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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八條，其中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為

多層次傳銷成立之必要條件，惟若參加人「不給付一定代價」即可參加銷售組織

時，是否即非公平法所稱之多層次傳銷？本研究就該法律要件應否置於「多層次傳

銷」定義中，以各國法律規定情形進行法理面探討與比較，並自管理者之個案適用

爭議及政策考量進一步研析，另為瞭解多層次傳銷市場實際運作情形，以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多層次傳銷經營概況調查結果進行實證分析，以得知實務面與

理論面之差異。實證結果發現，「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營

業額並無顯著的影響，表示若將該要件刪除，實務上對傳銷事業的營業額並不會產

生較為有利或不利作用，故該要件之保留或刪除，可逕由法理及管理層面考量，則

可推知修法後若將之刪除在實務上應不會造成過大衝擊，且可杜絕個案適用上之爭

議，並符合各國相關規範及未來「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修正之潮流。最後，本

文並提出刪除該要件之相關配套措施，以為執法機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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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之定義：「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

就推廣或銷售之計劃或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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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

「給付一定代價」為多層次傳銷要件之一，於法有明文，惟若參加人「不給付一定

代價」即可參加銷售組織時，是否即非公平法所稱之多層次傳銷？在公平法上，該

組織即不適用公平法第 23 條關於「變質多層次傳銷」的規範，即有爭議。因此

「給付一定代價」的法律要件，是否應置於「多層次傳銷」的定義當中，實有進一

步研究的必要。 

參酌外國立法例，「給付一定代價」在界定「違法」多層次傳銷時，即扮演重

要的功能。例如參加人主要收入來源是基於介紹他人加入組織時，傳銷事業往往藉

由新加入者所帶來的營收，用以支付介紹人或其他先加入者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

利益，該等要求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實乃金字塔銷售術1（pyramid scheme）

或違法多層次傳銷得以運行的重要原因。我國公平交易法亦認為，若多層次傳銷事

業要求參加人於其加入時，須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等代價，

參加人其所須承受之風險實相對較高，且多層次傳銷事業亦可能藉此遂行塞貨或拉

人頭給獎金之不法傳銷行為，致有衍生變質的多層次傳銷之可能。職是，公平法第

8 條規定將「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納入，應係基於眾多多層次傳銷行為類型中，

該類型所可能肇致之違法疑慮較高，而於條文予以敘明。惟若欠缺該要件者，是否

即非屬多層次傳銷？從而即可避免公平法有關規範，而此實為現今公平法有關多層

次傳銷其在法律認定上及行政管理上主要的問題爭點所在。 

新興型態多層次傳銷事業，有許多不肖業者主張參加人並無「給付一定代

價」，而可不受公平交易法規範。揆諸實務，若干傳銷事業為規避上述之法律要

件，仍可透過創業說明會、報紙廣告、電腦網路、吸金或其他方式，使參加人加入

傳銷組織，而不必給付一定代價，最後仍然可能產生違法多層次傳銷的流弊，則參

                                                      
1 美國對變質多層次傳銷稱之為金字塔銷售術（pyramid scheme），為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條「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慣行」之一類型，本文第二節將有更詳細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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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反而不能藉由公平交易法受到應有的保護。公平會為建構完整之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制，於 93 年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2。該部專法刪除了現行公平交易

法關於多層次傳銷之定義，須以「給付一定代價」為其要件之規定，惟若摘除該要

件，所適用行銷活動之範圍是否將大幅擴充，對市場自由經濟是否產生過多干預？

在政府之行政管理成本上，是否將大為增加？則須作更深入之探討。本研究除就多

層次傳銷在公平交易法上之定義問題進行理論面探討外，另為瞭解多層次傳銷事業

實際運作結果，傳銷事業是否設定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及其營運績效是否受

該加入條件之影響，擬就該市場實務運作情形併予討論，以進一步獲得整體傳銷業

在「給付一定代價」規定及運作之全貌。 

本文於第二節中除就多層次傳銷的經濟性作一討論外，亦以美、英、日等國相

關的多層次傳銷法令與實務作一整理歸納，以深入分析上述各國與我國對多層次傳

銷法制規範之差異，之後再於第三節中，特別針對我國現行規定作一研析以進一步

討論現行規定的妥適性。為使研析的結果更為深入，本研究於第四節中亦另進行經

濟面的實証分析，在分析模型上，主要利用公平會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

資料，以 PROBIT 模型來計算傳銷事業採行加入條件的機率估計值，並根據實証結

果來確認該估計值及其他相關變數是否將對傳銷事業之營運產生影響；本文於第五

節中再將上述實證結果與理論對照驗證並作進一步研析，最後，本文將主要的研究

結果及結論綜合於第六節中以供參考。 

二、多層次傳銷之經濟性與各國管理規範 

(一) 多層次傳銷之經濟性 

多層次傳銷，以自由經濟體系之角度而言，僅是商業活動、自由交易的一環，

其須透過公平法加以規範之理由，亦可自經濟理論來作探討，在經濟學完全競爭市

場的假設下，消費者對於市場資訊，包括所有銷售者、產品價格、品質均有充分資

訊，故市場訊息消費者可完全且自由可得，然畢竟在現實社會中，因「訊息」之取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總說明，http://www.ftc.gov.tw/，查訪日期：

