對「一家公

司單獨申請」之廠商，進行研發管理制度輔導；對「多家公司

聯合申請」之主導廠商，進行研發管理制度及整合能力輔導，

至於其他簽約公司則進行研發管理制度輔導。惟「多家公司聯

合申請」之主導廠商，若整合能力先期診斷等級為 C級，則必

須接受期中輔導。 

d. 輔導方式：針對願意接受輔導之廠商，安排管科會參與先期診

斷之專職管理顧問進行一次實地輔導，具體協助廠商改善先期

診斷委員提出之缺失。 

e. 執行期間：管科會收到廠商與經濟部技術處簽約之公函後，針

對申請期中輔導之廠商安排管科會專職管理顧問與廠商協調

時間後，進行實地輔導。 

（3）期末評鑑 

a. 對象：所有執行「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之廠商。 

b. 作業說明：廠商計畫結案前一個月，管科會將安排先期診斷委

員確認廠商之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是否已落實，期能強化

計畫管理工作，有效累積研發實力。 

c. 評鑑項目：「一家公司單獨申請」之廠商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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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多家公司聯合申請」之主導廠商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

整合能力評鑑，其他簽約公司則需進行研發管理制度評鑑。 

d. 評鑑方式：管科會安排三位評鑑委員針對廠商所提供之研發管

理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進行書面評鑑，之後再安排三位評

鑑委員進行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實地評鑑，審查廠商是否

已建立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相關制度，且落實執行。 

e. 應備資料： 

(a) 公司概況(計畫書之第壹部分) 

(b)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投入人力狀況表 

(c) 期末評鑑自我評量表(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自我評量

表) 

(d) 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 

(e) 公司曾執行計畫之轉委託單位明細 

(f) 本計畫之單位計畫架構圖(計畫書之計畫架構圖) 

(g) 研發場所之地理位置圖 

f. 執行期間：計畫結案前一個月。 

g. 評鑑結果：經「管理制度指導委員會」決議評鑑結果，研發管

理制度及整合能力評鑑結果分為通過、不通過二種；若評鑑結

果為不通過，廠商需進行期末複查(一次為限)，若複查結果為

不通過，將列為不良執行紀錄，需待改善後，方得再次提出計

畫申請。 

(二)、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評鑑內容 

研發管理制度診斷（評鑑）項目參見表 2.5.7；整合能力診斷（評

鑑）項目參見表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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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7 研發管理制度診斷（評鑑）項目 

診 斷 (評 鑑 )

項 目  
診 斷 (評 鑑 )項 目 內 容  

一、計畫管理之

組織與人力

資源規劃 

(一)請問 貴公司研發專案計畫之組織及人力如何配置？ 

(二)請問 貴公司對於研發專案計畫之研發人員如何進行人

力訓練與發展措施？請加以詳細說明。 

(三)請問 貴公司對研發專案計畫之研發人員如何進行績效

評估並給予適當之獎懲？請加以詳細說明。 

二、計畫之控管

機制 

(一)請問 貴公司對於各項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提案與可

行性分析？ 

(二)請問 貴公司對於各項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篩選與審

核？ 

(三)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進度管控？請加

以詳細說明。 

(四)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經費管控？請加

以詳細說明。 

(五)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設備管控？請加

以詳細說明。 

(六)請問 貴公司對於研發專案計畫的研發人員如何進行工

時管理？ 

(七)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成本管理分析？

請加以詳細說明。 

(八)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在與外界合作時之管理機

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明。 

(九)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計畫變更、計畫

結案等程序？請加以詳細說明。 

(十)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之考核與績效評估如何進

行？ 

三、計畫之成果

管理 

(一)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如何進行成果管理，如：

收集、整理、保密、分類等？請加以詳細說明。 

(二)請問 貴公司的研發專案計畫之成果如何維護、更新及

運用？ 

資料來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65

表 2.5.8 整合能力診斷（評鑑）項目表 

診 斷 (評 鑑 )

項 目  
診 斷 (評 鑑 )項 目 內 容  

一、整合性計畫管

理之組織與人

力資源管理  

(一)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

之組織及人力如何配置？相關權責關係為何？ 

(二)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

如何規範相關人員異動情形？請加以詳細說明。 

二、整合性計畫之

執行與控制 

(一)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之

進度管控機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明。 

(二)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如

何進行經費管控？請加以詳細說明。 

(三)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如

何進行研發人員的工時管理？ 

(四)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之

計畫變更管控機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明。 

三、整合性計畫之

成果管理 

(一)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成

果歸屬之管理機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明。 

(二)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如

何進行成果之收集、整理分類與保管機制？請加以

詳細說明。 

(三)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之

成果運用評估辦法、履約及違約處理機制為何？請

加以詳細說明。  

(四)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之

成果保密與安全控管機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明。

(五)請問 貴公司進行本整合性計畫時，與合作公司間成

果運用之收益分配控管機制為何？請加以詳細說

明。 

資料來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三)、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評鑑流程 

評鑑流程區分為先期診斷、期中輔導及期末評鑑三種流程，參見

表 2.5.9、2.5.10 及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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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先期診斷 

表2.5.9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流程-先期診斷彙整表 

作 業 流 程 流 程 說 明 

 

 

 

 

 

 

 

 

 

 

 

 

 

 

 

 

 

 

1.管科會收到業界科專專案辦公室所轉交之資料

後，將先進行書面資料檢查，並通知廠商補件相

關事宜。 

2.廠商資料備齊後，管科會與委員及廠商協調實地

診斷日期，並將委員安排情形告知廠商，之後再

正式發函通知廠商實地診斷之日期。 

3.待實地診斷日期確認後，管科會即將「研發管理

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寄給委員。 

4.委員收到廠商書面資料後，需先進行書面診斷，

針對「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撰寫「診

斷建議書(書面診斷)」  ，並於收到書面資料後 5

天內交由管科會承辦人員彙整並寄給廠商，廠商

需在實地診斷當日，回覆委員「診斷建議書(書面

診斷)」之意見。 

5.實地診斷當日，廠商將回覆委員「診斷建議書(書

面診斷)」之意見，另備妥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

力相關佐證資料；診斷委員於瞭解廠商研發管理

制度/整合能力實際建制及運作情形後，需提供廠

商建議事項，並針對制度面及執行面撰寫「診斷

建議書」。 

6.實地診斷後，管科會即將繕打完成之「診斷建議

書」、管科會專職管理顧問所提供之「診斷建議書

說明」寄給委員，請委員確認內容是否需修改，

並於定期召開之「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確認

會議」會議中決議「診斷等級」、「診斷建議書」

及「診斷建議書說明」內容。 

7.「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確認會議」後，管科

會將「診斷等級」、「診斷建議書」及「診斷建議

書說明」發函寄予廠商；廠商需於與經濟部簽約

後一個月內，依據「診斷建議書」內容，提出未

來改善方案。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管科會與委

員協調實地

診斷日期 

 

委員收到廠

商書面資料

 

委員進行 

書面診斷 

 

實地診斷 

當日 

確認「診斷

建議書」及

「診斷建

議書說明」

管科會通 

知廠商進 

行補件 

廠商收到 

通知診斷 

結果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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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中輔導 
表2.5.10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流程-期中輔導彙整表  

作 業 流 程 流 程 說 明 

 

 

 

 

 

 

 

 

 

 

 

 

 

 

 

 

 

 

 

1.廠商與經濟部簽約後，除必須安排輔導的廠商

外，廠商可依需求申請期中輔導，本會將安排專

職管理顧問進行一次實地輔導。 

 

2.管科會專職管理顧問於瞭解先期診斷委員對廠商

所提出之建議及廠商提出之未來改善方案後，即

與廠商協調實地輔導之日期。 

 

 

3.實地輔導日期確認後，管科會將發函通知廠商實

地輔導之日期。 

 

4.實地輔導當日，廠商需先備妥現有相關研發管理

制度/整合能力佐證資料，以利管科會專職管理顧

問在輔導時提供廠商有效之建議；管科會專職管

理顧問將針對廠商先期診斷之缺失進行實地輔

導，協助廠商改善及建立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

力；並於實地輔導結束後撰寫「輔導報告」。 

 

5.於輔導結束後，管科會將「輔導報告」發函寄予

廠商，廠商可參考「輔導報告」之內容，改善公

司之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廠商申請 

期中輔導 

 

管科會協 

調實地輔 

導日期 

 

廠商收到通

知實地輔導

日期公函 

 

 

實地輔導 

 

 

廠商收到 

期中輔導 

報告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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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評鑑 

表2.5.11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流程-期末評鑑彙整表  

作 業 流 程 流 程 說 明 

 

 

 

 

 

 

 

 

 

 

 

 

 

 

 

 

 

 

 

1.管科會將於廠商計畫結案前三個月，發函通知廠
商準備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期末評鑑所需之
書面資料，並進行書面資料檢查，通知廠商補件
相關事宜。 

2.廠商資料齊備後，管科會與委員及廠商協調實地
評鑑日期，並將委員安排情形告知廠商，之後在
再式發函通知廠商實地評鑑之日期。 

3.待實地評鑑日期確定後，即將「研發管理制度/整
合能力」書面資料寄給委員。 

4.委員收到廠商書面資料後，需先進行書面評鑑，
針對「研發管理制度/整合能力」書面資料撰寫「評
鑑委員意見表(書面評鑑)」，並於收到書面資料後
3 天內交由管科會承辦人員彙整並寄給廠商，廠商
需在實地評鑑當日，回覆委員「評鑑委員意見表
(書面評鑑)」之意見。 

5.實地評鑑當日，廠商將回覆委員「評鑑委員意見
表(書面評鑑)」之意見，另備研發管理制度/整合
能力相關佐證資料；評鑑委員於瞭解廠商研發管
理制度/整合能力實際建制及運作情形後，需提供
廠商建議事項，並針對制度面及執行面撰寫「評
鑑委員意見表」。 

6.實地評鑑後，管科會即將繕打完成之「評鑑委員
意見表」寄給委員，請委員確認內容是否需修改。

7.管科會將「評鑑委員意見表」發函寄予廠商，廠
商對「評鑑委員意見表」之內容認為有誤解或與
事實不符之情事，將提出「申覆說明書」函寄管
科會，管科會將轉交評鑑委員，由評鑑委員針對
廠商所提「申覆說明書」內容，填寫「委員意見
修正及回覆表」，決定是否修改原評鑑意見，同時
並提出答覆意見；之後管科會即彙整相關資料提
送「管理制度指導委員會」進行複審。 

8.「管理制度指導委員會」後，將由經濟部技術處
函   通知廠商「評鑑結果」。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管科會與委

員協調實地

評鑑日期

 

委員收到廠

商書面資料

 

委員進行 

書面評鑑 

 

實地評鑑 

當日 

確認「廠商

申覆說明」

內容 

 

確認「委員

意見表」內容

管科會通 

知廠商進 

行補件 

廠商收到 

通知評鑑 

結果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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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校務評鑑 

(一)、推動概況 

我國大學校院評鑑工作始於民國六十四年，係教育部為充分瞭解大

學校院各係所之行政、教學、師資、圖儀設備與研究成果…等教育相關

問題，所陸續進行之各項評鑑。隨著社會多元化發展，對於如何推持及

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與水準，已成為目前高等教育亟需重視的議題。 

為全面提昇台灣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競爭力，教育部等機關莫不

積極推動各項措施與評鑑，藉以提升各大學之辦學績效、孕育各大學成

為國際一流學府。此計劃除繼續推動大學綜合校務評鑑外，亦希冀透過

全面大學評鑑，建立國內大學與學術界對大學評鑑的共識與作法，更希

望能幫助各大學自我定位，發展自我特色，建立未來發展方向，以期全

面提升國內高等教育之品質。 

1.評鑑目的： 

（1）建立評鑑共識，奠定未來評鑑基礎 

（2）提昇大學教育品質，強化大學競爭力 

（3）瞭解各大學辦學現況，協助各校自我定位，確立發展方向 

（4）鼓勵各大學及其學類發展特色 

（5）協助各大學提出整體校務及其學類之自我改進計劃 

（6）促進各大學之辦學經驗交流，以期達到相互觀摩與學習效果。 

2.評鑑對象：依學校性質分為九大校務類組共 76 所。 

3.委員會 

本計畫邀請對教育政策具豐富經驗之歷任部長、院士、與對評鑑有

相當經驗之歷任大學校長、及對私立大學有經營成效之歷任校長，並依

據六大專業類之領域邀請委員，共同組成本計畫之「指導委員會」。其

工作職掌為： 

（1）綜合指導、規劃本次評鑑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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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評鑑報告。 

（3）推薦各專業類組評鑑委員。 

（4）審議評鑑項目、指標、等第等相關事宜。 

（5）確保評鑑過程之公正、公平性。 

（6）檢討本次評鑑辦理情形。 

(二)、大學校務評鑑內容 

1.評鑑項目 

在校務類組部份針對辦學特色（私校含中長程計畫）、教學資源、國

際化程度、推廣服務、訓輔、通識教育及行政支援等項目進行評鑑。 

在專案類組部份則針對師資、教學及研究等項目進行評鑑。 

 
圖 2.5.6 大學校務評鑑項目 

資料來源：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劃 

評

鑑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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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國際化程度 

推廣服務 

訓輔 

通識教育 

行政支援 

師質 

教學 

研究 

質性

量化

質性

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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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鑑指標 

表 2.5.12 大學校務評鑑指標表 

評鑑指標 指          標 

辦學特色 

教學資源 

國際化程度 

推廣服務 

訓輔 

通識教育 

校務類組 

質性評鑑指標 

行政支援 

教學資源 

國際化程度 

推廣服務 

訓輔 

通識教育 

校務類組 

量化評鑑指標 

行政支援 

師資 

教學 
專業類組 

質化評鑑指標 
研究 

師資 

教學 
專業類組 

量化評鑑指標 
研究 

資料來源：台灣評鑑協會 

3.評分方式，依等第分為下列三類： 

a. 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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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現較弱 

c.  普通 

(三)、大學校務評鑑流程 

大學校務評鑑計畫的流程，係分為前置規劃作業、評鑑(自評與訪

評)實施作業及評鑑報告之處理三階段，茲將其流程分述如下： 

(1)前置規劃作業：a.成立指導委員會 b.擬定評鑑項目與指標 c.受理

學校系所歸類 d.建置網站 e.成立評鑑委員會。 

(2)評鑑(自評與訪評) 實施作業：a.辦理受評學校說明會 b.辦理評鑑

委員講習會 c.進行教師、學生及行政人員問卷調查 d.整理各校填

寫之評鑑資料表 e.進行實地訪評。 

(3)評鑑報告之處理：a.彙整評鑑報告 b.受理學校申復及提出改進計畫

c.召開申復檢討會議 d.召開總檢討會議 e.完成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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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與品質保證標準 

(一)、推動概況 

ISO 是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簡稱，於 1947 年 2 月 23 日正式成立，其總部

設在瑞士日內瓦，成立之主因是歐洲共同市場為了確保流通全歐洲之

產品品質令人滿意，而制訂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

化，減少技術性貿易障礙。 

ISO 9001 驗證標準係指設計、開發、生產、安裝與服務之品質

保證模式。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理系統之運作，

使供應商從設計、生產至服務之各階段中，防止不符合之情事發生，

以獲得顧客之滿意；而第三者稽核更突顯出稽核之公正性和客觀性。 

由於採用 ISO 9000 這個品質策略對內可將經營理念、管理功能

與現場作業結合起來，對外則明確釐清顧客需求和市場區隔，故實施

ISO 9000 不僅能積極地提昇企業產品與管理品質，更有助於加強企

業形象、開拓市場與提高競爭力。 

1.驗證機構 

「全國認證基金會」係屬財團法人性質之認證機構，英文名稱為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簡稱 TAF)，主要功能為監督

及管理國內驗證機構、訓練機構及檢驗機構之作業品質，並積極參與

國際相關認證組織，期使國內廠商能減少重複驗證，降低驗證成本，

達成「一證在手，全球承認」的目標。 

全國認證基金會已分別於91.9.22及93.10.9簽署國際認證論壇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簡稱 IAF)之 QMS/EMS 多邊

相互承認協議(MLA)，因此 TAF 所認證之驗證機構核發之證書，目前

亦可獲得歐盟、美、日、南非、紐澳及中國大陸等..國家之認證機構

認可接受。 



 74

目前驗證機構如下：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 

(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3) 貝爾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EAQA) 

(4) 挪威立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NV)  

(5) 法國法立德公證有限公司(BVQI) 

(6) 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BSI) 

(7)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CR) 

(8) 英國勞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LLOYD＇S) 

(9) 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ÜV Rheinland) 

(10) 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UCS) 

2.認證範圍：涵蓋39類產業。 

3.有效期間： 

ISO 9000 對通過合格之廠商每半年或一年稽核一次，以確保企

業/公司行號能確實依照 ISO 9000 相關標準執行，且三年重新認證的

作法，無疑長期保障產品品質，建立客戶對產品的信心。 

(二)、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與品質保證標準內容 

「共通項目」係屬訪談時必查之項目，「個別項目」則可依廠商

管理系統之特性與重要性，以抽樣方式進行查核。可行時，評審人員

應針對查核項目各對應之所有二階程序書加以查核，並將查核結果摘

要敘述於訪談報告表。  

表 2.5.13 ISO9001 系統架構表 

(一)共通項目  

--品質政策與目標。  

--組織架構、部門職掌/權責是否已明訂(如品保體系圖及部門職掌矩

陣圖。)  

--管理系統是否已文件化。  

--文件架構(層級)及相連接性、文管、紀錄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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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有無決定與產品/服務/活動有關之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如適

