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交易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
書面審查紀錄
壹、確認上次會議（110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上次會議（110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謹報請公
鑒。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郭委員玲惠
四、為勉勵同仁對性平業務的付出，…「於現有獎勵額度內，
納入年度獎勵考量敘奬。」請補充具體內容以及是否有同仁敘獎。
公平競爭處
將於現有獎勵額度內，對於本處撰寫「本會 108 年度傳銷商參
與多層次傳銷業之調查研究報告」同仁，納入 110 年度下次敘奬名
單予以獎勵。
決定：洽悉。
第二案：本會 110 年 1-6 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案，謹
報請公鑒。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黃委員馨慧
P31 辦理情形一，【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共 15 位…男性
委員 7 位，女性委員 8 位，任一性別比例均達 1/3 以上。】
，建議增
加百分比，方便確認均達 1/3 以上。
綜合規劃處
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文字為「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共 15
位…男性委員 7 位(46.7%)，女性委員 8 位(53.3%)，任一性別比例
均達 1/3 以上」
，修正後內容如附件 1。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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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有關修正本會 108 年度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業之調查研
究報告案，謹報請公鑒。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郭委員玲惠
請將重要分析擇要寄給同仁分享，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黃委員馨慧
一、肯定公平競爭處的用心統計、分析並撰寫本報告。
二、P42-43 中【此似乎可說明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多寡在於其
投入程度、銷售及經營組織能力，與性別無必然關係。】之結
論，建議可刪除【，與性別無必然關係】幾個字，因為其中【投
入程度】可能還是會與性別有關，換言之女性是否能夠全力投
入自己選擇的工作，可能受「要兼顧家庭照顧」的社會期待要
比男性多一些。因此，該段結論建議可修改為: 「此似乎可說
明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多寡主要影響因素在於其投入程度、
銷售及經營組織能力等」
。
王委員素彎
一、個人建議「表 1 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變化」
「增減」這一欄位，係比較 107 年跟 108 年兩性領取人數及百
分比的增減，目前表 1 上「增減」那欄括號內的數字(+1.03%)
是男女性結構占比的差異(即 72.3%-71.27%)，建議可以增列計
算人數的年增加率(即 8.95 萬人除以 59.68 萬人)，若仍堅持採
用 1.03，則應使用 1.03 個百分點才正確，且該欄位有%的地方
應一併修改。
二、
「圖 5 108 年兩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
，建議加註說是
複選的結果，似未修改。
三、「圖 6 108 年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總體概況」上面領取佣
金前十名的男女，底下有一個女性人數占多數(即大於 6)之事
業，應是大於等於 6，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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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處
一、將依郭委員意見，把修正報告擇要寄送各處室參考，並於下次
會議報告。
二、業依黃委員意見，將報告結論五最後一段文字修正為「此似乎
可說明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多寡主要影響因素在於其投入
程度、銷售及經營組織能力等」
。
三、業依王委員意見，修正如下：
（一）有關表 1 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變化」之
「增減」欄位，已修正為 1.03 個百分點，且該欄位有%的
地方已一併修正。
（二）於「圖 5 108 年兩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加註
「（可複選）
」。
（三）將「圖 6 108 年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總體概況」中，
「女性人數占多數(即＞6)之事業」，修正為「女性人數占
多數(即≧ 6)之事業」
。
四、修正後的報告詳如附件 2。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公競處已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內容，後續請依郭委員所提意
見，將修正報告擇要寄送各處室參考，於下次會議報告。
第四案：有關本會 109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含︰單位預算、
反托拉斯基金預算）案，謹報請公鑒。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郭委員玲惠
請說明反托拉斯基金未編列性別預算之原因。
主計室
一、反托拉斯基金係依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設置，同
條明定基金來源及用途，具專款專用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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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各處室衡酌業務實需檢討結果，109 年度反托拉斯基金性別
預算無編列數。爾後仍將視業務狀況，依「性別預算作業原則
及注意事項」檢討辦理。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會 110 年 1-6 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
」
辦理情形案，謹提請討論。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郭委員玲惠
性別主流化參訓率仍未達標，請積極鼓勵，並提供各類型性別
主流化課程，亦可利用數位課程或用視訊方式參訓。
人事室
一、因應 COVID-19 疫情，為降低同仁群聚感染風險，目前暫以數位
學習課程為主(截至 6 月底本會人數 205 人，參訓者計 132 人，
參訓率為 64%)。
二、為積極鼓勵同仁參訓，達成年度目標值(92%)，本會將通知各處
室尚未取得性平主流化課程時數之長官及同仁，至相關 e 平台
學習(如：e 等公務園或臺北 e 大)，完成性別主流化課程。
王委員素彎
頁 55 中有關「本(110)年 1 月本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1 名勞工委員出缺(退休)，業由勞工互選之女性備選委員優先遞補，
目前男女性別比例已提升為 3:1，嗣後仍續考量任一性別參與決策
機制之平衡性，俾期達標。」
，目前女性委員比率約 25%，並未達成
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之比率，110 年達成率是否為 100%，建議
再思考。
秘書室
本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目前男女性別比例為 3:1，以
該委員會第 7 屆委員任期將至本(110)年 8 月 31 日止，屆時辦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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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屆勞工代表(委員)選舉時，將優先建議女性勞工擔任委員，
以期提升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規定。
主席裁示：請人事室及秘書室持續注意相關指標辦理情形，戮力達
成年度目標，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有關本會 111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含︰單位預算、
反托拉斯基金預算）案，謹提請討論。
審查意見及處室回應說明：
郭委員玲惠
預算數逐年減少及反托拉斯基金未編列之原因，請補充說明。
王委員素彎
一、83 頁起的附件 3，建議在性別平等業務類型中格式統一。
二、另對照 109 年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中性別平等業務類型與 111
年的類型似不一致，是否需要調整，建議再考慮。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查公平會 109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有關「召開本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及製作性別平等文宣」業務項目，年度執行成果
包含委外製作宣導活動性別平等文宣 34 千元，惟 111 年未見編列性
別平等宣導文宣相關經費，建議視性平業務推展需求斟酌是否需編
列。(會議資料第 49、82 頁)
主計室
一、有關郭委員玲惠所提意見，謹說明如下：
（一）單位預算部分
1.108 至 111 年度預算分別編列 38 千元、112 千元、128
千元及 80 千元，其中前 3 年預算呈現上升趨勢，僅 111
年度較 110 年度減少預算 48 千元。
2.111 年度預算較 110 年度預算減少，係因本會家庭日活
動規劃方向調整，依據「性別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
規定檢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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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經各處室衡酌業務實需檢討結果，111 年度反托拉斯
基金性別預算無編列數。爾後仍將視業務狀況，依「性別
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檢討辦理。
二、有關王委員所提意見，謹說明如下：
（一）本會 111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之性別平等業務類
型，係依照「性別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附表 1 「性
別平等業務類型勾選常見案例」 (會議資料第 70-71 頁)
辦理。
（二）109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配合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修正說明如下：
1.「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及製作性別平等文
宣」之「性別平等業務類型」取消勾選「2-2 提升女性
經濟力」
，另「2-6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題之其他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健康、醫療與照顧篇/(二)積極推
動性別友善之醫療與照護環境」修正為「權力、決策與
影響力篇（一）強化性別平等之政策及治理機制」
。
2.業依王委員意見，檢討修正 109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
表如附件 3。
三、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所提意見，謹說明如下：
本會 111 年度已編列「融入性別平等觀點辦理本會主管法規宣
導」經費 10 千元，係用於辦理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時，依宣導主題
及對象，於會場張貼本會製作之性別平等文宣之相關經費。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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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6 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