200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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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實有其成本，且常為不完整，然交易雙方通常須依賴市場訊息來決定正確的生產

量及消費量，從而達到生產者剩餘及消費者剩餘最大化之平衡，然大部分的經濟學

亦同意，「訊息」市場之運作往往是無效率的，尤其是處於產品市場買方的消費

者，往往立於訊息市場中比較不利地位3，因此買方即消費者易因訊息不對稱而受有

傷害。惟當訊息不對稱無法藉由市場加以解決，則必須自公共利益的角度來探討，

是否可由政府部門介入管理？ 

由於多層次傳銷其銷售形態通常是由「人員」進行說服、招攬、吸收會員加

入，故銷售商品須先取得消費者的信任，故常有業者於進行推展組織或銷售商品時

會「隱匿」其為傳銷公司，或假藉招募員工或其他名義，使消費者陷於錯誤判斷而

加入，而事後衍生出諸多後悔、退出及退貨等爭議情事。故多層次傳銷事業與消費

者之間實存在有許多經濟學中所稱的「訊息不對稱性」，而有法律介入之空間，以

維護社會廣大民眾之公益。在我國是透過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等法規

規範，及公平會專責主管等制度，預將前開訊息不對稱情形盡量減至最低，從而參

加傳銷之參加人可藉由法律保障其退出退貨權益，以彌補其在訊息不對稱下所發生

消費者剩餘之減損。 

我國近四年來多層次傳銷市場的發展概況如表 1 所示。自 89 年至 92 年止，每

年報備家數有增無減，繼續從事傳銷行為的家數也呈現倍數成長（92 年較 89 年成

長 1.38 倍），參加人數更是年年增加，另據統計結果，平均每百人中有 16.94 人曾

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4。可見多層次傳銷已成為一項大眾性活動，故對社會層面、消

費者及參加人權益之影響，不可謂之不大。 

另根據統計，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營業額在 92 年達 519 億元，較 89 年增加了

1.36 倍，與在零售業市場中較相近性質的超級市場業 92 年度營業總額 798 億5，極

為接近，足見多層次傳銷業在市場上的活躍性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性，與超級市場

業相似，可得知多層次傳銷事業組織在商業市場的地位。因此若因訊息不對稱、資

                                                      
3 施俊吉等，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43-46，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1998。 

4 截至 92 年底止，計 478 萬 3 千人次曾參加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剔除重複參加二家以上事
業之參加人，以 81年的 25.28%重複參加率推估 92年參加人數應為 381萬 8千人；另根據內政部
統計，92 年底臺灣地區人口總數為 2,253 萬 5 千人，換算後，平均每百人中有 16.94 人曾參加多
層次傳銷活動，加入傳銷率為 16.94%。 

5 https://2k3dmz2.moea.gov.tw/gwWeb/default.aspx，查訪日期：2005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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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揭露不完整而使多層次傳銷事業發生交易糾紛，其很有可能導致嚴重之社會與經

濟問題，並對消費大眾造成重大衝擊。因此，政府在此介入管理實有其必要的。於

本節下述分析中，將特別針對美、英、日等國對多層次傳銷其是否對「給付一定代

價」之規範乃至於其對多層次傳銷之認定作一比較，以期對本文的討論重點作一回

應。 

表 1 台灣近四年多層次傳銷產業概況統計 

年度 報備家數 
仍從事家

數 
參加人數

(萬人) 
營業額 
(億元) 

獎金支出 
(億元) 

獎金比例 
(%) 

89 644 191 355 380.86 169.64 44.54 

90 651 215 392 385.73 168.50 43.68 

91 729 252 409 431.77 196.61 45.54 

92 745 264 478 519.91 236.99 45.58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89年~92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二) 美國有關多層次傳銷認定上之相關規範 

美國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體系相當複雜，從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證

券交易法等各種不同法制，進行規範，各州亦多有其各自的多層次傳銷規範專法。

雖然，聯邦層級對於多層次傳銷的規制活動可謂相當積極，尤其是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一的聯邦交易委員會，但聯邦法規本身並未就多層次傳銷有明文的定義；相對於

此，各州有關多層次傳銷的管理法令，多有明文定義。而聯邦及各州為禁止變質多

層次傳銷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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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各自援用或制定不同法律以規範之，其型態主要可區分為： 

1. 對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在美國聯邦與各州未針對多層次傳銷及非法金字塔銷售術直接立法規範前，為

制止及制裁金字塔銷售術，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與各州法院檢察官所引用之法令包括 6： 

                                                      
6 葉惠青，從美國直銷業之規範探討我國對多層次傳銷之有效管理政策，15，台北：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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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 條「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慣行」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2) 彩券法（Lottery Laws）。 