用之法規清單。針對組織如何決定及審查與其產品有關之法規要

求，評審人員應於現場加以查核。  

--討論設計管制之適合性及執行現況。  

--內部稽核規劃、執行及改正(含紀錄)；預防措施之實施是否符合標

準要求。  

--管理審查是否符合標準要求；管理審查輸出與輸入之規劃與執行。

(二)個別項目  

--討論設計管制之適合性及執行現況。  

--產品客戶/內外銷分布狀況。  

--供應商之認可及管制、採購。  

--製程管制特性、設備維護保養。  

--檢驗制度規畫、儀校制度規劃。  

--服務特性。  

--內部溝通過程、顧客溝通過程。  

--顧客滿意度實施方式。  

--過程及產品之監督與量測。  

--資料分析過程、持續改善過程。  

--生產及服務提供之過程、特性、管制圖及統計手法之運用。  

--檢驗狀況及標示、儀校標示。  

--運搬、倉儲(原料及半成品成品區)、包裝、交運。  

--產品鑑別標示、有無顧客財產。  

--不合格品(區)及標示。  

--各項流程、基礎架構、工作環境。  

--其他。  

資料來源：標準檢驗局 

 (三)、認證流程 

1.審查方式： 

可分為書面審及實地審。書面審為其內容之書面資料審理，審地

審則為其落實程度。主要內容如下： 

a. 文件系統完整性。 

b. 人數、製程及產品等特性是否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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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件妥切性。 

d. 文件循環(PDCA)。 

2. 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與品質保證標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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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申請 ISO 9000 認證作業流程圖 

資料來源：標準檢驗局 

管理手冊審查 

文件審查 

提出申請 

赴廠訪談 

確定評鑑計劃 

繳交審查費及評鑑費 

登錄及發證 

納入追查系統 

評鑑報告審核 

派遣主導評審員/評審員 

增派/確認評審員 

有主要缺點 無主要缺點 

現場實地評鑑 

未認可登錄認可登錄 

繳交登記費及證照費 
(可於二個月內申請複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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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 

(一)、推動概況 

民國八十六年，經濟部商業司為提升商業服務品質，塑造顧客滿

意的服務環境，開始推動「優良商店認證計畫」（Good Store 

Practice），就是由政府制訂一個標準經營規範，供業者遵行，並對

符合標準者，由政府給予認證，作為鼓勵，進而促使商店提供消費者

一個安心、信賴、滿意的消費環境。 

但是，隨著產業結構改變、服務業佔 GDP 比重與就業人口均急速

增加，造成社會價值觀的蛻變，顧客對服務品質的需求越來越高。為

使國內服務業加速適應國際競爭，配合 WTO、APEC 等國際經貿活動，

經濟部商業司於是引進先進國家在服務業的經營理念、管理手法，並

參酌國情轉化為專業指引，協助我國服務業者，提高國際競爭力，進

而建立良好的服務品質管理制度。 

因此自九十三年起將「優良商店作業規範(Good Store 

Practice)」轉型為「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ood Service Practice)」。

轉型後的「優良服務 GSP」強調服務品質系統的建立與經營體質的提

昇，促使業者日後在提升服務品質及經營管理方面，不僅僅是階段性

的改善強化，更重視改善過程的有效性及確實性，並藉由服務的落

實，進一步獲得顧客滿意與企業的口碑形象，以提升服務產業總體之

服務品質，提供消費者「高品質、高價值、高滿意」的服務品質。 

設置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分別由經濟部主管商業次長

及經濟部商業司司長兼任之；另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下列人員兼

任：主管及有關業務之機關或單位首長、具學術經驗之專家、商業團

體代表、消費者團體代表。 

(1)推行目的 

為輔導業者實施「優良服務作業規範」（簡稱 GSP），以提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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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服務品質，強化商店自我提升能力，促進整體商業的健全發展，

加速我國商業現代化與國際競爭力。 

(2)基本原則 

a. 優良服務 GSP 之推行，採輔導性質認證方式，由商業服務業者自願

參加，經濟部商業司給予適當協助。 

b. 優良服務 GSP 之訂定分連鎖體系及單店業者之商業服務業者通則

專則兩種，通則適用於所有商業服務業者，專則依業種業態之性質

不同及實際需要予以訂定之。 

c. 優良服務 GSP 商業服務業者因服務需要而提供之商品、服務、環

境、衛生等品質得參照政府有關單位、學術研究機構或法人團體認

同之要求。 

(3)申請資格 

中華民國境內合法登記之公司行號，含連鎖體系（指總店數達 7

家以上）經營之分公司、分店或門市，且其行業別符合商業司已開放

認證之 36 項業種業態。 

 (4)追蹤管理 

通過認證業者須接受每年 1 次「定期追蹤」及「不定期追蹤」，

和至少每 6 個月 1次之自行「內部品質稽核」，並將「稽核人員名冊」、

「品質稽核紀錄」逐次核備存查。 

A、 定期追蹤 

a. 單店與分站由「評核執行小組」進行 1 小時 

b. 連銷體系總部由「技術諮詢執行小組」進行 4 小時 

B、 不定期追蹤 

單店業者及連鎖體系均由「評核執行小組」進行 1 小時。 

 不定期追蹤採神秘顧客訪查法，不事先約定去店明確日期及時

間，僅通知訪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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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連鎖體系若分店 1/5(含)以上追蹤管理不合格，將報請推行會

報取消連鎖體系之認證資格。 

(5)標章使用 

認證業者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將取消並終止「優良服務 GSP」之

【標章使用權】與【認證合約效力】，並須於通知文到 7日內，向經

濟部商業司繳回「GSP 認證證書」，並塗銷原址商店內外一切有「GSP

識別標章」之圖形文字。逾期逕由經濟部商業司追繳，並公告之。 

 連鎖體系業者總部負責人變更後，經「總部評核」未通過者。 

 單店負責人變更後，經「現場評核」未通過者。 

 單店遷移新址後，未另案提出認證申請或重新認證過程中，經

「現場評核」未通過者。 

 解散、歇業或公告撤銷者。 

 有不符 GSP 規章之各項規定，經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

改善者。 

 接獲申訴或媒體揭示消費者抱怨後，未妥適處理者且情節重

大，經查證屬實者。 

 有違反「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認證合約書」內容之行為時。 

 有違反政府相關法令規定情節重大者。 

 

 

圖 2.5.8 GSP 識別標章 

資料來源：中國生產力中心 

 

 

GOOD 

SERVIC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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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評估內容 

1. 環境、設施、衛生、安全管理 

a.營業場所環境及設施 

(a) 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工作場所及相關之公共設施應堅固耐

用，易於維修及維持乾淨，如設置在公寓大廈，應符合公

寓大廈管理條例之相關規定。 

(b) 賣場應依業種及業態特性，裝設適當之照明或採光，必要

時宜於燈具外加裝安全防護，以確保販售商品之安全。 

(c) 依業種業態之特性及需求，賣場宜維持安寧及適宜的溫溼

度，以確保購物環境之舒適，使用擴音設備時不得對外廣

播，避免所發出之聲音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d) 商品之儲藏或前置處理場所等應通風良好，必要時宜裝設

有效之換氣及溫度調節裝置，以保持室內空氣之新鮮及穩

定商品之品質。 

(e) 營業場所對外通風或排氣口宜裝設防止外物侵入之裝置，

並避免外界之異味引入賣場。 

(f) 營業場所如有騎樓，應維護整潔、通暢、以方便消費者通

行，不得陳列商品或作為倉儲等用途，且如有機車停放、

標示牌、盆景、坐椅等設置，應予以規劃，不得妨礙公共

便利。 

(g) 營業場所如附設有停車場，宜予以規劃、劃線定位，並設

置殘障車位指引車輛遵行方向，且不得以任何物品或設施

佔用公設之停車空間。 

(h) 營業場所內部有關資訊公告、商品介紹等文件資料，宜整

體考量佈置美觀。如設有雜誌、刊物、報紙，宜另設置物

架，使顧客易於閱讀，且擺設整齊，避免雜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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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營業場所衛生 

(a) 營業場所及其固定物與相關設施，應確實整理、整頓、清

掃、清潔，以避免商品遭受污染，讓消費者有衛生清爽的

消費環境。 

(b) 商品之貯放應依特性、類別，置放整齊且應離牆、離地，

並按先進先出原則提領貨品。 

(c) 營業場所內之供水設施，應定期維護並保留相關記錄，且

應依業種、業態提供適當之水質、水量，必要時得裝設儲

水設備，濾水設備或供應適當溫度之溫、熱水；與食品相

關行業之用水，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d) 營業場所禁止飼養禽畜。 

c.消防及保安應變處理 

(a) 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施應配合內政部頒布的「各類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

並依防火管理規定，訂定消防防護作業緊急應變處理標準

作業程序；且進行年度演練，拍照記錄備查。 

(b) 營業場所應依實際狀況，編製合宜的保安應變處理小組，

以預防搶劫、竊盜、擾亂、恐嚇、詐騙、停電、火災、颱

風、地震、協助殘障者避難等保安業務，並明列應變處理

標準作業程序；且進行年度演練，拍照記錄備查。 

(c) 營業場所應設置緊急逃生出口及緊急照明系統，並在疏散

平面圖上，清楚標示，且張貼明顯處；出口保持暢通不得

堆積物品。 

(d) 營業場所應備有急救箱，並有足夠有效期限內之藥品，以

供緊急醫療之用。 

(e) 營業場所之各項供電、電器設施，均應依電力主管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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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設置，並將各供配電系統加以適當標示。 

2. 內部稽核 

a.文件及記錄管理 

(a) 公司應建立適切之文件及記錄管理辦法，以有效管制本規

範中各項文件或記錄之編製、審核、分發、使用、修改、

分類、索引、歸檔、保存、維護等作業。 

(b) 負責文件及記錄之製作、審查、核准等人員，應確實按規

定以簽名或蓋章方式對文件或記錄負責。 

(c) 各項作業文件應依實際狀況，且將新版文件分發有關人員

使用，並將原來之作業文件收回。 

(d) 各項作業文件的異動過程，均應留下記錄，以確保所使用

之文件為最新規定。 

(e) 各項作業文件的保存期限，應視相關法令規定及公司需要

訂定保存期限。 

b.內部稽核作業 

(a) 應建立適切之內部稽核作業辦法，以確保服務作業品質與

規劃水準相符合，確保GSP規範有效執行。 

(b) 內部稽核之結果應作成書面記錄，並送請受檢單位負責人

簽章確認；以便使受檢單位了解缺點，並採行矯正預防措

施。 

(c) 受檢單位所提出之矯正預防措施，應依據內政部稽核作業

辦法之規定，進行改善跟催及確認作業。且內部稽核之查

核結果應作成記錄及分析報告，並送請管理負責人簽章確

認，以促進服務作業品質之提升及落實GSP規範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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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分析(商業自動化) 

a. 公司為能快速蒐集並反應商情，提升管理效率及滿足消費者多

樣化需求，應積極運用資訊科技(E化)的觀念，選擇適用的工

具來管理。  

b. 公司得視業務需要，有計畫積極導入資訊科技（e化），如內部

網路（Intranet），銷售點管理（POS）等，以能快速蒐集並反

應商情，提升管理效率及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 

(三)、認證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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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良服務作業規範（GSP）流程： 

圖 2.5.9 優良商店作業規範流程表 

資料來源：中國生產力中心 

 

 

 

未通過

 提出申請 

 認證輔導 

 資格核定 

 簽約授證 

 追蹤管理 

經書面申請或網路完成申請書，檢附相

關文件，送交「優良服務 GSP 推動小組」

進行資料檢查，未合格者通知補件。 SSTTEEPP  11 

SSTTEEPP  22 

SSTTEEPP  33 

SSTTEEPP  44 

SSTTEEPP  55  

SSTTEEPP  66  

由「GSP 推動小組」視申請企業狀況，安

排認證輔導，包括建立服務手冊、重點

教育訓練等，協助企業了解現場評核作

業。 

由評核小組至店家或連

鎖總部進行 GSP 相關資

料評核及現場評核。 

評核通過後，由推行會報進行資格核定

簽署認證合約書及參與「優良服務 GSP」授

證典禮，領取「認證證書」並享有「GSP 標

章」使用權。 

每年接受一次定期追蹤及不定期追蹤 

店家/總
部現場評

核

複評

(一次)

通
過

未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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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場評核 

參與「優良服務 GSP」認證之單店業者及連鎖體系均須經過「現場

評核」階段，作業流程如下： 

a.單店與分店 

由「評核執行小組」進行 2 小時現場評核。 

表 2.5.14 單店與分店現場評核時程表 

業者簡報 30 分鐘 
說明店舖營運管理狀況、「優良服務 GSP」措施執行

狀況 

資料評核 25 分鐘 
店方與「優良服務 GSP」相關書面作業程序標準、報

表、記錄 

現場評核 30 分鐘 評核員進行店長與員工訪問，評核落實狀況 

評核總結 30 分鐘 評核小組進行討論後，口頭報告評核結果及建議 

結果確認 5 分鐘 
由店長或管理負責人確認「現場評核彙總表」並簽

章 

資料來源：中國生產力中心 

b.連鎖體系總部 

連鎖體系業者必須先通過由「技術諮詢執行小組」進行 8 小時之

「總部評核」後，才得進行分店或門市抽樣之「現場評核」，抽樣評核

之店數則依照優良服務作業要點規定。 

表 2.5.15 連鎖體系總部現場評核時程表 

業者簡報 40 分鐘 
說明公司營運管理狀況、「優良服務 GSP」措施執行

狀況 

資料評核 320分鐘 

1.評核「優良服務 GSP」相關書面作業程序標準、報

表、記錄。 

2.總部如何將其營運品質所抱持之政策、目標與承

諾，推展到其所屬之分店、門市或分公司。 

3.總部對其所屬分店、門市或分公司的管理能力及

績效評估的作法。 

4.總部如何執行「內部品質稽核」作業。 

5.在 GSP 相關品質記錄保存方面，總部如何與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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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分店、門市或分公司做明確之區分。 

6.在顧客抱怨與顧客滿意及社會責任上所做的努力

措施是什麼。 

7.其他與 GSP 品質保證系統有關之文件、記錄、

報告等之查閱。 

評核總結 50 分鐘 
評核小組進行討論，由評核小組組長口頭報告評核

結果 

結果確認 10 分鐘 總部負責人閱讀「現場評核彙總表」，並簽章確認 

資料來源：中國生產力中心 

注意： 

 評核總分雖達合格分數，但重點項目未達合格者，申請者可於

改善後，再申請 1 次複評。 

 評核總分未達合格分數，但重點項目達合格者，申請者可於改

善後，再申請 1 次複評。 

 現場評核總分未達最低標準分以上者（連鎖或單店均同），三

個月內不得申請複評。 

 複評未合格者於 3 個月後始得再重新提出認證申請。 

 單店及連鎖體系之總部負責人變更時，應重新執行總部評核。 

 連鎖體系若分店 1/3(含)以上未合格者，視同全連鎖體系未合

格。 

連鎖體系如有新增店數時，每年可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新增店數認證申

請。  



  

表 2.5.16 評鑑／認證制度彙總表 

制度名稱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實施時間 對象 有效
期間

參加方式 是否收費 追踨
管理 

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制度 

行政院金融

管理委員會
證劵期貨局 

社團法人中

華公司治理
協會 

94 年 7 月 上市上櫃

公司 

1 年 自願 自費  

外勞仲介服

務品質評鑑 

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職業

訓練局 

中華民國工

業協進會 

92 年試辦 

93 年實施 

仲介家庭

類外勞人

數達10人
以上之私

立就業服

務機構 

1 年 全面性   

旅館等級評
鑑制度 

1.觀光局 
2.各縣市政

府主管 

1.觀光旅館
2.一般旅館

1.93年辦理觀光旅
館第一階段「建築

設備」等級評鑑工

作 
2.94 年推動「旅館

等級評鑑制度」，

以星級標識取代
「梅花」標識 

 

 

觀光旅館
及一般旅

館 

3 年 1.觀光旅
館全面參

加 

2.一般旅
館自願 

1.第一階
段政府編

列預算 

2.第二階
段業者自

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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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名稱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實施時間 對象 有效
期間

參加方式 是否收費 追踨
管理 

大學校務評

鑑規劃與實
施計劃 

教育部高教

司 

社團法人台

灣評鑑協會

93 年 76 所大學  強制 政府編列

預算 

 

業界開發產

業技術計畫 

經濟部技術

處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管理

科學學會 

88 年 所有執行

「業界開

發產業技
術計畫」

之廠商 

 自願 政府編列

預算 

 

ISO-9000 系

列品質管理
與品質保證

標準 

國際標準組

織 

BSMI、SGS、

EAQA、DNV、
BVQI、BSI、

CR、UCS 

LLOYD＇S、 
TÜV 

Rheinland)

 製造業與

服務業 

3 年 自願 自費 半年

或一
年 

優良服務作

業規範 
（GSP） 

 

 
 

經濟部商業

司 

中國生產力

中心 

86 年—優良商店作

業規範 
93 年—優良服務作

業規範 

目前有 36

項業種業
態 

 自願 自費 每年
一次
定期
追蹤
及不
定期
追蹤 



  

第六節 研究架構理念 

本研究架構主要是依據「資訊不對稱」及「交易成本理論」之理

念進行設計評鑑指標及制度，詳述如下。 

壹、資訊不對稱 

何謂資訊不對稱？當交易雙方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所不知道的

資訊，即產生資訊不對稱問題。 

資訊不對稱又可分為下列兩類： 

第一類為「藏匿的特性（hidden characteristics）」：即交

易之一方知道其本身的某些特質，另一方想要知道但卻無法獲知。

例如：參加人在加入傳銷事業時，對於產品品質、性能、安全及自

身權益等相關資訊並不十分清楚。 

第二類為「藏匿的行為（hidden actions）」：即一方的某種

影響交易成果的行為，另一方無法直接觀察到。例如：傳銷事業並

非能清楚掌握傳銷商如何吸引更多的消費者加入傳銷事業之傳銷

行為。 

由上述兩種資訊不對稱衍生出來的經濟問題，可歸納為「惡性

選擇（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惡性選擇由於有「藏匿的特性」問題，進行交易時往往會導致