附件 1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目標

具體行動措施

期
程

主政
處室

辦理情形
一、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共 15 位(內
聘委員 12 位，外聘委員 3 位)，依本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規定，召集
人由本會副主任委員兼任，經統計至
110 年 6 月 底 止 ， 男 性 委 員 7 位
(46.7%)，女性委員 8 位(53.3%)，任一
性別比例均達 1/3 以上。委員名單業已

2.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及各直轄市、縣
（市）婦權會或性平會的
民主治理功能，各部會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採取透

公告於本會網站。
（一）強化 明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
二、本會自 101 年起，即持續於網站刊登本
性別平等之 相 關 團 體 推 薦 民 間 委 短 規劃處、
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之會議紀
政策及治理 員，公開委員名單，會議 程 資經室
錄。110 年 3 月召開之第 1 次會議紀錄
機制
紀錄全文上網，並開放民
(含委員發言要旨)已全文上網。
間提案。透過中央與地方
三、本會已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
性別平等座談與諮詢會
化」專區，建置「公開接受推薦民間委
議等機制，各部會與各縣
員」及「開放民間提案」項目，持續公
市民間委員進行政策對
開受理各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推
話與經驗交流。
薦民間委員及提案。截至 110 年 6 月底
止，本會並未接獲外界推薦民間委員或
提案。

（四）深化 1.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組
短
性別統計相 織、與家庭生活相關領域
程
關資訊，增 中參與及決策情形的性
加政府政策 別統計，以及國際比較分
中
資訊之可及 析，說明分析比較依據，
程
性
並據以規劃政策。

一、本會自 97 年起，業於主管法規說明會
問卷調查彙整表增列性別統計欄位，並
請本會各業務處及縣市政府據以填
報，俾就不同性別參與主管法規說明會
情形統計分析。
(一)經統計 110 年 1 至 6 月計有 338 人參加
本會自行舉辦之主管法規說明會，其中
規劃處、
男性 116 人(占 34.32%)，女性 222 人(占
公競處
65.68%)。
(二)另本會已將倡議對象性別統計資料公布
於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
供各界瞭解不同性別參與本會主管法
規說明會情形。
二、於辦理年度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
況調查時，建立「傳銷商性別統計」
、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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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佣(獎)金之傳銷商性別統計」、「領取
佣(獎)金之前 10 名傳銷商平均領取金
額」、「領取佣(獎)金之前 10 名男性傳
銷商平均領取金額」、「領取佣(獎)金之
前 10 名女性傳銷商平均領取金額」、
「領取佣(獎)金之前 10 名傳銷商性別
比例」等資料：現正積極辦理 109 年多
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狀況調查中，尚無資
料填報。
三、了解各先進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落實性
別主流化之情形：將俟新冠肺炎疫情趨
緩，並派員參與競爭法國際會議時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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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業之調查研究報告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多層次傳銷為行銷通路之一種，係指事業透過一連串獨立之傳銷商銷售
商品或服務，每一傳銷商除可賺取零售利潤外，並可透過自己所招募、訓練
之傳銷商而建立之銷售網來銷售公司商品或服務，以獲取獎金及其他經濟利
益。本會依職掌執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用以加強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與
監督，另為提供釐訂有關輔導措施及管理決策需要，特針對報備多層次傳銷
事業，按年舉辦經營概況調查，以瞭解事業經營概況。
另為配合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本文就多層次傳銷業之
性別結構比率及傳銷商獲取佣（獎）金是否因性別之歧視而產生同工不同酬
之情形進行調查，並配合多層次傳銷業之特性及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方
式進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 108 年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之事業（包
括 108 年間已報備停止者）為調查對象。本次調查係事業於多層次傳銷管理
系統進行線上填報，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所有從事多層次傳銷之事業，
均須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截至 108 年底1，向本會報備並於 108 年實施之多
2
層次傳銷事業（包含於
108 年間向本會報備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計 479 家，

較 107 年之受調查家數 457 家，增加 22 家。
本次實際回報事業有 385 家（80.38%3）
，該等回報事業於 108 年間仍有
實施多層次傳銷之事業計 334 家，較 107 年之 346 家，減少 12 家，另有 26
家報備事業尚未實施多層次傳銷、餘 25 家則已停（歇）業。據此，本調查之
相關查報結果及統計分析係以前揭回報事業於當（108）年間仍有從事多層次
傳銷行為之 334 家事業為範圍（圖 1）
。

1

本調查資料標準時期：動態資料以 108 年 1 月至 12 月全年數字為準，靜態資料以 108 年底數字為準。
2 本調查不包含已於 108 年底報備，惟預計 109 年才實施之傳銷事業。
3由於百分比計算皆採小數點 2 位 4 捨 5 入進位，故總合計數會有小數點上下 2 位之誤差，此為本調查報告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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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家數 計 479 家
針對 108 年底前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事業（含 108 年
向本會報備停止實施者）
實際回報家數 計 385 家（填報率 80.38％）
未填報 94 家中有 75 家為已撤銷事業，7 家搬遷不明或
無營業跡象，實際有營運未填列之事業僅 12 家
分析對象 計 334 家
於實際回報家數中再扣除尚未實施者 26 家、已停（歇）
業者 25 家，108 年回報事業仍有實際從事多層次傳銷
計 334 家

圖1

回報家數與分析對象

三、多層次傳銷業特性、傳銷商角色及獲取佣（獎）金之方式
（一）多層次傳銷業特性
多層次傳銷係透過人際網絡來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加入者僅需與
傳銷事業簽訂書面契約，取得介紹他人參加多層次傳銷及推廣、銷售商品
或服務之權利，即可成為傳銷商，其性質與 SOHO 族、個人工作室或公司
經營者相同，並非一般受雇者之角色，故傳銷商可依個人需求安排工作時
間及投入程度。復據調查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條件大多為給付一定代價
4