資訊較少的一方再選擇擁有資訊的一方的交易對象時，做出了惡性

選擇；即選擇了較差的交易對象。在資訊經濟學領域中最有名的例

子，可稱之為「檸檬市場 lemon market」問題，是說留在樹上沒

有採的都是酸梨子，甜的早就被採光。在美國，買賣舊車非常普遍。

真正知道舊車優點的是那長期擁有的車主，買者雖可以聞忘問切，

甚至實地測試，舊車仍不能很快暴露出它的毛病。因此推測便知

道，保養得很好的車子，比較不會出現在舊車市場；低品質車子，

其車主才會急於出售之。因此，消費者自然也預期二手車的品質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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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故不願支付高價購買。這種現象會有進一步惡性循環的回饋效

果，既然舊車市場價格不高，就只有低品質、低價位的爛車市場。 

如何解決惡性選擇問題呢？最常見的方法，擁有資訊較少的

人，會利用一些可觀察的指標，來推測藏匿的特性。這種可觀察的

指標稱之為「信號（signal）」。 

在傳銷事業中，參加人於加入傳銷事業前是屬於資訊較少一

方，而最後常會因為加入前沒有充分了解傳銷事業之特性或產品之

相關資訊，於退/換貨或退/出退貨時，產生交易糾紛，使社會大眾

對直銷產業產生負面印象，因此，如何透過評鑑/認證指標及制度

所提供之信號（signal）以消費者降低消費者於交易進行前獲得充

分資訊，以避免因「藏匿的特性」而產生交易糾紛之問題。 

道德危機意指若不對稱資訊是「藏匿的行為」，擁有資訊的一

方可能會做出陷對方於不利的行為。例如：雇主希望員工努力工

作，但除非有嚴格監督或良好制度，不然員工混水摸魚也不容易察

覺。 

如何解決道德危機問題呢？除了加強「監督」外，必須設計適

當「誘因（incentives）」以督促避免之。 

在傳銷事業中，上線為吸引更多的下線加入組織時，可能會對

產品功能、組織優勢、獎金收入等使用誇張渲染的推銷手法，使消

費者加入成為參加者，於參加人加入後又因買貨/屯貨所產生金錢

等問題，而產生交易糾紛。因此，如何透過評鑑/認證指標及制度

所提供之實地查核與監督，以避免因「藏匿的行為」而產生交易糾

紛之問題。 

惡性選擇肇因於藏匿的特性之資訊不對稱，此問題產生於經濟

交易發生之前。而道德危機問題則肇因於藏匿的行為之資訊不對

稱，此問題發生於交易或契約訂定之後。在解決問題方面，惡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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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問題因關鍵在於資訊的傳遞，故可以尋找適當的「信號」作為參

考；而道德危機的解決，則強調必須給予擁有資訊一方正確的行為

誘因。另外，惡性選擇和道德危機問題並不一定單獨存在的，往往

也可能同時發生。 

市場機能與資訊不對稱在經濟領域中，資訊不對稱問題常被用

來解釋保險市場、借貸市場、勞動市場的一些現象。事實上，幾乎

所有交易均存在資訊不對稱現象，但在競爭市場上，資訊不對稱的

現象卻不構成「問題」。有的是「不對稱」本身不嚴重，但大部分

是在競爭市場中，透過人類的基本道德與重複交易的長期利益，買

賣雙方雖然不明瞭對方的真實情況，卻可以相安無事，分工合作互

助互利。但如果市場競爭性加強，「酸梨子」的舊車市場就可能發

展出專門驗車的行業，就像 ISO 認證一樣，提供消費者正確的訊

息，解決只有爛車才會出現在二手車市場的困境。因此，如何透過

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度」及「專業評鑑指標」建立，以提

供參加人/消費者正確訊息，解決眾多糾紛案例，進而改善社會大

眾對直銷的負面印象，為當務之急。 

貳、交易成本理論 

多層次傳銷屬於商業交易行為，在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之下，認

為交易在市場機能的運作下，將會完美進行。但是 Coase（1937）

提出交易成本的觀念，其認為從現實環境觀察中，經濟學家同意價

格機能是一種較佳的協調機制，但也承認企業家的協調功能。直到

1975年 Williamson 綜合了 Coase 的理論及其他相關交易及交易成

本相關文獻，發展出「交易成本經濟學」，其中提出當買賣雙方於

資源交換過程中存在高交易成本時，則可透過「仲介機構」提供資

訊、協助談判及監督交易，以降低交易成本之三邊統治形式。 

所謂交易，是指「技術上獨立的買賣雙方，基於自利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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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意欲之產品或服務，基於雙方均可接受之條件，建立起一定之

契約關係，並完成交換的活動」。 

所謂交易成本則指，「在交易行為發生過程中，伴同產生的資

訊搜尋、條件談判（議價）與監督交易實施（品管）等各方面之成

本」。 

產生交易成本的原因從下列四方面加以分析之。 

一、交易人 

交易雙方基於尋求自我利益，常會採取一些策略行為，如果彼

此間隱藏著懷疑與不信任，則交易過程中之監督成本必然大增。因

此，交易雙方的有限理性與投機心理，是產生交易成本的重要因

素，而這方面成本的高低，則與交易人特質有非常密切的關係。 

二、交易情境 

在交易情境方面，下列幾項是影響交易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 

1.環境之不確定與複雜性：未來環境如果充滿著變化與不可預

期，則交易雙方的理性行為必會受到許多限制，在協商與定契約的

過程中，常需付出更多的時間與精力。同時，由於環境的變化很大，

交易雙方常希望有較大的彈性來調整彼此的供需關係，但這往往造

成另一項很大的交易成本。 

2.少數交易：在交易過程中，如果和交易相關之之是具有異質

性，資訊便不容易完全流通，因此，市場上的交易，往往實際上仍

只是少數人參與。當參加交易的人數不多時，交易雙方討價還價的

過程將很漫長，彼此間所產生的交易成本便極為高昂。 

3.資訊不對等：在交易過程中，由於環境變化及人性的投機心

理，使得交易雙方握有的資訊完整性，在程度上往往不同。在這種

情況下，常亦導致「先行動者」得利，並形成前述少數交易的現象。 

4.氛圍：交易雙方若是處於對立的立場，整個交易常充滿著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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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與不信任的氣氛，交易過程將重視形式而不重視實質，徒增交易

成本。 

三、交易標的物 

在交易標的物方面，下列幾項是影響交易成本高低的主要因

素： 

1.交易商品的獨特程度：一般而言，交易商品若屬標準品，由

於有客觀價值、價格指標，交易困難度很低。但如果交易的商品屬

於獨特品，則需要投注於搜尋、議價與監督的心力自然甚高。 

2.買賣雙方額外投入程度：在某些情形中，買賣雙方在從事某

一項交易時，除了交易的標的物外，還需要配合對方的需要，投入

一些額外的努力。由於這些努力常需要再交易進行一段時間後，才

能夠確知其效果，因此，如果要在事先訂定一份公平的交易契約，

顯然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 

3.品質的可辨識程度：某些交易標的物的品質，無法以簡單的

方式來辨識，買賣雙方便會產生風險承擔，或道德危險之問題。 

四、交易頻次 

在交易頻次方面，由於每次交易均會產生交易成本，在其他條

件不變的情況下，交易頻次越多，其累計之交易成本自然越大。 

當交易雙方不理性、交易標的物非常獨特、交易頻次高，同時

交易情竟因外在環境、交易參與人數、交易氣氛與資訊流通等因素

影響，使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運作時，除了透過政府管理及業者自律

外，可運用三邊統治的概念以公正及專業之第三方機構，提供一套

專業、公平及公正的評鑑政策與實施機制，透過資訊充分揭露、制

度徹底落實及後續定期追蹤與監視，來降低直銷業者與參加人/消

費者間因資訊不對稱所產生的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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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在描述本研究設計與實施情形，計分三節來加以說明：研究

設計與架構、資料蒐集方法與過程、資料整理及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壹、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為：建立一套專業、合法、公平及公正的『多層次

傳銷事業之「評鑑指標」與「評鑑制度」』，經由文獻探討後發現，

目前於全世界的直銷產業來說尚未建立任何評鑑/認證指標與制

度，而國內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民國 85 年合作研究案--「多層次傳

銷預警指標之探討與選擇」中歸納出 12 類 40 個變數作為政府管理

當局預警系統指標外，並無相關產業評鑑/認證指標可供參考，因

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紮根理論的研究方法，並依據個案研究法

概念，透過文件及檔案紀錄、公聽會、業界及專家學者座談會方式

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後，設計出評鑑指標，經由 SPSS 分析決定評

鑑指標，最後利用 AHP 分析決定出評鑑指標之權重。 



 96

貳、研究架構 

一、評鑑/認證指標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1.多層次傳銷產業概況 

2.政府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制度探討 

3.多層次傳銷業之內部自我規範 

4.國際多層次傳銷產業現況與管理法規 

5.國內主要評鑑及認證制度探討 

 

 

指 標

構 面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得 加 減

分 項 目

 

 

 

指 標

項 目 

1.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

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2.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

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3.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

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

資訊 

4.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

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

規定之資訊 

5.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

訓練制度之資訊 

6.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

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7.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

訊之合法性 

1.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

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2.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

實程度 

3.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

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4.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

規定落實程度 

5.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6.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

定 

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1.加分 

2.減分 

圖 3.1.1 評鑑/認證指標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業界及專家訪談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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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認證制度研究架構 

多層次傳銷屬於商業交易行為，在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之下，認

為交易在市場機能的運作下，將會完美進行。但是 Coase（1937）

提出交易成本的觀念，其認為從現實環境觀察中，經濟學家同意價

格機能是一種較佳的協調機制，但也承認企業家的協調功能。直到

1975年 Williamson 綜合了 Coase 的理論及其他相關交易及交易成

本相關文獻，發展出「交易成本經濟學」，其中提出當買賣雙方於

資源交換過程中存在高交易成本時，則可透過「仲介機構」提供資

訊、協助談判及監督交易，以降低交易成本之三邊統治形式。 

因此，本評鑑制度建議除了透過政府管理及業者自律外，可運

用三邊統治的概念以公正及專業之第三方機構，提供一套專業、公

平及公正的評鑑政策與實施機制，透過資訊充分揭露、制度徹底落

實及後續定期追蹤與監視，來降低直銷業者與參加人/消費者間因

資訊不對稱所產生的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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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評鑑/認證制度概念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直銷業者 

 
參加人/ 
消費者 

直銷協會 
業者自律 

政府 
管理制度 

1.資訊不對稱

2.交易人投機

※三邊統治概念—設立第三方機構

＊資訊充分揭露 

＊制度徹底落實 

＊定期追蹤與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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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1.多層次傳銷產業概況 

2.政府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制度探討 

3.多層次傳銷業之內部自我規範 

4.國際多層次傳銷產業現況與管理法規 

5.國內主要評鑑及認證制度探討 

 

 

 

制 度

構 面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作業

要點 

推動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之後續

工作規劃 

 

 

 

制 度

項 目 

1.目的 

2.評鑑內容 

3.申請對象 

4.申請資格 

5.評鑑流程 

6.評審標準 

7.證書授予及有效期間 

8.換發證書 

9.自動提報資料 

10.接受追蹤訪視之義務 

11.終止證書 

12.倫理守則 

1.甄選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 

2.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組織設計 

3.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試評規劃

 

圖 3.1.3 評鑑/認證制度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業界及專家訪談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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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方法與過程 

壹、資料蒐集方法 

根據本研究主題及研究設計，本研究採用「文件及檔案紀錄、公

聽會、業界及專家學者座談會、問卷調查」四種方式來蒐集資料。 

(一)、文件及檔案紀錄 

透過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相關理論及國內外文獻、中外網路

及雜誌資料等等相關文獻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利用歷史資料來建

立「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評鑑制度及指標」。 

(二)、公聽會 

期中報告前配合公平會舉辦公聽會方式蒐集產業界廣泛意

見，期中報告後再度配合公平會舉辦公聽會方式，將「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評鑑制度及指標」向業者說明、推廣與修正，使得期末報告

時能建立一套「專業評鑑制度」及「專業評鑑指標」。 

(三)、業界及專家學者座談會 

透過業界及專家學者共同討論，設計一套合法、專業、公正及

公平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評鑑制度及指標」。 

(四)、問卷調查 

透過「文件及檔案紀錄、公聽會及業界及專家學者座談會」三

種方式蒐集並彙整出評鑑指標後，運用問卷調查與分析方式來決定

評鑑指標的重要性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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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蒐集過程 

    透過與業界及專家學者共同討論，以建立一套合法、專業、公正

及公平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評鑑制度及指標」，詳見表 3.2.1 所示。 

表 3.2.1 工作時程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日期 星期 會議名稱 會議內容 

4 月 12 日 三 拜訪直銷協會 相互認識與理念交流 

4 月 17 日 一 公聽會 評鑑指標與制度研究案宣導 

5 月 26 日 五 直銷協會業者座談會 指標與制度討論 

6 月 13 日 二 中型業者暨專家座談會 指標與制度討論 

6 月 20 日 二 參訪 A 公司 指標與制度討論 

6 月 23 日 五 參訪 B 公司 指標與制度討論 

7 月 5 日 三 參訪 C 公司 指標與制度討論 

7 月 7 日 五 參訪 D 公司 指標與制度討論 

7 月 31 日 一 期中報告  

8 月 10 日 四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指標項目討論 

8 月 24 日 四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指標項目討論 

9 月 12 日 二 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指標項目討論 

9 月 15 日 五 業者暨專家學者座談會 指標項目討論及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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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常見的多準則決策理論(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方法有權重加總法(Weighted Sum Model: WSM)、權重乘積法

(Weighted Product Model: WPM)、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 ELECTRE 、 TOPSIS 以 及 Fuzzy Set 

Theory(Triantaphyllou，2000)。其中以 AHP 最廣為被企業所使用，

因為 AHP 的優點在於能將有形與無形的因子，有系統地組成一個較明

確的層級架構，提供決策者全面性的系統觀；同時，藉由因子間的兩

兩比較法，獲得各因子的相關權重，而提供一個簡易且快速的結果，

協助決策者處理多屬性的問題(Al-Harbi，2001)。故本研究透過 AHP

分析，以訂定多層次傳銷評鑑指標之權重。  

一、層級分析法之來源 

    層級分析法係由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於 1971 年進

行應變規劃問題研究時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決策方法。Thomas L., Saaty

在 1972 至 1978 年間將層級分析法應用於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從事有

關於產業電力配額、蘇丹運輸系統研究、美國武器管制、及裁軍局分

配資源於從事恐怖主義之分析等多項研究，也在這斷期間不斷修正、

應用及驗證後，使得層級分析法得以臻於成熟。 

二、層級分析法之目的與假設 

    層級分析法是由 Thomas L., Saaty 於 1980 年所發展出來的方法，

其目的是在於面臨困難時來解決決策，並由決策者進行兩兩因子的比

較，且給予一個相對重要值的判定，以構建出所有因子對於決策問題

的影響性大小。而層級分析法主要的假設，如下：(鄧振源、曾國雄，

1989) 

 一個系可被分解成許多種類(Classes)或成分(Components)，並形

成有向網路層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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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立性(Independent)。  

 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可以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要素作為評

準項目，進行評估。  

 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數值尺度轉換成比例尺(Ratio Scale)。  

 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使用正值矩陣(Post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理。  

 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不僅優劣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B，B優於C，則A優於C)，同時強度關係也滿足遞移性(A

優於B二倍，B優於C二倍，則A優於C六倍)。  

 完全具遞移性不容易，因此容許不具遞移性的存在，但需測試

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度。  

 要素的優勢程度，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不論其優勢程度是如何小，

均被認為與整個評估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結構的獨立

性。  

三、層級分析法之應用範圍 

AHP 的應用範圍可說是相當的廣泛，Thomas L., Saaty (1999)歸

納出層級分析法可應用在以下十二類問題中：  

1.規劃 (Planning)  

2.替代方案的產生 (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  

3.決定優先順序 (Setting Priorities)  

4.選擇最佳方案或政策 (Choosing a Best Alternative/Policy)  

5.資源分配 (Allocating Resources)  

6.決定需求 (Determining Requirements)  

7.預測結果或風險評估 (Predicting Outcomes/Risk Assessment)  

8.系統設計 (Design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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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績效評量 (Measuring Performance)  

10.確保系統穩定 (I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a System)  

11.最適化 (Optimization)  

12.衝突的解決 (Resolving Conflict)  

四、層級分析法之分析程序 

實際進行層級分析法之流程，可細分為下列八個步驟： 

（一）決策問題之認定 

首先釐清問題為何，再對問題下定義，而儘可能的將問題的涵

蓋範圍擴，把影響問題之因素均列入問題中。 

（二）列舉各評估要素 

首先將專家及決策者意見之整合，藉由專家及決策者意見採用

腦力激盪法或德菲法慎重列舉各因素，此時毋須考慮決策因素的順

序及關聯性。 

（三）建立分析層級 

將各因素依各重要之相互關係與獨立性程度劃分層級。層級多

寡的劃分依問題複雜度而定，基於人類無法同時對七種以上事物進

行比較，故每一層級之要素至多七個以內，以免在評估時造成矛盾

之現象，以致影響評估結果。 

（四）問卷調查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參考附件二。 

（五）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成對比較矩陣之建立是以每一層的因素作為基準，並再對其所

屬之下一層的 n 個因素，進行兩兩相比，形成成對比較的評估值，

其所產生的 C ( n ,2)= n (n -1)/2 個評估值 aij 即為成對比較矩

陣中主對角線右上方的元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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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偶比對矩陣-------（2-1） 

而對角線左下方相對位置中為右上方之元素值之倒數，且將主

對角線上的元素數值均設為 1，則可得到完整之成對比較矩陣 A。 

（六）計算各比對矩陣的優先向量(Priority Vector)及最大特徵

值(Maximized Eigenvalue) 

成對比較短陣計算出後，可利用數值分析中的特徵值解法求取

特徵向量(Eigenvector)或優先向量 w，再根據此優勢向量計算最

大特徵值。 

Thomas L., Saaty 認為在不需高精確度時，可利四種近似法計

算，而其中列向量幾何平均值的標準化方法是較好的優勢向量估計

法。列向量幾何平均值又稱為 NGM 法(Normalization of the 

Geometric Mean of the rows )，乃是將矩陣中各列元素相乘，再

求幾何平均數，然後予以常化。其方法如下： 

 

求最大特徵值λmax，先將配對比較矩陣 A，乘以已求得之優先

向量 W，得到一新向量 w, ，再以Σ中的每一元素除以 W 的對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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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然後將所得數值求取算術平均數即得λmax 其數學表示為： 

 

 

 

（七）求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與一致性比率

(Consistency Ratio, C.R.)： 

決策者在進行成對評估比對時，專家對於評估指標間可能無法

完全一致時，會影響分析的正確性，故需計算各層級一致性比率和

整層級一致性比率。。Saaty 將最大特徵值 λmax 與 n 之間的差異

值轉化為一致性指標，以用來評量一致性的高低，作為是否接受比

對矩陣的參考，且認為一致性比率值必須小於 0.1，否則其階層要

素關連即有問題。其數學式如下： 

1.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 

 

 

2.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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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機產生的正倒值矩陣的一致性指標稱為隨機指標

RI(Random Index) ，Saaty 求出與階數相對應的隨機指標如表

3.2.2： 

表3.2.2  N 階正倒值矩陣的隨機指標值表 

 

資料來源: Saaty, T. L.(1999) 

3.整層級一致性比率性(Consistency Ratio of the 

Hierarchy ,C.R.H.) 

整體層級之一致性若達到可接受的水準後，層級分析法最後的

步驟則將各階層之要素的相對權數加以整合，以求算整體層級的總

優先向量。 

C.I.H.=Σ(每一層級的優先向量)*(每一層級 C.I.的值) 

R.I.H.= Σ(每一層級的優先向量)*(每一層級 R.I.的值) 

   

 

C.R.H.＜0.1，則可接受整體層級的一致性。 

（八）決策群體 

層級分析法是以簡單的兩兩相比的方式，完成每一項比較的優

先向量，之後以綜合優先向量的資訊，選擇優先值最大者為所選取

之方案。 

 

肆、問卷設計 

本研究利用層級分析法找出多層次傳銷評鑑指標之權重，首先是

參考國內外多層次傳銷相關文獻並與政府及產業相關人士深度訪談

後，找出影響多層次傳銷評鑑指標的因素，接著設計專家問卷，並邀

請產、官、學界之專家進行專家問卷之填答後，運用 AHP 分析法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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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評鑑指標之權重。 

一、問卷介紹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包含下列兩部份： 

（一）問卷與填答方式之介紹：簡介本問卷之目的、內容，並介紹

層級分析法問卷之填答方式。 

（二）成功因素之兩兩相比：針對本研究所整理出之指標構面進行

兩兩相比，以得知相互間的重要性。而評估尺度分為九個等

級，也就是9:1、8:1（問項A比問項B重要）到1:1（兩問項

同等重要），而相對的也有1:2、1:3到1:9（問項B比問項A

重要）。說明如下： 

A因素與B因素之對 重要性強度 定 義 說 明 

1 一樣重要 A與B對該目標有相同貢獻 

3 稍重要 評比者認為A較B稍重要 

5 很重要 評比者認為A較B為頗重要 

7 十分重要 對A有強烈重要性偏好 

9 極其重要 A之重要性絕對凌駕於B 

2，4，6，8 重要性介於此數之相鄰兩數間 當需要折衷值時 

上列數之倒數 在比較B對A之相對重要性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利用層級分析法訂定多層次傳銷評鑑指標之權重，在層級

分析架構建立上，主要參考國內外多層次傳銷相關文獻並與政府、產

業、學者及專家等相關人士深度訪談後，歸納出本研究層級分析架構。 

本研究之分析層級架構概念圖詳見圖3.2.1，詳述如下： 

(一)第一層因素： 

本研究主要是要制定「專業評鑑指標」，故將其定義為第

一層因素，並依此發展出第二及第三層架構。 

  (二)第二層因素： 

  歸納相關文獻與訪談結果後，將層級分析法之第二層架構

分為「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及「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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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構面探討，分別說明如下： 

1.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資訊揭露完整性包括：A.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

虞之資訊揭露；B.確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C.確保參加

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露，以讓參加人及消費者能充

分掌握受評鑑公司「應當揭露之資訊」。另外，爲免受評事

業所揭露、宣稱之各項資訊失之誇大，甚至有違法之虞，受

評鑑事業亦須確保其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2.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針對「交易人投機」問題，實地查核受評鑑事業所揭露

的各項資訊及重要的作業/制度流程之落實程度，包括：A.確

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B.確保參

加人權益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C.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

質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另外，亦須實地評鑑其確保事業有效

運作之制度及落實程度，其重大者包括資訊系統與作業制度、

內控稽核作業制度等等都是使受評鑑事業能有效運作，確保該

事業、參加人、消費者權益的重要因素。 

(三)第三層因素： 

1.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包含七個項目： 

1-1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1-2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1-3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1-4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

之資訊 

1-5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1-6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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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2.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包含七個項目： 

2-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2-2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2-3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2-4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2-5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2-6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2-7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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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

安全無虞之資訊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

制度之資訊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

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品及

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

之資訊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

質之相關資訊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

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

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

程度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

控制度落實程度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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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層級分析架構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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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整理及分析 

本研究資料整理及分析區分為兩大部分來說明，第一部份為質化

資料整理及彙整；第二部分為量化資料整理及分析。 

壹、質化資料整理 

將公聽會、專家座談會及業者訪談意見與問題，區分為評鑑制度

面及評鑑指標兩大構面彙整說明如下： 

一、評鑑制度面 

(一)、評鑑制度 

Q1：目前是否有國家實施評鑑制度呢？ 

A：全世界的多層次傳銷產業皆尚未建立評鑑制度，台灣此政策為創

舉，因此要凝聚大家的共識，以利政策之推行。另外，國內業者已

在世界直銷協會說明台灣目前正在進行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

鑑制度」、「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案，世界直銷協會都非常贊同此

研究案所倡導的認證工作。 

Q2：報備制度已經存在，為什麼還需要評鑑制度呢？ 

A：因為報備不代表合法，且只屬於靜態的書面資料審查；對於動態及

行為面並未監控之。因此，利用評鑑制度來補足報備制度之缺憾以

及補足「法律上」所無法規範之行為，進而透過評鑑制度建立「示

範及引導」效果。 

Q3：『評鑑』屬於全面性方式，而『認證』屬於自願性方式，將採用何

種模式呢？ 

A：預計此政策推展初期採「業者自願方式」推廣認證工作。另外，有

人建議如果「除弊」是建立評鑑/認證的目的，不如採強制參與，

因為會主動參與的公司大多數是比較好的公司，所以若採自由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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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沒有辦法把有問題的公司找出來。 

Q4：本認證制度將採「等級制」或是「通過與不通過」呢？ 

A：於政策推廣初期而言，將採「通過與不通過」，等日後制度健全發

展後，若為更進一步提昇品質時，將考量採用「等級制」。 

Q5：本評鑑指標與制度擬定流程及時間表為何呢？ 

A：預計今年 7 月底時評鑑指標與制度的初步草案將會完成，10 月底正

式完成研究案，11 月辦理北、中、南推廣說明會；96 年舉行試評；

97 年正式推行實施。 

Q6：評鑑制度是否會產生替特定對象量身打造之問題產生呢？ 

A：公平會將會負起監督之責任，透過一套公開、公正及公平的評鑑制

度來衡量各公司，不會讓有心人士來操控此評鑑制度。 

Q7：假設業者通過認證後，政府是否會廣宣與背書呢？ 

A：政府當然會全力來廣宣此政策，且等學術研究結束後，公平會辦理

北、中、南推廣說明會。另外，建議政府可以在廣告方面編列更多

的預算，就像 GSP 優良服務作業規範認證一樣，設計出一個「優良

直銷商」的 LOGO，由評鑑執行單位來推行及廣宣。 

Q8：本認證制度推行後，對於營業額能提昇多少呢？ 

A：透過認證制度的推行，提昇一般大眾對傳銷產業負面印象，當業者

及產業形象提昇後，業績亦會隨之提昇。 

(二)、申請資格 

Q1：申請資格相關條件為何呢？ 

A：建議「申請資格」部分不需要區分為「國內及國外業者」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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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向公平會報備後，並展開多層次業務半年以上，且有具體傳銷

業務資訊供評鑑者。因為一般傳銷公司的生命週期約 2-3 年左右，

因此建議評鑑資格半年後就行，以利用評鑑制度來提昇業者水準。 

另有人建議申請資格時間應由半年延長為 3~5 年以上。 

(三)、評鑑組織與機制 

Q1：請問評鑑單位由誰執行呢？ 

A：公平會將公開甄選一個單位來執行，因此業者建議日後的評鑑單位

由「公益團體」來推行是比較適合，且應避免有花錢買證照的問題

產生。 

Q2：請問「評審委員」如何產生，會有哪些人呢？ 

A：將區分為兩大類，第一類為「實地審之審查委員」，為避免同業間

商業機密外洩之問題產生，將不會有業者參加。第二類為「評鑑委

員會之委員」，將結合產、官、學三方之專家，以廣納專業意見。

另外，審查委員的選擇是採隨機抽取且增訂迴避條款，將會透過公

正、客觀的方式來派任審查委員。 

另外，由於直銷產業的產品非常多元化，所以不同產品有不同法律

所管轄（例如：消費者保護法、健康食品管理法、化妝品衛生管理

條例），故需建立各類產業資料庫，並針對不同產業建立專家名單

資料庫，於評鑑作業前對評鑑委員進行說明會。 

Q3：請問認證需要收費嗎？ 

A：這個問題可能會跟公平會那邊日後的預算有關，因此目前以研究團

隊的角色而言，無法回答出收費標準的問題，不過日後若是真的要

推行評鑑工作，相信收費標準絕對會參考其他認證的收費準則，定

出公正合理的收費標準。另外，建議認證作業成本應該由業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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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監視及廣宣部分應由政府負擔。 

Q4：請問「證書有效期 3 年」，期限到後，需重新申請及審查嗎？ 

A：因為是延續案，所以程序相對而言將會比第一次新申請案更為簡便。 

Q5：請問「通過與不通過比例」為何呢？ 

A：在通過與不通過的尺度方面，假如５０％及格太嚴，而９５％及格

又太鬆，因此目前尚未規畫標準通過與不通過的尺度，須再看過更

多的資料及公司才能訂定。 

Q6：本認證制度將採「通過與不通過」方式，對於沒有通過業者的後

續做法為何呢？ 

A：對於「通過者」，公平會將會減少業務檢查，作為誘因；對於「不

通過者」將可透過輔導單位之輔導，以協助其改善與進步，早日取

得認證。 

二、評鑑指標面 

(一)、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 

1.直銷業者所販賣之商品可區分為「有形商品、無形商品及預付形商 

品」三大類，相關問題如下說明。 

Q1：對於評鑑項目中『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

方面，針對「有形商品」的衡量是容易且明確的，但針對「無形商

品」如何評鑑呢？ 

Q2：並非所有公司都同時販賣這三大類產品，是否會影響評分呢？ 

A：依各公司是否有此類產品才予以計分，假設若無無形商品（服務），

則由另兩項來合併給予分數，評鑑委員會將所有商品進行全面性的

評比。在評鑑項目內，會區分為必備及選備，若只有必備就只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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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不及格而已，這樣只有必備是沒辦法區隔好與壞，因此必備及

選備兼具是為了要引導廠商朝向優異的公司邁進。另外，在檢驗標

章／認證方面如果大家都有而只有你沒有，則配分會較不利，而並

不是拿到認證的張數愈多分數會愈高。 

Q3：針對「預付型商品」如何防範業者惡意倒閉之問題？ 

A：若公司有「履約機制」則可以列入加分項目。 

2.直銷業者所販賣之商品來源可區分為「自行製造、經銷國外品牌、 

經銷國內品牌、委託製造、其他」五大類，相關問題說明如下。 

Ｑ1：如果工廠不在台灣，為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要如何現

場審查呢？ 

A：要求公司做好進貨品管，並提供其工廠和供應商對品質管制的資

訊，以確保生產階段的品質。因此，業者所提供具公信力之產品品

質、性能優良之標章/認證，還必須要有檢驗單位的資格舉證，例

如：驗證單位是國家級單位、學校或是私人單位。 

Ｑ2：國外進口與國內製造之管制是有差異的？ 

A：衛生署對國外進口之錠狀膠囊產品，皆會依進出口條例而有所管

制，至於國內製造之錠狀膠囊產品，因目前尚無法規之規定，故較

須注意其產品之品質、性能及安全無虞。因此，合法工廠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 

Ｑ3：檢驗報告相關問題？ 

A：有些公司檢驗報告只針對當時送驗的產品，並不代表其他產品都符

合標準，因此建議公司可以分不同「產品類」作檢驗，以避免以一

概全的狀況產生。另外建議可以附上產品照片，因為看檢驗報告完

全跟產品無法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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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4：產品安全相關問題？ 

A：例一：A 公司的產品是薰香精油，其產品成分中丙醇佔 90﹪左右，

因此產品包裝需符合不可以超過 2公升之規定。且薰香瓶上的散熱

環的散熱功能為安全性之關鍵點，因此對於散熱環運用在不同材質

的瓶器上之散熱溫度應出示證明報告。另外，警語標示亦要清楚明

確，以避免消費者使用此產品產生意外。 

例二：營養食品需在罐子外包裝上標示一天可服用幾顆的資訊揭

露。 

例三：以 B 公司為例，產品設計流程：『產品開發→產品功能評估

→支持產品宣稱的研究（有科學研究及文獻的支持）→產品

的安全性評估』，會針對產品作的安全性評估見表 3.3.1： 

表 3.3.1 產品安全性評估表 

Ｑ5：產品定價相關問題？ 

A：多層次傳銷公司「產品定價」過高的部分常被詬病，因為大部分的

傳銷公司都是代理產品來賣，所以前面已經被賺一大筆錢了，而造

成產品價格都偏高，因此，若是當公司產品價格偏高時，可以請各

公司舉證說明產品價格的合理性。 

 

化粧品、食品、家居護理用品 家居科技產品 

● 毒理學家作安全性評估 

 原料安全性評估 

 產品安全性測試 

 如：Ratch Test 

● 相關安全性測試 

 如UL/IEC安全性測試 

 如 NSF 淨水器安全性

測試 



 118

Ｑ6：產品上市相關問題？ 

A：新產品上市流程：「1.向衛生署申請產品查驗登記 2.向公平會報備

3.衛生局書審 4.衛生局實地審」。原則上衛生局一個月會實地審查

一次，但被消費者檢舉次數越多者越容易被審查。 

※因此，業者都會有「衛生局查驗工作報告表」，為避免業者沒有將所

有資料都誠實提出，因此，評鑑執行單位將函請主管機關查明違規

情況。 

※當產品包裝、容量變更都需要跟衛生署作變更報備。 

Ｑ7：產品法規相關問題？ 

A：C 公司為國際性的企業，設有產品法規部門，因此都有專人來負責

處理各國法規，如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食品衛生管理法、商品標

示法…等。主要工作項目：「1.確保產品符合當地法規 2.協助有關

產品法規的訂定工作、積極參與和各國政府、行政單位在產品法規

上溝通」。 

(二)、確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 

1.傳銷制度 

Q1：對於獎金制度發放率高達 60﹪之業者，視為高危險群，如何透過

評鑑機制來防止違法行為產生呢？ 

A：將請業者舉證說明並由審查委員衡酌產品結構、成本結構評估之。 

※目前獎金制度設計為 21 個階層，在實務上以 D 公司來說，實際

上發放到第 6 代，雖然有些公司會宣稱發放到很多代，但實際上後

面幾代只發放一次獎金而已。以產業平均值來說，獎金發到 5~6 代

為正常值。因此獎金制度的設計需檢視其深度及廣度。另外，可以



 119

請各公司揭露其各階層獎金平均支付水準。 

Q2：獎金發放之相關問題？ 

A：透過公司獎金發放是否準時與正確，以及公司對外宣稱發放獎金比

例與實際公司發放出去獎金比例落差大小，來檢視公司對參加人獎

金發放的落實程度。 

※對於公司獎金發放比率，又可以區分成組織獎金比率及產品獎金

比率兩大部分來檢視。另外亦可以看獎金發放比率佔營業額比率。

D 公司獎金發放比率佔營業額比率約 40﹪左右。 

※E 公司的參加人除了擁有獎金計算的程式可自行計算獎金外，亦

可以在網路上隨時計算獎金金額，因此對於獎金發放制度是具有即

時性。 

Q3：退貨相關問題？ 

A：若退貨時間及退貨條件太過嚴苛，例如平均退貨時間長達半年多，

則將不利參加人與消費者。另外，以公司角度來看，因獎金已經先

發出但會有參加人退貨後，所產生的獎金追回問題，這部分對公司

產生滿大的呆帳問題。 

2.參加人 

Q1：成為會員相關問題？ 

A：所謂的多層次傳銷，意指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

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

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者而言。其中針對『給付一定

代價』，有些公司變相利用此條件，要求消費者支付數萬元後才能

成為會員，且當時購買時必須支付零售價，買完後才能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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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才能以會員價消費。因此在認證審核時，需注意各公司加入會