為主，傳銷商僅需購買一定金額之商品或繳交入會費，即可成傳銷商取得

經營商品及發展組織之權利。又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傳銷商得隨時
解除或終止契約退出傳銷活動，因此傳銷商從事多層次傳銷進入出門檻低
且易自由進出市場，是許多兼差、二度就業之民眾另一種增加收入之選
擇。但並非所有傳銷商均是為賺取佣（獎）金而加入傳銷事業，亦有單純
喜好傳銷事業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加入成為傳銷商，此部分我們稱為「消
費型傳銷商」
。此類傳銷商僅是購買公司商品或服務，並不積極參與推廣、
銷售商品或服務，故佣（獎）金之收入相對來得少。因此，多層次傳銷業
之傳銷商，是集結消費者、銷售者、與經營者三種身份於一身的特殊角色。
（二）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方式
傳銷商係經由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
獲得佣（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另亦得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銷售商品
或服務，或再介紹他人參加，進而獲得佣（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故傳
4

給付一定代價係指繳納保證金或入會費、訂購商品、購買資料袋或訂閱刊物、須達一定營業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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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獲取佣（獎）金之方式與一般領取固定工資或底薪之受雇者不同。換
言之，傳銷商於加入時，既無固定薪資亦無底薪，且獲取報酬之方式，除
透過銷售商品或服務所賺取零售利潤外，亦透過自己建立之銷售組織來銷
售公司商品或服務，以獲取佣（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再加上先前提及
工時彈性、時間自由等特性，因此傳銷商所獲得報酬之高低由其自身業績
決定。
有鑑於傳銷商獲取之報酬係依據傳銷事業訂定之層級晉升條件及獎
金計算方法等完整的制度領取各項佣（獎）金，又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
定，傳銷事業所訂定之制度應於實施前向本會辦理報備，故傳銷商面對的
是公平、公開、透明的晉升條件及獎金發放比例，且至今，本會未曾發現
傳銷事業針對不同性別之傳銷商設定不同之參加條件或獎金制度，亦未曾
接獲民眾提出相關檢舉。
據上，傳銷商不同於受雇者的是，在無固定薪資、底薪之情形下，於
面試時不會遇到雇主的性別歧視而有從事同樣工作卻不同起薪之差別待
遇情形。在公開、透明的晉升條件及獎金發放比例之情形下，亦不會遇到
工作同工不同酬之情形，以及升遷時所遇到「玻璃天花板」的困境。
四、傳銷事業填查線上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傳銷商參與傳銷事業之性別結構
依據 334 家多層次傳銷事業資料顯示，108 年底傳銷商人數5計 369.46 萬
人，較 107 年底 308.38 萬人，增加 61.08 萬人。其中，女性傳銷商計約 262.76
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369.46 萬人）比重為 71.12%，較 107 年 215.84 萬
人，增加 46.92 萬人，比率增加 1.13 個百分點。男性傳銷商為 106.70 萬人，
較 107 年 92.53 萬人，增加 14.17 萬人，比率則由 107 年之 30.01%，減少為
108 年之 28.88%（圖 2、統計表 1，頁 11）
。而 108 年消費型傳銷商共計 94.07
萬人，其中，女性消費型傳銷商計約 63.29 萬人（占總消費型傳銷商 67.28%）
，
男性消費型傳銷商計約 30.78 萬人（占總消費型傳銷商 32.72%）。復觀察 96
年至 108 年兩性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變化情形，99 年女性參加人數達
到第 1 波高峰，隨後即下降，直至 102 年起逐年升高，女性增加幅度大於男
性增加幅度，且整體呈現攀升趨勢。
5「傳銷商人數」相關問項及參加人數之計算方式，係以調查年度實際參加多層次傳銷人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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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96 年至 108 年兩性傳銷商參與情形

復以產業觀點切入，分析女性傳銷商占各事業傳銷商人數之比重分布（圖
3）
，有 212 家（63.47%）之事業其女性傳銷商所占比率為 50%至 74%，餘依序
為 75%至 89%之事業計 61 家（18.26%）
，25%至 49%之事業有 24 家（7.19%），
逾 90%之事業為 23 家（6.89%）
，未及 25%之事業則有 14 家（4.19%）
。整體產
業，女性占比過半之事業高達 296 家(88.62%)，故自 96 年起將女性傳銷商人
數列為調查問項後，即顯示女性傳銷商一直為傳銷市場主力。
綜上所述，自 96 年將女性傳銷商列為調查問項以來，女性傳銷商所占比
率均高於男性傳銷商，足見女性傳銷商一直為傳銷市場主力，其原因或與我
國傳銷商品係以營養食品及美容保養品兩大品項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總
額比近 8 成6有關。

圖 3 傳銷事業女性傳銷商參與情形
6

據 108 年調查數據，營養食品類及美容保養品類之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比率分別為 65.08%及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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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兩性傳銷商年齡區分不同級距，觀察各年齡層兩性傳銷商人數分布
情形（圖 4、統計表 2，頁 12）
，女性傳銷商年齡層分布，多數為 50 歲至 59
歲，計 63.02 萬人，依序為 40 歲至 49 歲，計 53.94 萬人，60 歲至 69 歲，
計 46.55 萬人，30 歲至 39 歲，計 35.52 萬人，而 70 歲以上、20 歲至 29 歲、
7 歲至 19 歲，各計 21.30 萬人、14.77 萬人及 0.68 萬人；而男性傳銷商年齡
層分布情形則較為平均，多數落在 50 歲至 59 歲、30 歲至 39 歲及 40 歲至 49
歲，各計 18.65 萬人、18.40 萬人及 17.38 萬人，次為 60 歲至 69 歲，計 15.17
萬人，而 20 歲至 29 歲、70 歲以上及 7 歲至 19 歲，各計 11.55 萬人、9.63
萬人及 0.41 萬人。從前 3 名年齡層分布觀之，69.35%之女性傳銷商年齡落在
40 歲至 69 歲區間，此區間的女性長期接收傳統社會制度的思想及主張，多
數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模式(如男主外女主內等)，生活重心著重於家
庭，對於發展、經營事業等實現自我之企圖心較不顯著，此可由兩性傳銷商
參加傳銷事業之原因得到相對應之印證。

圖 4 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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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銷事業認為兩性傳銷商加入之原因
經調查 108 年各傳銷事業認為兩性傳銷商加入之原因（圖 5）
，女性傳銷
商以貼補家用為首，占 80.83%（270 家/334 家）
，依次分別為商品喜好 77.84%
（260 家/334 家）
、實現自我 57.78%（193 家/334 家）
、結交朋友 48.50%（162
5 本調查報告有關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之統計，因受查事業並非皆有統計各年齡層男、女性傳銷商之人數，爰係以 108 年當年度
有填報問卷各年齡層男、女性傳銷商人數之 211 家事業回報數據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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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334 家）、打發時間 24.85%（83 家/334 家）；反觀男性傳銷商則以實現自
我為首，占 68.56%（229 家/334 家）
，依次分別為商品喜好 64.67%（216 家
/334 家）
、貼補家用占 53.89%（180 家/334 家）
、結交朋友 40.12%（134 家/334
家）、打發時間 11.38%（38 家/334 家）
，顯見女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
由，填貼補家用之因素明顯高於男性傳銷商，反觀於實現自我部分，卻是男
性傳銷商高於女性傳銷商。

圖5

108 年兩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可複選）

(三)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統計
依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表 1、統計表 3，頁 13），108 年傳銷商領取佣
（獎）金人數計 94.9 萬人，較 107 年之 83.7 萬人，增加 11.2 萬人。其中女
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者為 68.63 萬人，較 107 年之 59.68 萬人，增加 8.95
萬人，比率由 107 年之 71.27%，增加為 108 年之 72.30%，而男性傳銷商領取
佣（獎）金人數計 26.30 萬人，較 107 年之 24.06 萬人，增加 2.24 萬人，比
率則由 107 年之 28.73%，減少為 108 年之 27.70%。
此外，108 年度多層次傳銷事業發放之傳銷商佣（獎）金約為 391.83 億
元，，較 107 年之 388.81 億元，增加 3.02 億元。其中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
金金額為 256.28 億元，較 107 年之 253.59 億元，增加 2.69 億元，比率由
107 年之 65.22%，增加為 108 年之 65.41%。男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金額
為 135.55 億元，較 107 年之 135.22 億元，增加 0.33 億元，比率則由 107 年
14

之 34.78%，減少為 108 年之 34.59%。而 108 年度平均每位傳銷商全年領取佣
（獎）金為 41,276 元，較 107 年之 46,427 元，減少 5,151 元。其中，男性
傳銷商為 51,542 元，較 107 年之 56,193 元，減少 4,651 元。女性傳銷商為
37,342 元，較 107 年之 42,490 元，減少 5,148 元。
表 1 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變化

綜上，就整體數據觀之，108 年女性傳銷商平均全年領取金額少於男性，
因 108 年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之成長幅度(約成長 1.03%)大於領
取金額之成長幅度(約成長 0.19%)所致。
(四)高階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之情形
此部分係針對 108 年各傳銷事業領取佣（獎）金前 10 名男女比例，以及
各傳銷事業領取前 10 名女性、前 10 名男性之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
進行調查。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圖 6)，各傳銷事業領取佣（獎）金前 10 名男女之比
例，女性人數占整體前 10 名總人數比率 67.19%，其中女性人數占多數之事
業有 238 家（占總家數百分比 71.26%）
，而事業前 10 名女性平均每人全年領
取金額為 169.26 萬元較前 10 名男性平均每人全年領取 129.45 萬元，多 39.81
萬元，又領取佣（獎）金最高者為女性之事業有 153 家（占總家數百分比
45.81%），男女相同之事業有 72 家（占總家數百分比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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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08 年兩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總體概況