員資格，不可以要求過高的費用成為會員。例如：D 公司以 850 元

就能成為會員，並獲得相關資料一袋。 

※有些公司參加人之權益會隨著加入後，因無消費的情況下逐漸消

失，恐將不利參加人與消費者。 

Q2：契約相關問題？ 

A：E 公司與參加人間的契約簽訂，只在入會時簽訂，但由於契約會適

時作調整，所以契約會有不同版本，例如：信用卡契約內容亦會有

所調整，會在消費者繳費通知單上面公告契約條文變動說明。因

此，當公司與參加人契約有新版出現時，需公告契約變更內容的資

訊揭露，最好能將新舊契約之差異化呈現出來給參加人清楚知道新

舊契約之差異。公告管道可運用：月刊、網站、會議、短訊等多元

化管道。 

Q3：教育訓練相關問題？ 

A：根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七條禁止行為第一項規定：「以訓練、

講習、聯誼、開會或其他類似之名義，要求參加人繳納與成本顯不

相當之費用」，請各公司揭露其教育訓練或其他活動對參加人所收

取費用之資訊。 

※建議將傳銷公司對參加人所作「教育訓練」是否具備完整性部分

列入評分準則。例如有些公司訓練的方式僅針對公司產品介紹與販

賣，介紹完後便沒有其他額外的訓練，希望公司課程內容設計並非

只針對招商或是產品說明會，希望可以是涵蓋法律面課程或是道德

倫理等全面性課程設計。因此，可以檢視教材內容說明是否完善性

部分列入評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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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E 公司對參加人開設「企業大學」，提供不同進階課程，參

加人可以修習學分，修習期滿發給參加人證書。或是與大學的進修

推廣部合作，開立相關知識的學分班給予參加人或消費者參與，目

的是為了要使參加人或消費者正確地認識商品、銷售辦法、不誇大

產品來提專業形象及經營管理能力。 

※建議公司須不斷的持續教育參加人，且固定期間召開參加人會議或

發放刊物宣讀，讓參加人或消費者有一個教育與溝通的管道。 

3.稅務資訊 

在稅務方面 B 公司會在發放獎金時先代扣 10﹪的稅。 

(三)、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露 

Q1：對參加人及消費者的服務品質如何衡量呢？ 

A：對參加人及消費者的服務品質衡量如下：「1.有無 0800 免付費專線，

是否有錄音存檔 2.有無 SOP 標準作業流程 3.有無書面紀錄 4.有無

標準回答用語 5.有無規定客訴處理時間長短 6.有無將客訴問題分

類分析後進行改善 7.是否有對員工針對客服作教育訓練 8.滿線時

系統會自動錄音，再由人員自動回電 9.會對參加人自動 CALL OUT

關心與輔導 10.提供入會櫃檯、退換貨櫃台、諮詢輔導櫃檯 11.服

務提供是否具有便利性（例如：訂貨管道有傳真、電話、網路、實

體通路具有多元性及便利性）」。 

※公司 Call center 服務人員的人數。 

※Call center 是否有與資訊系統作連結。 

※在產品或服務方面如有不滿時，是否能有一個專屬部門可以處理申

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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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Q1：如何避免「誇張訴求」及「蓄意誇張」的推銷呢？ 

A：直銷界的產品最被消費者詬病的是「誇張訴求」、「蓄意誇張」。有

一些公司不會在文字上宣傳，但會在活動上用口語誇張宣傳，利用

口訴方式來誇張宣傳產品效能，因此需特別留意利用口訴推行傳銷

業務的部分。 

Q2：推行傳銷業務資訊相關問題？ 

A：例一：A 公司文宣手冊上之其產物保險單已經過期，尚未更新，雖

然有馬上去跟負責單位索取新的保險單，但在文宣品的資訊

揭露方面尚未做到資訊的即時更新。 

例二：B 公司自行發行的產品安全須知 cd 及公司介紹光碟。 

例三：C公司發行專屬雜誌，為季周刊，一年發行 4本，以提昇公司 

形象。 

例四：D 公司 3 個月就會更新產品目錄，提供消費者即時性的資訊， 

且目錄上的廣告是要經過衛生署登記後，才可以登錄。 

例五：E 公司在月刊中會有「營業守則」專欄來教育直銷商。另外， 

於報稅前會公佈報稅資訊亦設有報稅諮詢專線。因此，定期 

刊物內容完整性與質都是非常重要的。 

例六：F公司發放電子報，定期通知參加人或消費者最新及有利的資 

訊，如關於健康或美容保養方面的資訊。 

(五)、確保公司有效運作之制度及落實程度 

Q1：傳銷組織的穩定度如何衡量呢？ 

A：傳銷組織的穩定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請業者提供近 2~3 年來，前

三階主管人數及進出狀況來探討及分析之。另外，對於一些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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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利用金錢或其他方式來挖角是非常沒有商業道德的，因此建議

對於公司執行業務的道德可以列入評分準則。 

※從員工人數與公司營業額比例亦可初步分析出公司是否正常營業。 

※公司高階主管經歷與背景亦非常重要，建議可以列入評分準則，例

如在產業內有犯法的紀錄者。 

Q2：資訊面相關問題？ 

A：建議將傳銷公司「資訊化程度」部分列入評分準則。因為有些公司

內部沒有設立資訊部門，將資訊部門工作外包，所以公司資料可能

因換了電腦公司後，資料不見或遺失等問題產生。 

Q3：資訊系統的穩定度如何衡量呢？ 

A：1.資訊部門人數 2.投資金額 3.電腦部門是否有執行紀錄可供查核

4.是否有網站 5.會員資料的安全性 6.獎金系統正確性、獎金系統排

程需定期、準時及正確。 

※例如：B 公司為了預防公司機密外洩，不同員工階層可以看到不同資

料程度。另外，產品促銷組合亦可以運用電腦程式來搭配出來。 

Q4：財務面相關問題？ 

A：公司財務結構是否健全非常重要，因為有些公司登記不到 2年內就

消失不見，以大陸來說會要求業者繳納保證金避免公司惡意倒閉，

我國尚未要求業者繳納保證金，因此對新成立公司的發證對於其財

務結構是否健全需特別小心及注意。 

※財務的稽核有下列幾點：「1.請款機制 2.利用支票發款 3.管帳與管

錢分開 4.採購與付款都有標準流程 5.電腦設計人員不管錢，只負

責程式設計與運作，且財務人員要再確認報表是否正確 6.層層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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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 7.需編列預算」。 

※例一：C 公司屬於國外母公司的分公司，所以其財務結構需要受到母

公司的管控與稽核。例如：參加人獎金發放是全世界連線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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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量化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量化資料分析使用兩種分析方法，第一種是以 SPSS 軟體

針對評鑑指標重要性進行分析；第二種是運用 AHP 分析法訂定出評鑑

指標之權重。 

一、SPSS 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具有相關經驗之官方、學者及業者

進行問卷發送，共回收有效問卷 25 份，運用 SPSS 軟體進行分析，分

析結果詳述如下。 

（一）信度分析 

1、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構面之信度分析 
****** Method 1 (space saver) will be used for this analysis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S C A L E   (A L P H A) 

  1. 一之一：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2. 一之二：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3. 一之三：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4. 一之四：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

之資訊 

  5. 一之五：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6. 一之六：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7. 一之七：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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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構面之信度分析 

Item-total Statistics 

 

               Scale          Scale      Corrected 

               Mean         Variance       Item-            Alpha 

              if Item        if Item       Total           if Item 

              Deleted        Deleted    Correlation        Deleted 

 

一之一產      34.0400        13.6233       -.1499           .7845 

一之二制      34.4800        10.5100        .4081           .6577 

一之三參      34.3200         9.3100        .7209           .5787 

一之四進      34.2800         9.6267        .5235           .6245 

一之五教      35.1600         9.4733        .5517           .6160 

一之六服      35.1600         9.9733        .4162           .6553 

一之七傳      34.7200         9.9600        .4580           .6434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N of Cases =     25.0                    N of Items =  7 

Alpha =    .6930 

由表 3.3.2 得知，若將「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

虞之資訊」指標刪除，則可將信度提高為 0.7845。 

而此構面之 Alpha = 0.693 還算可以，因為已經非常接近 0.7。 

 

2、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構面之信度分析 
****** Method 1 (space saver) will be used for this analysis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S C A L E   (A L P H A) 

  1. 二之一：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2. 二之二：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3. 二之三：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4. 二之四：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5. 二之五：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6. 二之六：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7. 二之七：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8. 二之八：高階人員傳銷資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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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構面之信度分析 

Item-total Statistics 

               Scale          Scale      Corrected 

               Mean         Variance       Item-            Alpha 

              if Item        if Item       Total           if Item 

              Deleted        Deleted    Correlation        Deleted 

 

二之一產      39.7200        21.9600        .1075           .7997 

二之二制      39.9600        18.7067        .5461           .7392 

二之三參      39.9200        18.8267        .5655           .7376 

二之四進      40.0400        17.8733        .6044           .7278 

二之五服      40.4800        19.1767        .4658           .7511 

二之六內      40.6800        16.3100        .6533           .7139 

二之七資      40.8800        17.0267        .5908           .7272 

二之八傳      42.2800        18.4600        .3326           .7824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N of Cases =     25.0                    N of Items =  8 

Alpha =    .7736 

 

由表 3.3.3 得知，若將「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

度落實程度」指標刪除，則可將信度提高為 0.7997；若將「高階人員

傳銷資歷」指標刪除，則可將信度提高為 0.7824。 

而此構面之 Alpha = 0.7736 還算不錯，因為已經大於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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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述統計分析 

表 3.3.4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統計

25 5.00 7.00 6.0800 .7594 .577
25 5.00 7.00 6.3600 .7572 .573
25 4.00 7.00 6.3200 .8524 .727
25 4.00 7.00 5.8800 .8327 .693
25 5.00 7.00 6.0400 .7895 .623
25 4.00 7.00 6.0800 .9092 .827
25 3.00 7.00 5.2000 .9129 .833
25 4.00 7.00 5.2000 .9574 .917
25 4.00 7.00 5.6400 .9074 .823
25 4.00 7.00 6.5600 .8206 .673
25 4.00 7.00 6.3200 .8524 .727
25 4.00 7.00 6.3600 .8103 .657
25 4.00 7.00 6.2400 .9256 .857
25 4.00 7.00 5.8000 .8660 .750
25 3.00 7.00 5.6000 1.1180 1.250
25 3.00 7.00 5.4000 1.0801 1.167
25 1.00 6.00 4.0000 1.2247 1.500
25

資訊揭露
落實程度
一之一產
一之二制
一之三參
一之四進
一之五教
一之六服
一之七傳
二之一產
二之二制
二之三參
二之四進
二之五服
二之六內
二之七資
二之八傳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1、兩構面平均數 

由表 3.3.4 得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的平均數為 6.36 相

對而言較「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的平均數為 6.08 高出一點。 

2、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內7個變項平均數 

由表 3.3.4 得知，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內 7 個變項平均數介

於 6.32~5.2 間，意指這 7 個變項都為「很重要及重要的指標」。 

3、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內8個變項平均數 

由表 3.3.4 得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內 8 個變項平均數介於

6.56~4 間，也就是除了「高階人員傳銷資歷」為普通的指標外，其餘

7 個變項都為「很重要及重要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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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1、身份的變異數分析 

（1）身份對「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及「公司管控制度落實

程度」之變異數分析 

描述性統計量

15 6.0000 .7559 .1952 5.5814 6.4186 5.00 7.00
6 6.5000 .5477 .2236 5.9252 7.0748 6.00 7.00
4 5.7500 .9574 .4787 4.2265 7.2735 5.00 7.00

25 6.0800 .7594 .1519 5.7665 6.3935 5.00 7.00
15 6.3333 .8165 .2108 5.8812 6.7855 5.00 7.00
6 6.3333 .8165 .3333 5.4765 7.1902 5.00 7.00
4 6.5000 .5774 .2887 5.5813 7.4187 6.00 7.00

25 6.3600 .7572 .1514 6.0474 6.6726 5.00 7.00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資訊揭露

落實程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變異數分析

1.590 2 .795 1.428 .261
12.250 22 .557
13.840 24

9.333E-02 2 4.667E-02 .075 .928
13.667 22 .621
13.760 24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資訊揭露

落實程度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由於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得知並不會因為身份的不同而使其對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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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對「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內7項指標之變異數分析 

描述性統計量

15 6.5333 .6399 .1652 6.1789 6.8877 5.00 7.00
6 6.3333 .8165 .3333 5.4765 7.1902 5.00 7.00
4 5.5000 1.2910 .6455 3.4457 7.5543 4.00 7.00

25 6.3200 .8524 .1705 5.9681 6.6719 4.00 7.00
15 6.0667 .8837 .2282 5.5773 6.5561 4.00 7.00
6 5.5000 .5477 .2236 4.9252 6.0748 5.00 6.00
4 5.7500 .9574 .4787 4.2265 7.2735 5.00 7.00

25 5.8800 .8327 .1665 5.5363 6.2237 4.00 7.00
15 5.8667 .7432 .1919 5.4551 6.2783 5.00 7.00
6 6.3333 .8165 .3333 5.4765 7.1902 5.00 7.00
4 6.2500 .9574 .4787 4.7265 7.7735 5.00 7.00

25 6.0400 .7895 .1579 5.7141 6.3659 5.00 7.00
15 5.9333 .9612 .2482 5.4011 6.4656 4.00 7.00
6 6.0000 .8944 .3651 5.0614 6.9386 5.00 7.00
4 6.7500 .5000 .2500 5.9544 7.5456 6.00 7.00

25 6.0800 .9092 .1818 5.7047 6.4553 4.00 7.00
15 5.0667 .9612 .2482 4.5344 5.5989 3.00 6.00
6 5.6667 .8165 .3333 4.8098 6.5235 5.00 7.00
4 5.0000 .8165 .4082 3.7008 6.2992 4.00 6.00

25 5.2000 .9129 .1826 4.8232 5.5768 3.00 7.00
15 5.4000 .9856 .2545 4.8542 5.9458 4.00 7.00
6 5.1667 .7528 .3073 4.3767 5.9567 4.00 6.00
4 4.5000 1.0000 .5000 2.9088 6.0912 4.00 6.00

25 5.2000 .9574 .1915 4.8048 5.5952 4.00 7.00
15 5.4667 .9155 .2364 4.9597 5.9736 4.00 7.00
6 5.8333 .7528 .3073 5.0433 6.6233 5.00 7.00
4 6.0000 1.1547 .5774 4.1626 7.8374 5.00 7.00

25 5.6400 .9074 .1815 5.2655 6.0145 4.00 7.00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一之一產

一之二制

一之三參

一之四進

一之五教

一之六服

一之七傳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變異數分析

3.373 2 1.687 2.638 .094
14.067 22 .639
17.440 24
1.457 2 .728 1.055 .365

15.183 22 .690
16.640 24
1.143 2 .572 .910 .417

13.817 22 .628
14.960 24
2.157 2 1.078 1.342 .282

17.683 22 .804
19.840 24
1.733 2 .867 1.044 .369

18.267 22 .830
20.000 24
2.567 2 1.283 1.453 .255

19.433 22 .883
22.000 24
1.193 2 .597 .707 .504

18.567 22 .844
19.760 24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一之一產

一之二制

一之三參

一之四進

一之五教

一之六服

一之七傳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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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得知並不會因為身份的不同而使其對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充分揭露傳

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

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

流程與規定之資訊」、「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及「推行傳銷業務

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有所不同。 

（2）身份對「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內8項指標之變異數分析 

描述性統計量

15 6.8000 .4140 .1069 6.5707 7.0293 6.00 7.00
6 6.5000 .8367 .3416 5.6220 7.3780 5.00 7.00
4 5.7500 1.5000 .7500 3.3632 8.1368 4.00 7.00

25 6.5600 .8206 .1641 6.2213 6.8987 4.00 7.00
15 6.2667 .8837 .2282 5.7773 6.7561 4.00 7.00
6 6.6667 .8165 .3333 5.8098 7.5235 5.00 7.00
4 6.0000 .8165 .4082 4.7008 7.2992 5.00 7.00

25 6.3200 .8524 .1705 5.9681 6.6719 4.00 7.00
15 6.2667 .8837 .2282 5.7773 6.7561 4.00 7.00
6 6.6667 .5164 .2108 6.1247 7.2086 6.00 7.00
4 6.2500 .9574 .4787 4.7265 7.7735 5.00 7.00

25 6.3600 .8103 .1621 6.0255 6.6945 4.00 7.00
15 6.2000 1.0823 .2795 5.6006 6.7994 4.00 7.00
6 6.3333 .5164 .2108 5.7914 6.8753 6.00 7.00
4 6.2500 .9574 .4787 4.7265 7.7735 5.00 7.00

25 6.2400 .9256 .1851 5.8579 6.6221 4.00 7.00
15 5.9333 .9612 .2482 5.4011 6.4656 4.00 7.00
6 6.0000 .0000 .0000 6.0000 6.0000 6.00 6.00
4 5.0000 .8165 .4082 3.7008 6.2992 4.00 6.00

25 5.8000 .8660 .1732 5.4425 6.1575 4.00 7.00
15 5.5333 1.2459 .3217 4.8434 6.2233 3.00 7.00
6 5.6667 1.0328 .4216 4.5828 6.7505 4.00 7.00
4 5.7500 .9574 .4787 4.2265 7.2735 5.00 7.00

25 5.6000 1.1180 .2236 5.1385 6.0615 3.00 7.00
15 5.4667 1.1255 .2906 4.8434 6.0899 3.00 7.00
6 5.6667 1.0328 .4216 4.5828 6.7505 4.00 7.00
4 4.7500 .9574 .4787 3.2265 6.2735 4.00 6.00