綜觀上開調查資料所示，多數傳銷事業領取較高佣（獎）金之高階傳銷
商中，女性傳銷商明顯多於男性傳銷商，且女性傳銷商平均每人全年領取金
額亦高於男性傳銷商。
五、結論
鑑於多層次傳銷業特性，傳銷商及傳銷事業間並不具僱傭關係，係獨立
的經營個體，其性質與 SOHO 族、個人工作室或公司經營者相同，對於是否參
加經營及其經營業務之方式、內容有完全自主決定能力，且無任何學歷、性
別、專業、年齡等條件限制或門檻，工作時間彈性、進出市場自由，無論係
以法人、自然人方式經營，或是否設立實體店面，都有很大的彈性空間。因
此，想要在此產業獲取高額報酬，需透過自己建立之銷售組織來銷售公司商
品或服務，晉升為高階傳銷商，否則也只是領取低額報酬之消費型與低、中
階傳銷商。
針對本次調查結果，108 年全體傳銷商所領取之佣（獎）金相較 107 年
僅增加 3.02 億元(女性傳銷商增加 2.69 億元、男性傳銷商增加 0.33 億元)，
而領取佣（獎）金之人數卻增加 11.2 萬人，其中女性傳銷商為 8.95 萬人，
占新增領取總人數近八成，顯見女性傳銷商領取之平均佣（獎）金金額因人
數領取成長幅度大於金額成長幅度而有減少之情形。就 107 年及 108 年兩性
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及金額變化觀之，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
數占領取總人數約七成，女性傳銷商領取之佣（獎）金占總獎金 65%-69%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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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然而男性傳銷商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卻大於女性傳銷商，且有
逐年擴大差距之趨勢，究其原因係絕大多數女性傳銷商仍屬消費型與低、中
階傳銷商，進而稀釋平均佣（獎）金金額。
依「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之調查統計資料，男性傳銷商年
齡層分布情形較為平均，相較於女性傳銷商，其年齡層分布有近 7 成落在 40
歲至 69 歲區間，此區間的女性長期接收傳統社會制度的思想及主張，多數有
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模式(如男主外女主內等)，生活重心著重於家庭，對
於發展、經營事業等實現自我之企圖心較不顯著。復交叉比對「兩性傳銷商
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之調查統計資料，其所列各項原因(貼補家用、打發時
間、結交朋友、實現自我、商品喜好及其他)中，女性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
原因係以貼補家用為首，其次為商品喜好，而男性傳銷商則以「實現自我」
為首。據此，可推定多數女性傳銷商，因生活重心著重於家庭，加入僅為貼
補家用或愛好商品，較無心力經營傳銷事業，絕大多數屬領取較低報酬之消
費型與低、中階傳銷商，造成女性傳銷商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較男性傳
銷商低之主因。
另觀察高階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之情形，就 108 年各傳銷事業領取佣
（獎）金前 10 名男女比例，以及各傳銷事業領取前 10 名女性、前 10 名男性
之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進行調查。以各傳銷事業領取佣（獎）金前 10
名男女之比例，女性人數占整體前 10 名總人數比率 67.19%，其中女性人數
占多數之事業有 238 家（占總家數 334 家之 71.26%）
，而事業前 10 名女性傳
銷商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為 169.26 萬元較前 10 名男性傳銷商平均
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 129.45 萬元，多 39.81 萬元。
綜上所述，經交叉比對「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及「兩性傳
銷商加入傳銷事業之原因」之調查統計資料，可推定多數女性傳銷商加入傳
銷事業多為貼補家用或愛好商品，較無心力經營傳銷事業，投入時間相對較
少，絕大多數屬領取較低報酬之消費型與低、中階傳銷商，因而造成女性傳
銷商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較男性傳銷商低之主因。又為進一步瞭解可能
為全職傳銷商(按傳銷業界常態多為高階傳銷商)之性別比率及平均全年領取
佣（獎）金之情形，特針對各傳銷事業領取佣（獎）金前 10 名男女傳銷商進
行調查，多數傳銷事業領取較高佣(獎)金之高階傳銷商中，女性傳銷商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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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傳銷商，且女性傳銷商平均全年領取佣（獎）金金額亦高於男性傳銷商，
此似乎可說明傳銷商獲取佣（獎）金之多寡主要影響因素在於其投入程度、
銷售及經營組織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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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統計表
表1

年度

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商參加人數性別統計表

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商

（人）

女性傳銷商 男性傳銷商

總計

比例
女性

男性

合計

96

3,359,175

2,321,825

5,681,000 59.13%

40.87
%

100%

97

2,784,199

2,368,801

5,153,000 54.03%

45.97
%

100%

98

3,389,251

2,176,749

5,566,000 60.89%

39.11
%

100%

99

3,903,945

1,822,055

5,726,000 68.18%

31.82
%

100%

100

1,762,400

770,600

2,533,000 69.58%

30.42
%

100%

101

2,168,456

920,424

3,088,880 70.20%

29.80
%

100%

102

1,425,828

693,473

2,119,301 67.39%

32.61
%

100%

103

1,377,562

791,388

2,168,950 63.51%

36.49
%

100%

104

1,755,851

780,841

2,536,692 69.22%

30.78
%

100%

105

1,914,508

849,574

2,764,082 69.26%

30.74
%

100%

106

2,044,414

948,198

2,992,612 68.32%

31.68
%

100%

107

2,158,445

925,320

3,083,765 69.99%

30.01
%

100%

108

2,627,622

1,066,972

3,694,594 71.12%

28.88
%

100%

說明：依本會 108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果顯示，108 年底女性傳銷商計約 262.76 萬人，
占傳銷商總人數之 71.12%，較 107 年 215.84 萬人（占 69.99%）
，增加 46.92 萬人，且自 96 年將女
性傳銷商列為調查對象以來，女性傳銷商所占比率均高於男性傳銷商，足見女性已為傳銷市場主
力，其原因或與我國傳銷商品係以營養食品及美容保養品兩大品項營業額占多層次傳銷營業總額比
近 7 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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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8

年齡分布

男性傳銷商
人數及百分
比 單位：人
(%)

女性傳銷商
人數及百分
比單位：人
(%)

總傳銷商
人數及百分比
單位：人(%)

7 歲至 19 歲

4,083
(0.45%)

6,843
(0.29%)

10,926
(0.33%)

20 歲至 29 歲

115,489
(12.66%)

147,748
(6.27%)

263,237
(8.05%)

30 歲至 39 歲

184,021
(20.18%)

355,193
(15.06%)

539,214
(16.49%)

40 歲至 49 歲

173,831
(19.06%)

539,385
(22.88%)

713,216
(21.81%)

50 歲至 59 歲

186,496
(20.45%)

630,199
(26.73%)

816,695
(24.98%)

60 歲至 69 歲

151,690
(16.63%)

465,517
(19.74%)

617,207
(18.88%)

70 歲以上

96,335
(10.56%)

212,991
(9.03%)

309,326
(9.46%)

總計

911,945

2,357,876

3,269,821

5 本調查報告有關各年齡層傳銷商人數及性別組成之統計，因受查事業並非皆有統計各年齡層男、女性傳銷商之人數，爰係以 108 年當年度有填報問卷
各年齡層男、女性傳銷商人數之 211 家事業回報數據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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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金額及其占比性別統計表

年度

領取佣(獎)金人數

領取佣(獎)金之金額

平均每位傳銷商全年領取

（人/%）

(億元/%)

佣(獎)金(元)

女性
傳銷商

男性
傳銷商

總計

女性
傳銷商

男性
傳銷商

合計

102

405,056/
59.1

280,340/
41.9

685,396/
100

146.77/
59.06

101.76/
40.94

248.53/
100

36,234 36,299

36,260

103

533,574/
70.78

220,271/
29.22

753,845/
100

171.08/
64.93

92.41/
35.07

263.49/
100

32,063 41,953

34,947

104

596,525/
72.31

228,411/
27.69

824,936/
100

196.17/
67.67

93.74/
32.33

289.91/
100

32,886 41,042

35,144

576,044/

241,249/

817,293/

235.77/

107.74/

343.51/

40,756 44,659

41,907

70.48

29.52

100

68.64

31.36

100

106

569,345/
71.62

225,614/
28.38

794,959/
100

248.25/
68.16

115.98/
31.84

364.23/
100

43,603 51,406

45,466

107

596,810/
71.27

240,640/
28.73

837,450/
100

253.59/
65.22

135.22/
34.78

388.81/
100

42,490 56,193

46,427

108

686,291/
72.30

262,990/
27.70

949,281/
100

256.28/
65.41

135.55/
34.59

391.83/
100

37,342 51,542

41,276

105

女性
男性
傳銷商
傳銷商 傳銷商

說明：依本會 108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果顯示，108 年女性傳銷商領取佣(獎)金人數約 68.63 萬人，
占領取佣(獎)金人數之 72.30%，較 107 年 59.68 萬人（占 71.27%）
，增加約 8.95 萬人。而 108 年女性傳銷商領
取佣(獎)金之金額為 256.28 億元，占領取佣(獎)金總金額之 65.41%，較 107 年 253.59 億元，增加 2.6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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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109