25 5.4000 1.0801 .2160 4.9541 5.8459 3.00 7.00
15 3.8667 1.2459 .3217 3.1767 4.5566 1.00 6.00
6 4.1667 1.4720 .6009 2.6219 5.7114 2.00 6.00
4 4.2500 .9574 .4787 2.7265 5.7735 3.00 5.00

25 4.0000 1.2247 .2449 3.4945 4.5055 1.00 6.00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業者
學者
政府
總和

二之一產

二之二制

二之三參

二之四進

二之五服

二之六內

二之七資

二之八傳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由於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得知並不會因為身份的不同而使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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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宣稱之傳

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

實程度」、「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確保參加人

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及「高階人員傳銷資歷」有所不同。 

（四）小節 

雖然構面一：「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之信度分析」顯示若是

將「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指標刪除，則

可將信度提高為 0.7845，但是由平均數分析得知，「充分揭露確保產

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平均數為 6.32 是此構面內平均數最

高，顯示大家都認為這個指標很重要，因此若是不刪除此指標，則本

構面之 Alpha = 0.693 還算可以，因為已經非常接近 0.7，故本研究將

運用七大指標來進行評鑑。 

雖然構面二：「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構面之信度分析」顯示若

是將「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指標刪除，

則可將信度提高為 0.7997，但是由平均數分析得知，「確保產品品質、

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平均數為 6.56 是此構面內平均數

最高，顯示大家都認為這個指標很重要，因此若是不刪除此指標，則

本構面之 Alpha = 0.7736 還算不錯，因為已經大於 0.7，故本研究不

刪除此指標。 

若將「高階人員傳銷資歷」指標刪除，則可將信度提高為 0.7824，

再加上由平均數分析得知，「高階人員傳銷資歷」平均數為 4 是此構

面內平均數最低，顯示大家都認為這個指標普通，因此本研究決定刪

除此指標，不列入評分標準，只列為基本資料審查。 

由身份的變異數分析得知，本研究構面及指標的重要性並不會因

為身份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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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HP 問卷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針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具有相關經驗之官方、學者及業者

進行問卷發送，共回收 25 份問卷，其中 7 份問卷資料的 Incon＞0.3

表示資料不具一致性，因此有效問卷共 18 份，針對回收有效問卷分別

運用 Expert Choice 2000 及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分析，分析結

果詳述如下。 

（一）樣本一致性分析 

表 3.3.5 樣本一致性分析 

樣本編號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之Incon值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之Incon值 

樣本1 Incon=0.57 Incon=0.56 

樣本2 Incon=0.36 Incon=0.08 

樣本3 Incon=0.27 Incon=0.34 

樣本4 Incon=0.13 Incon=0.11 

樣本5 Incon=0.41 Incon=0.35 

樣本6 Incon=0.12 Incon=0.05 

樣本7 Incon=0.11 Incon=0.11 

樣本8 Incon=0.17 Incon=0.03 

樣本9 Incon=0.12 Incon=0.2 

樣本10 Incon=0.24 Incon=0.17 

樣本11 Incon=0.15 Incon=0.24 

樣本12 Incon=0.02 Incon=0.01 

樣本13 Incon=0.12 Incon=0.1 

樣本14 Incon=0.05 Incon=0.02 

樣本15 Incon=0.11 Incon=0.3 

樣本16 Incon=0.06 Incon=0.03 

樣本17 Incon=0.06 Incon=0.13 

樣本18 Incon=0.36 Incon=0.18 

樣本19 Incon=0.03 Incon=0.17 

樣本20 Incon=0.33 Incon=0.63 

樣本21 Incon=0.17 Incon=0.14 

樣本22 Incon=0.11 Incon=0.03 

樣本23 Incon=0.06 Incon=0.03 

樣本24 Incon=0.04 Incon=0.07 

樣本25 Incon=0.04 Inco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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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5 得知，問卷共回收 25 份，但因 Incon＞0.3 以上表示

樣本資料不具內部一致性，因此將樣本 1、2、3、5、15、18、20 這 7

份資料刪除，只針對 18 份有效問卷進行 AHP 分析。 

（二）多層次評鑑指標第二層之權重分析 

表 3.3.6  多層次評鑑指標第二層之權重分析 

Compa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with respect to: Goal: 專業評鑑指標

  F1 F2 層級權重 排序

F1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0.924009462 0.48 2 

F2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0.52 1 

Incon: 0.00 

 

由表 3.3.6 得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的權重為 0.52 相對

而言較「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的權重為 0.48 高出一點。 

 

（三）多層次評鑑指標第三層之權重分析 

第三層的子因素共分為兩大類：第一大類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

性包含七個項目；第二大類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包含七個項目，分

析結果如下： 

1、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七個項目之權重分析 

表 3.3.7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七個項目之權重分析 

Compa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with respect to: 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1-7 層級權重 排序

F1-1  1.332334 0.8005251 1.0236768 2.319043 1.5110935 1.425482 0.172 2 

F1-2  0.5824519 0.7664597 1.910697 1.5260993 1.3846408 0.141 4 

F1-3   1.1691777 2.735335 2.2628119 2.0502074 0.222 1 

F1-4   1.986201 1.7627344 1.4216235 0.172 2 

F1-5   0.6794494 0.8371914 0.079 7 

F1-6   0.9087274 0.103 6 

F1-7    0.11 5 

Incon: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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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7 得知，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內 7 個變項的權重順

序分別為「最重要是 1-3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

各項資訊（0.222），其次是 1-1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

無虞之資訊（0.172）及 1-4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品及進貨/退

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0.172），接下來是 1-2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

及獎金制度之資訊（0.141），接著是 1-7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

合法性（0.11），接著是 1-6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

關資訊（0.103），最後是 1-5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0.079）。 

2、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七個項目之權重分析 

表 3.3.8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七個項目之權重分析 

Compa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with respect to: 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F2-7 層級權重 排序

F2-1   1.18293 0.84116 0.916317 1.623564 1.814279 2.120689 0.172 2 

F2-2     0.840425 1.054818 1.296763 1.773868 2.229487 0.162 4 

F2-3       1.259921 1.994711 2.240007 2.988374 0.21 1 

F2-4         1.6335 1.830674 2.256687 0.171 3 

F2-5           1.634223 2.13648 0.122 5 

F2-6             1.815867 0.095 6 

F2-7               0.068 7 

Incon: 0.01 

 

由表 3.3.8 得知，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內 7 個變項的權重順序

分別為「最重要是 2-3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

度（0.21），其次是 2-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

實程度（0.172），接下來是 2-4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

度（0.171），接著是 2-2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0.162），

接著是 2-5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0.122），接著是 2-6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0.095），最後是

2-7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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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評估分析結果 

表 3.3.9  整體評估分析 

第二層因素 層級

權重 

第三層因素 層級權重 整體權重 排

序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

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0.172 0.08256 

 

6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

金制度之資訊 

0.141 0.06768 

 

8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

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0.222 0.10656 

 

2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

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

資訊 

0.172 0.08256 

 

6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

制度之資訊 

0.079 0.03792 

 

13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0.103 0.04944 

 

11

資訊揭露完

整性與合法

性 

0.48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

合法性 

0.110 0.0528 

 

10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

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0.172 0.08944 

 

3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

度 

0.162 0.08424 

 

5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

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0.210 0.1092 

 

1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

落實程度 

0.171 0.08892 

 

4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

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0.122 0.06344 

 

9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0.095 0.0494 

 

12

公司管控制
度落實程度 

0.52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0.068 0.035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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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0  整體權重排序表 

排序 第三層因素 整體權重 

1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0.10920 

2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0.10656 

3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0.08944 

4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0.08892 

5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0.08424 

6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0.08256 

6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

資訊 

0.08256 

8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0.06768 

9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0.06344 

10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0.05280 

11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0.04944 

12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0.04940 

13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0.03792 

14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0.03536 

由表 3.3.9 跟表 3.3.10 得知，專家學者認為在這 14 個因素當中，

最重要是「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其次

是「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第三是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第四至第十

依序為「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宣稱之傳銷獎金

制度落實程度」、「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了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充

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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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層次傳銷評鑑制度設計 

基於多層次傳銷業在全國通路結構中的規模日益成長，參加人及

消費者人數眾多，產業地位日益重要；另一方面，未向公平會報備而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服務致違反多層次管理辦法的案件層出

不窮，甚至向公平會報備的多層次傳銷公司屢屢傳出不當傳銷行為，

以致全國民眾對於多層次傳銷業的接受程度尚待提升，根據陳德發教

授的研究，國內民眾對於多層次傳銷業的接受程度未達 50％(陳德發，

2005)。 

為促進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健全發展以及保障參加人及消費者

之權益，公平會基於一個成熟進步的商業社會之特徵為依賴業者之自

律，自律之不足則輔之以他律，且不是以政府直接管制的方式為之，

因此國內之多層次管理法乃採取「報備制」，而不是「許可制」。但因

國內仍屢屢發生不當傳銷事件，故多層次傳銷業者除自律外尚需他

律，在政府直接介入管制之他律外，依據 1991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oase 的交易成本理論及 Williamson 所發展出來的交易經濟學理論

( Coase, 1937；Williamson,1975)，成熟商業社會的特徵是依賴第三

者進行「三邊統治」之協助以降低交易雙方之交易成本。準此，公平

會擬透過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及成立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之第三

者，在多層次傳銷公司與參加人及消費者之間進行三邊統治，以降低

多層次傳銷公司與參加人及消費者之間的交易成本，進而促使多層次

傳銷事業之健全發展以及保障參加人及消費者之權益，乃有本計畫對

於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之研究規劃。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綜合多項內外部評鑑/認證制度的借鏡參

考。在多層次傳銷產業內部的借鏡參考主要是公平會的「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及直銷協會的「入會申請辦法」、「商德約法」，並綜合國際

上美國、中國、馬來西亞等國對於多層次傳銷業管理法規，進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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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設計。 

在產業外部的借鏡參考包括由交通部觀光局主導的「旅館業認證

制度」；金管會證期局主導，中華公司治理協會執行的「上市上櫃公司

治理制度評量」；勞委會職訓局主導的「就業服務機構外勞仲介服務品

質評鑑」；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推動的「品質管理認證機構認證規

範」(ISO/IEC Guide 62)等外部評鑑/認證制度；教育部主導，台評會

執行的「大學評鑑」；經濟部技術處主導，管科會執行的「科專計畫業

者管理制度評鑑」；農委會主導，管科會執行的「智財權評鑑」等等外

部的評鑑/認證制度之借鏡參考。 

除了借鏡第二章所介紹的現有之評鑑/認證制度及多層次傳銷管

理法規與業者之自律規範,本研究第三章研究設計所介紹，透過一系列

與業者面對面的會議研討與企業參訪，修正本研究所提出之多層次傳

銷業評鑑制度初稿，此制度主要包括「多層次傳銷評鑑作業要點」及

「多層次傳銷評鑑指標」，就其重點分別介紹之。 

第一節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評鑑作業要點 

爲有效執行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在作業上必須制定「多層次傳

銷事業評鑑作業要點」以作為多層次傳銷評鑑作業的依據，因此於本

章先探討「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作業要點」內各要點之考慮因素與抉

擇。 

1.目的 

本研究審諸公平會推動此案之目的乃為健全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發

展，並保障傳銷公司、參加人及消費者之權益，而從交易成本理論探

討多層次傳銷業之產業特性及其營運主要問題乃在於「資訊不對稱」

及「投機」、「品質不易確保」等問題。因此，進行多層次傳銷事業評

鑑之基本目的即在藉由本項評鑑促使業者充分揭露傳銷事業資訊，並

落實各項確保品質與各利益關係人權益的管控制度，以保障參加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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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權益，方能達成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健全發展之目的。 

2.評鑑內容 

多層次傳銷業之產業特性及其營運主要問題在於「交易成本過

高」，交易雙方(傳銷公司與參加人之間及傳銷公司與消費者之間)之間

「資訊不對稱」及「交易人投機」導致交易成本過高，其他如銷售某

些遠期商品、無形商品、高單價商品、化妝品/營養健康食品之宣稱產

品利益或品質不易確保等等問題亦導致交易成本過高，其結果是雖然

產業規模成長迅速，2004/2003 成長率高達 31％，但社會上仍有過半

的消費者無法接受以傳銷方式銷售商品，因此本項評鑑制度之基本做

法即在藉「一次性的評鑑作業」及「常態性的日常監督作業」以「降

低交易人間之交易成本」。 

綜合第二章所述產業內/外各項認證/評鑑制度之借鏡，本研究提

出二項評鑑構面及其下層的評鑑指標，第一個構面針對「資訊不對稱」

問題，要求受評鑑事業必須做到「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資訊揭

露完整性包括：1.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2.確

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3.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

露，以讓參加人及消費者能充分掌握受評鑑公司「應當揭露之資訊」。

另外，爲免受評事業所揭露、宣稱之各項資訊失之誇大，甚至有違法

之虞，受評鑑事業亦須確保其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第二個構面則針對受評鑑事業所揭露的各項資訊及重要的作業/

制度流程，實地查核其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包括：1.確保產品品質、

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2.確保參加人權益各項制度之

落實程度；3.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另

外，亦須實地評鑑其確保事業有效運作之制度及落實程度，其重大者

包括資訊作業制度、內控稽核作業制度等等都是使該事業能有效運

作，確保該事業、參加人、消費者權益的重要因素。 



 141

除了這二構面，基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仍未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

受評鑑事業若有可以改善產業形象之具體事證，例如舉辦公益活動，

可以酌予加分：若是違反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辦法依情節輕重則予以

扣分。因此，另設計第三構面可以加減分項目，以具體反應之經營誠

信。 

就績效衡量之理論來看，績效評估內容包括設計績效構面及其下

一層的績效指標，接下來的關鍵問題為「權重」問題，如何賦予權重，

藉專家調查及 AHP 分析，為實務所常見。對此問題，本研究從專家訪

談，咸以「觀其行」重於「察其言」為多，但經過 AHP 調查分析結果

得知，「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佔 48％，「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佔 52％，「得加減分項目」+-5％為初步之評鑑內容架構。 

3.申請對象 

本項評鑑作業之評鑑對象前必須於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多層次傳銷

業務，並須事先向公平會報備，符合多層次傳銷事業定義之業者，方

能申請本項評鑑作業。 

4.申請資格 

以 2004 年國內傳銷事業統計資料來分析，報備家數有 739 家，但

這些報備業者可能只是申請個「資格」以備用，而未實際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銷售商品/服務，故實際營運家數僅 276 家，這些合格的申請對

象「是否具備足夠的營運業務資訊供評鑑」是本研究思考申請資格的

重點，方案包括半年、一年、二年。在「申請資格」研議過程，考慮

因素包括已在國外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營運多年，但只在國內初設立營

運者，其「國內營運年資」應該是多久方具備受評鑑資格。 

「國內營運年資」越久，當然有較多的資訊及實際營運紀錄供查

核評鑑，站在評鑑執行單位立場，應是較安全的決定。但站在新加入

傳銷市場的公司而言，若能通過此項評鑑，對於市場業務開拓應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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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幫助。綜合多場業者訪談會議，多持鼓勵參加的開放態度，因此

初步決定以「向公平會報備後並展開多層次傳銷業務 1 年以上，且有

具體傳銷業務資訊供評鑑」為合格申請對象。 

5.評鑑流程 

合格的申請對象得隨時申請本項評鑑。評鑑流程採資料審、書審

與實地審三審制。資料審是由評鑑執行單位負責審查受評鑑事業送審

之「必備」資料是否齊備，至於「非必備」資料，從「資訊揭露」觀

點，本就無「齊備」之標準，評鑑執行單位自不介入評審委員之審查

職權。 

書審是由執行單位依據事先按評審委員專長而排定之派任委員順

序，依據受評鑑事業之業務特性，「隨機」產生評審委員，在「利益迴

避」原則下諮詢評審委員於未來一個月是否具一定量時間，可以擔任

書審及實地審的工作。若是，即派任為審查委員，若否，則尋求下一

個委員擔任此案評審委員的可能性，準此程序規劃安排 3 位委員組成

評審小組進行書面審查及接續的實地審。評審小組就受評鑑事業所提

供之資料，輔以受評鑑事業之網站資料及執行單位所蒐集之受評鑑公

司資料，進行書審作業，而後由評審小組召開書審會議，並將書審意

見提供受評鑑事業。 

實地審是由執行單位安排評審小組進行實地審查，包括在受評鑑

事業現場的實地審及「明查暗訪」的審查以查核受評鑑事業所揭露資

訊與實地所見資訊之正確性、合法性及各項制度落實程度。評審小組

實地審查後召開實地審查會議，討論審查結果並完成審查報告，提送

評鑑委員會。(評鑑委員會是本項評鑑制度最高監理單位，其組成成

員、推薦與任命程序於第五章第二節再詳細討論)。 

評鑑委員會審查是由每月召開的評鑑委員會審查議決各項申請

案，包括新申請案及申覆案。評鑑委員會審查結果除個別通知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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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於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之網站。未通過評鑑者，可於 2 週內提出