類型：單位
預算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代碼：
A62000000G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預算數
(法定預算)

附件 3

版別：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性別平等年度執行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千元)

計畫小計：
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 23
組會議及製作性別平等文
宣

（1）召開本會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3次，每次
至少2位以上外聘委員參
加，期透過專家學者之
指導，協助機關業務融
入性別觀點。
（2）#是
（3）原計畫或業務項目
名稱為「召開本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至於性別預算執行率超
過120%之原因:係依據
109年3月19日本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109年第1
次會議討論通過之推動
性別平等業務精進事項
策進作為相關決議，新
增委外製作3款本會宣導
活動性別平等文宣(34千
元)所致。

計畫年度預算：23(千元)
性別預算占計畫年度
預算比率：100(%)

性別預算數
性別預算
執行數
執行率
(千元)

51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1-1中長程個案計畫
（1）法定預算之性別平
等年度預期成果。（使
用系統填報者，請使用
系統帶入前所填報內容
如上，請勿刪除或修
改）
（2）請檢視年度執行情
形是否達成前項年度預
期成果，如完全達成，
請填寫「#是」；未達成
或部分達成請填寫「#否
，實際執行成果：
________。未達預期成
果之原因：
________。」（請保留
半形井字號，以利後續
資料之搜尋與計算）
（3）本項目性別預算執
行率未達80％或超過
120％者原因說明。

□1-2非屬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方案、計畫、措
施、服務、活動等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1推動三合一政策
之托育公共化
□2-2提升女性經濟力
□2-3去除性別刻板印
象與偏見
□2-4強化高齡社會之
公共支持
□2-5促進公私部門決
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篇
■2-6非屬前開五大重
（一）強化
要議題之其他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之
政策綱領涉及事項
政策及治理
機制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法律名稱：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5-1非屬第4類之法律
／法律名稱：
□5-2非屬第1類之單一
年度計畫、服務方案或
經常性業務等
□5-3條約、協定或協
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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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0%

年度：109

類型：單位
預算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代碼：
A62000000G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預算數
(法定預算) 性別平等年度執行成果
(千元)
計畫小計：

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課 89
程、規劃辦理家庭日活動

計畫年度預算：89(千元)

性別預算占計畫年度
預算比率：100(%)

版別：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1）法定預算之性別平
等年度預期成果：
1.為培養同仁具性別敏
感度之觀念，提升個人
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
能力，規劃辦理性別意
識培力課程，擇定3場次
與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
領域相關之主題辦理影
片賞析，預計2級主管以
上人員達成76%、同仁達
成87％參訓率。
2.為宣導鼓勵夫妻共同
分擔家務(含親人照護)
，並促進家庭和諧，規
劃辦理家庭日活動。
（2）#是
（3）本項目性別預算執
行率未達80%之原因：係
因原於109年家庭日活動
先期規劃階段，預定於
當日活動下午辦理具性
平教育性質之影片賞析
，惟時為遵照行政院蘇
院長於院會所作促進國
旅指示，改以辦理戶外
參訪活動，致減省經
費。
「請說明是否達成上述
年度預期成果，如否，
請說明理由。」
請填寫以下3點內容：
（1）法定預算之性別平
等年度預期成果。（使
用系統填報者，請使用
系統帶入前所填報內容
如上，請勿刪除或修
改）
（2）請檢視年度執行情
形是否達成前項年度預
期成果，如完全達成，
請填寫「#是」；未達成
或部分達成請填寫「#否
，實際執行成果：
________。未達預期成
果之原因：
________。」（請保留
半形井字號，以利後續
資料之搜尋與計算）
（3）本項目性別預算執
行率未達80％或超過
120％者原因說明。

性別預算數
性別預算
執行數
執行率
(千元)

68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1-1中長程個案計畫
□1-2非屬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方案、計畫、措
施、服務、活動等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1推動三合一政策
之托育公共化
□2-2提升女性經濟力
■2-3去除性別刻板印
象與偏見
□2-4強化高齡社會之
公共支持
□2-5促進公私部門決
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2-6非屬前開五大重
要議題之其他性別平等
23
政策綱領涉及事項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76.40%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法律名稱：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5-1非屬第4類之法律
／法律名稱：
□5-2非屬第1類之單一
年度計畫、服務方案或
經常性業務等
□5-3條約、協定或協
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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