申覆作業，或半年後重新申請評鑑。 

6.評審標準 

評審標準有外顯及內在，外顯部份是經評鑑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授

與評鑑合格證書，內在部分則須考慮評鑑作業程序。評審程序是一客

觀程序，實際運作的評審標準與決定權是本項評鑑制度的關鍵議題，

雖說評鑑委員會是最終權責所在，基於尊重審查委員之專業能力與實

地瞭解受評鑑事業之合於評審標準之程度，決定權其實是在審查小組

委員與在評鑑委員會的連續帶間各有其權責。 

一般而言，評鑑委員會乃合議制，若評審小組之評分高於 80 分，

除非於委員會討論時出現具體事證而影響評鑑委員會委員個人之判

定，原則上尊重評審小組之判斷，但在 60 分-79 分之受評鑑對象則須

有深入之討論，特別是為維護本項評鑑證照之公信力，避免「一粒老

鼠屎壞了一鍋粥」，評審委員與評鑑執行單位必須在評鑑委員會召開前

準備足夠資訊以供委員會討論，議決是否予以通過。 

本議題的另一重要抉擇點在於「通過比率」。站在受評鑑對象個別

之立場，通過率越高越好；站在受評鑑對象總體之立場，通過率越高

不一定越好，因為此合格證書將不具備「區別力」，突顯不岀良幣與劣

幣，枉費自己辛苦參與評鑑作業；站在評鑑作業單位立場，維護機構

專業形象與此證書之價值是其關切重點。如何拿捏「通過比率」應是

評鑑委員會基於機構立場的策略性決策，應俟評鑑委員會成立後再

議，本研究在此不予決定。 

本議題另一重要問題在於授予合格證書或授予有等級之分的證

書。一般而言，等級之分已帶有價值判斷，如旅館業的星星等級代表

其建築空間與服務水準的高低。基於本項評鑑制度之目的不是推薦何

家傳銷公司較佳，授予證照即代表此家傳銷公司之資訊揭露與管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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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已具備一定的水準，危害參加人與消費者權益之可能性較低，已有

效降低參加人與消費者對該公司之疑慮，於此應已足夠，故不朝證書

等級方向研議。 

7.證書授予及有效期間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由(未來將成立的)多層次傳銷評鑑

中心授予證書。至於合格證書的有效期間，考量一般傳銷公司除非經

歷經營階層的大幅變動，傳銷業務具備一定的穩定性，因此證書有效

期間設定為三年，期間輔以定期/不定期之監督訪視以確保經營穩定

性，一如 ISO 認證之每半年有定期之複評程序。 

8.換發證書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證書有效期間，發生證書登載事項

異動者，如變更營業地址、變更負責人應向執行單位申請換發證書，

以確保登記事項之符合實情。 

9.自動提報資料 

為有效掌握受評鑑公司之經營動態，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應於評鑑內容之資訊異動時，包括不定期之異動，例如增加產品項目、

與參加人合約書異動、獎金制度異動、營業地點異動…；以及定期異

動，例如年度財報資料…，定期及不定期自動提報資料至執行單位，

以供執行單位建立資料庫及追蹤。 

10.接受追蹤訪視之義務 

為有效掌握受評鑑公司之經營動態，執行單位應不定期追蹤評鑑

事業。如有需要得要求該事業提出書面報告或進行實地訪視，如有不

符相關規定者，得限期令其改善 

11.終止證書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證書有效期間，若發生影響合格證

書令譽之事情，例如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且經公平會處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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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者，提供不實評鑑資訊情節重大者，追蹤訪視後未在期限內改善者，

執行單位應報請評鑑委員會審議後予以終止證書並公告。 

 12.倫理守則 

最後，基於參與評鑑業務之執行單位及審查委員可能藉評鑑機會

掌握受評鑑事業相相多機密資料，因此從事評鑑作業之委員、評審小

組及作業成員，皆應遵守業務保密及利益迴避之規定；對參加本制度

之評鑑事業所提供之文件資料，除為維護公益或經該機構同意者外，

評鑑委員及執行單位應予保密。 

綜合前述對於多層次傳銷評鑑作業諸要點之討論，本研究將之整

理成表 4.1.1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作業要點（草案），並將實地進行評

鑑作業時，受評鑑事業應準備的資料，如評鑑申請書封面頁，如附件

二，評鑑申請書如附件三，評鑑送審資料清單如附件四，評鑑流程如

附圖一所示。 

表 4.1.1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作業要點(草案)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作業要點（草案） 

95.10.20 修正

一、目    的：藉由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促使業者充分揭露傳銷事業

資訊，並落實各項管控制度，以保障參加人及消費者

之權益，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發展。 

二、評鑑內容：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內容包括三部份： 

（一）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1、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2、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3、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4、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資

訊 

5、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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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7、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二）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1、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2、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3、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4、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5、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6、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三）標準加減分項目 

1、助益傳銷評鑑加分之項目(+5％) 

2、導致傳銷評鑑減分之項目(-5％) 

三、指導單位：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四、執行單位： 

五、申請對象：於中華民國境內合法報備，符合多層次傳銷事業定義

之業者。 

六、申請資格：向公平會報備後並展開多層次傳銷業務 1 年以上，且

有具體傳銷業務資訊供評鑑者。 

七、報名方式： 

（一）報名受理時間：全年受理。 

（二）報名受理地點： 

（三）報名送件方式：採郵寄或親自送達均可。 

（四）報名應具備資料：（可由計畫網站下載相關電子檔案資料） 

1.評鑑申請書封面頁。（如附件三） 

2.評鑑申請書。（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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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鑑送審資料清單。（如附件五） 

八、評審作業：評鑑流程採資料審、書審與實地審三審制（如附圖一），

說明如下： 

（一）資料審：由執行單位負責審查參加評鑑事業送審資料是否齊備。

（1. 評鑑申請書封面頁；2. 評鑑申請書或其他補充資料） 

（二）書審： 

1.由執行單位安排 3 位委員組成評審小組進行書面審查。 

2.由評審小組召開書審會議，並將書審意見提供受評鑑事業。 

（三）實地審： 

1.由執行單位安排評審小組進行實地審查。 

2.評審小組召開實地審查會議，討論審查結果並完成審查報

告，提送評鑑委員會。 

（四）評鑑委員會審查： 

1.召開評鑑委員會，議決各項申請案。 

2.公佈評鑑結果；未通過評鑑者，可於 2 週內提出申覆作業，

或半年後重新申請評鑑。 

九、評審標準：評鑑分數達 70 分者，授與評鑑合格證書。 

十、證書授予 

1.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授予證書。 

2.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合格證書有效期間三年。 

十一、換發證書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證書有效期間，發生證書登載事項

異動者，應向執行單位申請換發證書。 

十二、自動提報資料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評鑑內容之資訊異動時，定期及

不定期自動提報資料至執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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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追蹤訪視 

執行單位應不定期追蹤評鑑事業。如有需要得要求該事業提出書

面報告或進行實地訪視，如有不符相關規定者，得限期令其改善。 

十四、終止證書 

通過評鑑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證書有效期間，發生下列情事者，

執行單位應報請評鑑委員會審議後予以終止證書並公告。 

1.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且經公平會處分在案者。 

2.提供不實評鑑資訊情節重大者。 

3.追蹤訪視後未在期限內改善者。 

十五、倫理守則 

從事評鑑作業之委員、評審小組及作業成員，皆遵守業務保密及

利益迴避之規定；對參加本計畫之事業所提供之文件資料，除為維護

公益或經該機構同意者外，評鑑委員及執行單位應予保密。 

十六、附則 

本作業要點經評鑑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亦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49

第二節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理論基礎與評鑑內容架構 

本研究從研究計畫書規劃即未定位為一項評鑑制度之學術研究，

而是一個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健全發展之政策措施規劃，此政策措施

規劃之基本邏輯即從產業特性及其營運主要問題著手，尋求解釋此產

業問題之理論基礎，並從此理論基礎發展出有理論支持之解決方案規

劃。 

本節即在探討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理論基礎與評鑑內容架

構，至於評鑑整體制度與組織規劃則於第五章再予探討。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理論基礎：交易成本理論 

基本上國內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採取「報備制」，任何公司想要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來銷售商品/服務，只要在實施前將證件資料、商品

/服務資料、傳銷獎金制度、與參加人之合約等等資料備齊提交公平交

易委員會，就可以正式營業，而不像採取「許可制」的國家，必須事

前審批。國內這種報備制度並不需要龐大的人力來處理傳銷事業的申

請案件，傳銷公司也不需要為了取得許可核准而去關說送紅包，滋生

官員貪污舞弊的機會。這種低度涉入管理的報備制度在市場秩序良好

之情況下是非常經濟有效率的管理方式，論者咸認為這是國內傳銷事

業能蓬勃發展相當重要的原因。 

不過這種多層次傳銷銷售方式很容易被心懷不軌的人包裝成為詐

欺斂財的工具，藉著拉人頭建立傳銷組織來賺取獎金，淪為「老鼠會」，

部分「傳銷蟑螂」之行徑也使得社會上對於傳銷制度抱著排斥的心態。 

這些問題實源於多層次傳銷之特性。多層次傳銷業之產業特性及其營

運主要問題在於「交易人之間交易成本過高」，交易雙方之間(傳銷公

司與參加人、傳銷公司與消費者、參加人與消費者)「資訊不對稱」及

「交易人投機」導致交易成本過高，其他如銷售某些遠期商品、無形

商品、高單價商品、化妝品/營養健康食品之宣稱產品利益或品質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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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等等問題亦導致交易成本過高，其結果是雖然產業規模成長迅

速，社會上仍排斥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何提高社會大眾對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信任，減少參加人對傳銷公司之資訊不對稱，防止傳銷公司之

投機行為實為亟待解決之問題。(雖然參加人也可能投機而傷害傳銷公

司，例如參加人藉下線之進貨領取大量獎金而後退出傳銷系統，其後

下線人頭再向傳銷公司退貨，傳銷公司因為不能拒絕退貨而蒙受損

失，但基於傳銷公司與參加人間之實力不對等，這種參加人投機而危

害傳銷公司之問題不在本研究之範圍)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提高傳銷事業之可信賴度，減少傳銷事業之

投機心理，提供參加人及消費者辨別傳銷事業良窳的標章認證都能減

少交易成本，而執行此項任務的機構除政府公平會持續現行之報備管

理外，重要的是成立公正客觀，且具評鑑專業能力的第三者來進行「三

邊統治」，以有效降低交易人間之交易成本。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評鑑內容架構 

本項評鑑制度之基本做法即在藉「一次性的評鑑作業」及「常態

性的日常監督作業」以「降低交易人間之交易成本」。在「一次性的評

鑑作業」上，本研究針對「資訊不對稱」問題要求受評鑑事業必須做

到「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資訊揭露完整性包括：1.確保產品品

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2.確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3.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露，以讓參加人及消費者能充

分掌握受評鑑公司「應當揭露之資訊」。另外，爲免受評事業所揭露、

宣稱之各項資訊失之誇大，甚至有違法之虞，受評鑑事業亦須確保其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第二個構面則針對「交易人投機」問題，實地查核受評鑑事業所

揭露的各項資訊及重要的作業/制度流程之落實程度，包括：1.確保產

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2.確保參加人權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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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制度之落實程度；3.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各項制度之落實

程度。另外，亦須實地評鑑其確保事業有效運作之制度及落實程度，

其重大者包括資訊系統與作業制度及內控稽核作業制度等等都是使受

評鑑事業能有效運作，確保該事業、參加人、消費者權益的重要因素。 

除了這二構面，基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仍未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

受評鑑事業若有可以改善產業形象之具體事證，例如舉辦公益活動，

可以酌予加分：若是違反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辦法之違規、罰款處分，

依情節輕重予以扣分。因此，另設計第三構面可以酌情加減分項目，

以具體反應受評鑑事業之經營信譽。 

就績效衡量之理論來看，績效評估內容包括設計績效構面及其下

一層的績效指標，接下來的關鍵問題為「權重」問題，如何賦予權重，

藉專家調查及 AHP 分析，為實務所常見。對此問題，本研究從專家訪

談，咸以「觀其行」重於「察其言」為多，但經過 AHP 調查分析結果

得知，「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佔 48％，「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佔 52％，「得加減分項目」+-5％為初步之評鑑內容架構。 

詳細之評鑑內容架構如表 4.2.1 所示，以下依序探討其內容與各

指標之操作定義說明。 

表 4.2.1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評鑑內容架構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構面、衡量指標與權重 

構面一：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48％) 

1.1 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 

1.2 充分揭露傳銷組織架構及獎金制度之資訊 

1.3 充分揭露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攸關其權益之各項資訊 

1.4 充分揭露參加人應瞭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之資訊 

1.5 充分揭露對參加人教育訓練制度之資訊 

1.6 充分揭露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訊 

1.7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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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二：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52％) 

2.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各項制度落實程度 

2.2 宣稱之傳銷獎金制度落實程度 

2.3 參加人從加入迄退出各項契約約定事項落實程度 

2.4 商品及進貨/退貨流程與規定落實程度 

2.5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2.6 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 

2.7 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構面三：標準加減分項目(+-5％) 

3.1 助益傳銷評鑑加分之項目(+5％) 

3.2 導致傳銷評鑑減分之項目(-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評鑑構面與指標之定義與說明 

(一)、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 

多層次傳銷事業為順利推展業務，必然對參加人及消費者提出各

種訴求或宣稱，這些資訊揭露之完整性攸關參加人及消費者對於該公

司及產品的了解，進行影響其權益。而從歷史經驗顯示在傳銷事業與

參加人、傳銷事業與消費者之間存在極大的資訊不對稱，如何減少資

訊不對稱成為政策措施規劃的重點。本項評鑑制度之規劃即先從促進

傳銷事業揭露其攸關資訊為重點，並從所揭露之資訊判別其傳銷行為

之正當性或違法之虞。 

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資訊揭露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消費者及參加人應充分揭露確保產品品質、性

能、安全無虞之資訊，包括(1).所銷售之商品應符合各產品主管機關

之規定；(2).各項產品取得檢驗標章/認證；(3).無形商品（服務）品

質/性能/安全無虞之作業規定、產品責任險、遠期商品之履約保證等

等資訊。 

產品品質、性能、安全最為參加人與消費大眾所關心，但如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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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銷售之商品之品質與性能？基本上，多層次傳銷業者銷售之商品

服務相當多元，評鑑執行單位不可能自行來做產品品質的評鑑，而應

由受評鑑事業負責舉證，由業者依各項產品品類（項），提供各相關主

管單位規定之各項規範，例如產品成份(結構)、包裝容量(重量)、使

用期限(製造、有效日期)、使用方法、售價標示、注意事項及警語、

商品標示規定、鑑賞期，並舉證自己銷售之商品符合此規定。 

由於傳銷事業屬於通路商，不管是否自設有工廠，資訊揭露亦須

提供供應商之工廠登記證或具備製造品管能力之資訊，如有 GMP、

CGMP、ISO、HACCP、環保標章…之標章/認證，受評鑑事業亦可提供具

公信力之實驗室所發行之檢驗報告或標章/認證，則更能取信於社會。

其他如產品責任險，無形商品(服務)之商品優良證據、遠期商品之履

約保證等等以強化產品品質之確保。 

受評鑑事業須充分對消費者與參加人揭露這些攸關商品品質與性

能的資訊。 

以化妝品為例，必須符合衛生署之化妝品衛生管理條例，其上市

流程包括：向衛生署申請產品查驗登記，其次向公平會報備要銷售此

項產品，公平會則轉請當地衛生局進行產品成分/標示/廣告訴求等等

查驗。受評鑑事業可提供「衛生局之查驗工作報告表」以彰顯符合主

管單位之管理規定。 

2. 確保參加人權益之資訊揭露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參加人應充分揭露攸關參加人權益之資訊，包

括(1).受評鑑事業之傳銷制度，在獎金制度部分，業者須充分揭露獎

金制度之資訊，包括計算公式、發放時間，以及整體而言，獎金發放

金額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一般而言，傳銷獎金比例約為 30~50

％，若高於平均值，受評鑑事業應舉證說明，並由審查委員衡酌產品

結構、成本結構評估之；(2).參加人之參加資格、參加書面契約、解



 154

除權、終止權、退出權、終止參加契約時之產品買回義務之資訊；(3).

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對於「預付型商品(服務)」，業者可

敘明該商品(服務)之履約保證機制之資訊；(4).參加人所得稅之資訊

揭露。 

3.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揭露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參加人及消費者所提供服務之資訊應充分揭

露，如 0800 服務專線，現場服務/現場銷售地點之攸關資訊，攸關服

務品質之作業規定與客訴流程、退貨/退錢處理流程與時限。 

這些攸關消費者/參加人服務品質之資訊，受評鑑事業應(1)以網

頁或書面 (2).現場服務地點之方式充分揭露之，對此，本項評鑑制度

擬從網頁、書面或現場服務地點所揭露之資訊完整性以評估其服務品

質。 

4  推行傳銷業務所揭露資訊之合法性 

由於國內對傳銷業者之加入採取報備制，「報備不一定合法，不報

備鐵定不合法」，參加人及消費者不易判別傳銷事業之合法性或合法性

之虞。但從歷史經驗可以有助於判別正當/不正當多層次傳銷行為，例

如公司利潤來源是靠整體參加人之銷售業績，或靠新參加人之入會

費；加入條件需要購買巨額產品或加入費用；參加人獎金來源為個人

之銷售利潤及下線參加人之獎金，或者是以介紹加入為獎金來源；其

他如產品價格、產品策略、產品訂貨與退貨亦可助於判別受評鑑事業

之傳銷業務合法性之虞。 

而其主要表現在招募新參加人及對產品的訴求。多層次傳銷事業

為招募參加人，往往在年度激勵大會上、新參加者之加入資料袋、或

內部定期刊物上宣傳加入所屬傳銷公司之利益是如何巨大，甚至是如

何快速可以達到何階層，可以領取多少獎金。另一方面在對產品訴求

則多有誇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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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項評鑑制度擬從受評鑑事業推動激勵傳銷業務及產品訴

求傳銷業務所揭露之資訊之合法性之虞以判別其良窳。 

(二)、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多層次傳銷事業為順利推展業務，必然對參加人及消費者提出各

種訴求或宣稱，但這些宣稱或訴求是否真正的落實，基於人的自利與

投機，也不必然可以信任，乃有加以實地查核之必要。凡受評鑑事業

所揭露之種種資訊正成為實地查核之所在，且這種實地查核未必侷限

在受評鑑事業場地之「明察」，亦包括評鑑執行單位之「暗訪」。 

1. 確保產品品質、性能、安全無虞之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受評鑑事業前揭所宣稱之供應商資料及進貨品管流程成為查核重

點，受評鑑事業必須提供與供應商往來之攸關資訊，如進貨品管規定

與流程，各項產品之進貨品管/驗收紀錄。 

受評鑑事業前揭所宣稱之各項產品檢驗標章/認證往往有其時效

性，常見的缺點如報告過時甚久，甚至有以 A 代替 B，過度引用之嫌，

廠商之誠信亦令人質疑。 

例如受評鑑事業與檢驗標章/認證執行單位之往來紀錄顯示，「廠

商送驗的一杯水，其含菌量或礦物質成分如何如何」，實際上廠商有魚

目混珠之嫌，該報告註明只以廠商送驗之樣本為限，未指名「檢驗單

位自行在市場上購買廠商所銷售某型號之淨水器產品，在何條件下取

得樣品水之檢驗報告」。受評鑑事業在資訊揭露上所宣稱的種種產品利

益之可信度實在經不起實地查核。 

或如各種「遠紅外線」商品，未附上具公信力之檢驗單位的檢驗

報告，或該公司內部之品質檢驗報告，其宣稱的產品利益實在是建立

在沙灘上，經不起查驗。 

至於越來越多的無形商/品服務或遠期商品之銷售，受評鑑事業所

宣稱之履約保證或產品責任險實際情況，或服務商品提供者所具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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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亦為查核之重點。 

另外可見之情況為參加人對消費者所宣稱的一些誇大產品利益事

項，傳銷公司往往歸責於參加人為個人利益之個人行為，或歸責於高

階參加人之個人行為，而不願意承擔責任，這些均是未能確保消費者

權益之不當行為。 

藉著這些廠商揭露之資訊與實地查核其正確性或制度落實程度，

將能有效減少受評鑑事業之投機行為，廠商若能更踏實有多少說多

少，亦能減少資訊不對稱現象。 

2. 確保參加人權益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 

受評鑑事業前揭所宣稱、揭露之參加人利益攸關資訊之正確性與

落實程度成為實地查核之重點，重點包括獎金制度、參加人加入/出規

定、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參加人所得稅等等攸關參加人

權益各項制度之落實程度。 

首先是受評鑑事業所揭露之傳銷獎金制度，如公司獎金發放比

例、發放時間是否準時、來自銷售與組織獎金比例，實地查核其實況。 

其次是參加人加入、退出規定，受評鑑事業所揭露之參加人參加

資格、參加書面契約、解除權、終止權、退出權、終止參加契約時之

產品買回義務等等制度，實地查核其實況。 

受評鑑事業所揭露之參加人教育訓練等等資訊，包括傳銷公司或

高階參加人為其下線所開設之教育訓練課程，實地查核其實況。 

受評鑑事業所揭露確保參加人了解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用

途、來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等等作業，實地查核其實況。 

受評鑑事業所揭露之商品退貨、瑕疵處理規定與流程等等制度，

實地查核其實況。 

受評鑑事業所揭露之「預付型商品(服務)」履約保證機制，實地

查核其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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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保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管控制度落實程度 

受評鑑事業以網頁或書面、現場服務方式所揭露之攸關參加人及

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例如：服務所在地之地址、地圖、交通資訊；

免費服務電話、意見信箱、產品展示區、產品售後服務規定與流程、

抱怨案件處理規定與流程，實地查核其實況。 

例如是否設有 call center、0800 專線，0800 專線是否有錄音，

保存客訴處理之書面紀錄，重大客訴案件之書面簽核紀錄。是否進行

年度客訴案件分析，研議減少/解決客訴案件之具體措施。 

4. 確保公司有效運作之制度及落實程度 

受評鑑事業須設計確保利害關係人權益之內控制度並有效落實

之，包括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規定、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受評鑑事業應設立內部稽核組織並揭露其組織層級、人員配置、

運作模式、重要的內控稽核作業規定與實際執行情況。 

受評鑑事業須說明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情況，以確保資訊系

統有效運作，並實地查核其運作情況。 

 (三)、加減分項目 

由於傳銷事業在社會上之接受程度尚不足 50％，任何能提高傳銷

事業社會形象之作為均值得肯定。受評鑑事業應提供任何助益傳銷事

業形象之項目，例如舉辦社會公益，按情節輕重予以評鑑加分。 

評鑑主辦單位應函查相關主管機關，掌握受評鑑對象之判定違規

處分及罰款紀錄…，這些損害傳銷事業形象之項目宜按情節輕重予以

評鑑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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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制度之指標與定義說明 

評  鑑 指  標 權 

重 

指 標 衡 量 因 子 說 明 

構面一：資訊揭露完整性與合法性(48％) 

1.1  充分揭露

確保產品品

質、性能、安全

無虞之資訊 

8﹪ 1.受評鑑事業應依各項產品品類（項），提供主管單位規

定之各項規範，並在產品 DM、產品手冊、公司網站之

產品說明或實際產品之標示上充分揭露，例如產品功能

或規格要求，或如產品標示規定的產品成份(結構)、包

裝容量(重量)、使用期限(製造、有效日期)、使用方法、

注意事項及警語、鑑賞期，並依受評鑑事業提供之資訊

評估其符合各產品主管機關規定應揭露資訊之完整性。

2.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亦應提供符合主管單位規定之

說明。 

3.前揭各項產品若有特定主管單位，如衛生署/衛生局，

應函請主管單位出具近二年對受評鑑事業之管理紀錄

證明以受評。 

4.受評鑑事業對於前揭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

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求，舉凡在產品 DM、產品手冊或

公司網站之產品說明上所揭露之產品優越性資訊，應能

提出製造商或產品品質、性能優良之具公信力標章/認

證為佐證，而非僅訴諸自我宣傳。前揭認證/證照若為

國外機構所發證，受評鑑事業應再舉證說明其公信力。

1.2  充分揭露

傳銷組織架構

及獎金制度之

資訊 

7﹪ 1.受評鑑事業須提供傳銷組織架構之資訊，包括階層、晉

升條件、(去年度及)近四季各階層人數情況之資訊及前

五高階參加人之平均年資。 並舉例說明某一最高階參

加人之進階歷程，包括加入時間、每階晉升時間與業績。

2.受評鑑事業須說明獎金發放金額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

比例為何？如何計算？實際發放比例為何？其間之差

距為何？差距原因為何？。一般而言，獎金發放金額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約為 30~50％，若高於平均值，

請受評鑑事業說明其提供高獎金結構之理由。 

3.受評鑑事業須揭露其參加人獎金發放方式與時程。 

4.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十五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將

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等財務報表

備置於其主要營業所。而參加人加入已逾一年，且於前

一年內自多層次傳銷事業應獲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

益者，得向所屬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查閱前項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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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指  標 權 

重 

指 標 衡 量 因 子 說 明 

多層次傳銷事業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受評鑑事業

據此應說明其於何場合，如事業手冊、參加契約或其他

方式對參加人揭露此訊息？符合資格之參加人若欲查

閱，其查閱申請流程或規定為何？  

1.3  充分揭露

參加人從加入

迄退出攸關其

權益之各項資

訊 

 

11﹪ 1.受評鑑事業須提供(最近二年)報備之書面契約、報備回

函及異動條文對照表。審查委員將評估其對於參加人之

參加資格、未成年參加人之參加資格、解除權、終止權、

退出權、終止參加契約時之產品買回義務等等資訊之完

整程度，並就其條文，評估其合理性，例如必須一定銷

售額方能取得參加人資格；並將從書面契約印刷格式、

字體大小、特別重點用多色印刷或特別字體及大小等形

式以評估是否充分顧到參加人之利益。 

2.受評鑑事業須提供(最近二年)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

函及異動條文對照表。審查委員將評估其內容資訊之完

整程度，並就其條文，評估其合理性。並將從事業手冊

印刷格式、字體大小、特別重點用多色印刷或特別字體

及大小等形式以評估其是否顧到參加人之利益。 

3.參加人與傳銷事業簽訂之參加契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

留底，以讓參加人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4.為瞭解受評鑑事業之簽約條文實際，請提供分散於數個

月之三位參加人實際簽訂之參加契約留底影本以供參

考。 

5.受評鑑事業須說明其於何場合，如事業手冊、參加契

約、教育訓練課程、網站或其他方式對參加人宣導其應

知道之租稅義務。 

1.4  充分揭露

參加人應瞭解

之商品及進貨/

退貨流程與規

定之資訊 

8﹪ 1.受評鑑事業須揭露如何確保參加人充分瞭解商品或勞

務之品項、價格、用途、來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

事項之實施方式，例如教育訓練或於網站、月刊上刊載

商品資訊、或於例行月會中宣達。 

2.受評鑑事業須對參加人揭露其進貨流程與規定，例如教

育訓練或於網站、事業手冊上刊載前揭資訊。進貨規定

可能包括付款方式、交付購貨參加人指定之收貨人及收

貨地點。 

3.受評鑑事業須充分揭露讓參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

疵處理規定與流程之資訊，例如登載於事業手冊、網站

或營業據點公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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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指  標 權 

重 

指 標 衡 量 因 子 說 明 

4.受評鑑事業須充分揭露讓參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理

規定與流程之資訊，登載於事業手冊、網站或營業據點

公開場所。 

5.受評鑑事業若有提供「預付型商品(服務)」，必須敘明

該商品(服務)之履約時程長短，該商品佔營業收入比

例，公司對於此「預收款」之帳務處理規定，確保履約

之機制(例如提撥一定比例交付信託)。前揭資訊應透過

適當機制充分對參加人揭露。 

1.5  充分揭露

對參加人教育

訓練制度之資

訊 

 

4﹪ 1.受評鑑事業須提供公司之教育訓練制度，包括由公司對

初加入者及各級晉升者之訓練課程，說明從課程規劃、

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教學評估等等教育

訓練制度之資訊，並說明訓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

及公司負擔之情況。 

2.受評鑑事業須提供公司(最近一年)教育訓練實際實施

資訊，對參加人教育訓練之制度及包括由公司對初加入

者及各級晉升者之訓練課程，亦請說明訓練課程包括傳

銷法令、參加人之租稅義務法規等之實施情況，  

3.受評鑑事業須提供對高階參加人自行舉辦之教育訓

練，從課程規劃、教材審查評估、講師資格審查、講師

教學評估、訓練費用由參加人、傳銷系統及公司負擔等

等教育制度之督導考核情況。 

1.6  充分揭露

參加人及消費

者服務品質之

相關資訊 

5﹪ 1.受評鑑事業須以網頁或書面、現場服務方式充分揭露攸

關參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訊，例如：各營業據

點、提貨倉庫、服務據點所在地之地址、地圖、交通資

訊；0800 免費服務電話、意見信箱地址、產品展示區、

產品售後服務規定與流程、抱怨案件處理規定與流程。

2.受評鑑事業須說明其是否以專責組織專門人員處理參

加人各項服務需求之作業制度。 

3.受評鑑事業須說明其是否能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

之資訊，如組織表、銷售業績、獎金、職級。 

1.7  推行傳銷

業務所揭露資

訊之合法性 

5﹪ 1.受評鑑事業須提供一年內之內部刊物、年度激勵大會之

錄影帶及特刊、培訓教材，以評估其推行傳銷業務所揭

露資訊之合法性。評鑑重點在於對參加人之激勵訴求及

商品訴求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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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指  標 權 

重 

指 標 衡 量 因 子 說 明 

構面二：公司管控制度落實程度(52﹪) 

2.1  確保產品

品質、性能、安

全無虞各項制

度落實程度 

9﹪ 1.受評鑑事業必須提供與供應商往來之攸關資訊，如進貨

品管規定與流程，各項產品之進貨品管/驗收紀錄供抽

查審查。 

2.受評鑑事業必須提供所宣稱之各項產品檢驗標章/認證

之實質檢查資料，如 ISO 或各項認證之年度檢查紀錄、

產品檢驗紀錄應能提出具體事證供審查委員查驗。 

3.評鑑執行單位亦將自行於市場上蒐集受評鑑事業之產

品標示、產品 DM 或各項產品攸關資訊或函查產品主管

單位對於受評鑑事業之管理檢查紀錄，以審查受評鑑事

業之產品符合各主管機關規定之程度。 

2.2  宣稱之傳

銷獎金制度落

實程度 

8﹪ 1.就參加人名冊，抽查三位參加人之參加時間，晉升時

程，獲得獎金情況。 

2.就規定之獎金制度與發放時程，實地瞭解是否準時發

放，部分獎金發放爭議案件之處理流程與實況。 

3.評鑑事業應放置於營業場所供查閱之財務報表是否如

規定擺放，並瞭解其被查詢使用情況。 

2.3  參加人從

加入迄退出各

項契約約定事

項落實程度    

11﹪ 1.就參加人名冊，分別就新加入之參加人、已參加多年之

參加人、未成年之參加人，實地抽查部分參加人所簽訂

之參加書面契約或事業手冊之情況。 

2.檢附(近二年)報公平會之參加契約、事業手冊異動公文

檔案夾，以瞭解受評鑑事業與主管單位之往來情況。 

2.4  商品及進

貨/退貨流程與

規定落實程度 

9﹪ 1.受評鑑事業應提供退貨案件數及退貨金額佔營業額比

例之退貨情況說明。 

2.受評鑑事業如有預付型商品，應提供退貨案件數及退貨

金額佔營業額比例之退貨情況說明。 

3.一般退換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4.參加人於初始參加 2週內之參加權解除後之退貨處理

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5.終止參加契約時之退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6.歸責於參加人而終止契約之退貨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

況。 

7.參加人退貨時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況。 

8.參加人退貨時上線獎金追回方式處理規定實際執行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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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指  標 權 

重 

指 標 衡 量 因 子 說 明 

2.5  確保參加

人及消費者服

務品質管控制

度落實程度 

6﹪ 1.0800 客訴中心、意見信箱或其他類似單位之運作情況。

2.專人專責處理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3.提供參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4.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度。 

5.解決客訴問題之處理紀錄與成果。 

6.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度。 

2.6  內控稽核

組織與作業規

定 

5﹪ 1.受評鑑事業是否設立內部稽核組織並揭露其組織層

級、人員配置，並說明組織運作情況。 

2.受評鑑事業應檢附其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例說明個

別作業之實際執行情況。例如，是否開始販售某一新產

品之採購審查作業規定、財務稽核規定。 

2.7  資訊系統

與作業規定 

4﹪ 1.受評鑑事業須說明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理情況，以確

保資訊系統有效運作，包括資訊部門編制、資訊系統架

構、資訊管理工作委外情況、確保資訊安全機制。 

2.實地查核資訊系統運作情況，包括能迅速提供下列資

訊： 

－事業整體及各層次之組織系統。 

－參加人總人數、當月加入及退出之人數。 

－參加人之姓名或名稱、年齡、國民身分證或營利事業

記證統一編號、地址、聯絡電話。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

－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款總額。 

－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之給付情形。 

構面三：標準加減分項目 

3.1  加分之項

目 

(+5

％) 

1.受評鑑事業須提供任何助益傳銷事業形象之項目，例如

舉辦社會公益，衡酌對傳銷事業形象貢獻輕重予以評鑑

加分。 

3.2  減分之項

目 

(-5

％) 

1.評鑑執行單位將函查相關主管機關，掌握受評鑑對象之

判定違規處分及罰款紀錄…，衡酌傷害傳銷事業形象情

節輕重予以評鑑減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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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推動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之後續工作規劃 

為有效推動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本研究除繼續進行本項制度

與評鑑作業要點的修正外，於本章探討後續重要工作事項以作為公平

會規劃明年工作之參考，包括甄選一個公正的第三者以成立多層次傳

銷評鑑中心，而此組織之有效運作則有賴成立具專業能力與公正客觀

本質的監理委員會及評審委員人才庫，並進行組織運作規範的設計。

在此評鑑中心具備基本評鑑執行能力後進行九十六年度的多層次傳銷

業評鑑制度之試評工作規劃與執行試評，並期能於九十七年度正式進

行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 

特別是此項多層次傳銷業的評鑑制度係屬國際上的創舉，在「報

備制」的政府低度涉入管理與「許可制」的政府高度涉入管理間，有

一個創新性的「三邊統治」機制之設計，經國內直銷協會業者在 2006

國際直銷協會年會上宣布台灣政府正進行此項評鑑制度的研究設計，

而國際間亦矚目這項國際創舉之制度設計與推動規劃，亦使本研究計

畫必須更加強實務可行性之探討與規劃。 

 

 第一節  甄選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 

本節探討未來參與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甄選的「第三者」之資格

以及組織應具備之經驗能力，以能有效執行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的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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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層次傳銷評鑑中心組織設計 

本節探討評鑑中心最高監理組織，監理委員會成員之資格、組成

與委員會運作規範設計。 

本節探討評鑑任務的執行者，評審委員之資格、組成與推薦、核

可程序以建立評審委員資料庫。 

本節探討評鑑中心之任務與分工以有效執行評鑑任務，包括評鑑

流程，多層次傳銷業者資料庫之建立，評鑑中心網站設計與對外宣傳

溝通，建立評鑑作業手冊等等。 

本節另外將探討評鑑中心運作之經費來源。雖說此制度之推動，

公平會著力甚深，但此項評鑑制度係定位為「透過第三者之三邊統治

機制以強化業者自律」，為民間業者為建立產業秩序，主動尋求評鑑/

認證以強化業者本身聲譽之一環，因此此制度運作經費來源之一當為

業者。另外，本項制度具備不小的外部效益，政府亦當為此制度之執

行提供部分經費。未來此評鑑中心運作經費之來源與公/民負擔比例之

設計亦為一研討重點設計。 

 

第三節  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試評規劃 

為能於九十六年度進行多層次傳銷業評鑑制度之試評，藉試評修

正評鑑流程、建立評鑑標準，本節進行試評工作項目的初步規劃，包

括參與試評之多層次傳銷業者之數目與大中小型或各類型業者之組

成，經費預算規劃，試評工作之進度流程與後續進行制度與評鑑流程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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