(3) 媒介銷售法（Referral Sales Statutes）。 

(4) 證券法（Securities Statutes）。 

(5) 其他如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Statutes）、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及詐欺法（Fraud）等。 

如今，大部分的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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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各州都有反金字塔銷售術法的規範，而不再引用定義模糊

且較不確定之彩券法、媒介銷售法及證券法來制裁金字塔銷售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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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麻沙諸

塞州、馬里蘭州、喬治亞州等。 

3. 給付一定代價於多層次傳銷規範之地位及功能 

(1) 美國變質多層次傳銷規範 

FTC 認為金字塔銷售術乃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 條「不公

平或欺罔行為或慣行」的一種類型，而此行為類型之主要特徵在於參加人「給付一

定代價」給公司以換取銷售商品的權利及介紹他人加入計劃而獲酬的權利。換言

之，「給付一定代價」乃是認定某一行為是否為金字塔銷售術而違反「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 5條時之一不法構成要件。 

綜觀美國各州對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之相關規定，其規範體例與條文文字雖不盡

相同，但就其內容加以剖析後，可發現其規範精神大體上是一致的。立法技術上係

就「金字塔銷售術」予以定義，並明文訂定不得設立、經營、廣告、推廣、參與金

字塔銷售術行為之禁止條款。任何行銷組織或計劃只要該當條文中所定義之「金字

塔銷售術」，即觸犯該法，而受禁止。其構成要件有二：(一)參與者必須給付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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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二)參加人的報酬來源主要來自於介紹他人加入該計劃或活動，而非參與者

自身或其他被介紹加入者銷售商品、勞務或無體財產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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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則分別有以正面或負面表列處理者7。但整體觀之，各州皆將

「給付一定代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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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國多層次傳銷管理規範 

美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立法模式係先界定何謂多層次傳銷管理事業，再透過

要求其報備、限制其契約內容及禁止為一定行為之方式而加以管制。觀之麻沙諸塞

州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是指任何個人、公司、商號或其他商業實體，透過

獨立之代理人、承攬人或行銷人員，於不同之層次行銷商品或勞務，以獲取具經濟

價值之對價，該行銷組織之各層級參加人並得招募他人加入，且得因自身對商品和

勞務之銷售、其所招募參加人及所屬另外層次之參加人之招募行為和業績而獲得佣

金、獎金、紅利、退款、折扣、股利或其他經濟利益者8。」，可以發現該定義並未

有以「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作為加入傳銷組織條件之特徵，即參加人是否支付金

錢或為購買商品、勞務，或無形財產的給付，均與認定某一事業及其參加人是否為

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其參加人無涉。 

雖然在禁止多層次傳銷事業為一定行為之規範內容中，原則上禁止多層次傳銷

事業要求現行行銷計劃之參加人購買商品或勞務，或是要求想參加行銷計劃的人給

付任何其他代價，亦即禁止要求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但此規定與事業是否受

                                                      
7 范建得，「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221，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999。 

8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Annotated Chapter 93,Sec.69 「(a)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term 
“multi-level distribution company” shall mean any person, firm, corporation or other business entity 
which distributes for a valuable consideration, goods or services through independent agents, contractors 
or distribu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wherein participants in the marketing program may recruit other 
participants, and wherein commissions, cross-commissions, bonuses, refunds, discounts, dividends or 
other considerations in the marketing program are or may be paid as a result of the sale of such goods and 
services or the recruitment, actions or performances of additional participants.」。資料來源：同前註
6，22-23、60-61；陳素菁，多層次傳銷管理政策之比較研究－以美國與我國為探討中心，48-51，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1993 ； Westlaw International 網 站 ， 
http://westlawinternational.com，查訪日期：200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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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並不相干。故在判斷某一事業是否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而須

納入多層次傳銷管理規範體系時，實勿須考慮參加人有無給付一定代價。 

4. 美國與我國多層次傳銷規範之差異 

我國公平交易法於 80 年制定時，為防止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所可能引發之社

會問題，除公平交易法第 8 條明定多層次傳銷行為之定義外，並於同法第 23 條明

令禁止非法之多層次傳銷行為。此外為確實管理多層次傳銷行為，兼以避免合法之

一般多層次傳銷突變為非法，乃制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藉由報備、查核及要求

從事多層次傳銷事業履行相關告知義務等方面著手，以收管制之效9。整體觀之，我

國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內容已兼具美國禁止金字塔銷售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規範之

內容。 

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模式係於第 8 條先界定何謂多層次傳銷，再於第 23

條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並以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對多層次

傳銷事業加以管理，故欲判斷某一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變質多層次傳

銷，及某一事業是否為多層次傳銷事業須適用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時，均有必要先

判斷其有無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之定義。即不論是對變質多

層次傳銷之禁止（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或對一般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多層次

傳銷管理辦法），皆以參加人「是否給付一定代價」加入該計劃或組織為受規範之

前提條件。簡言之，「給付一定代價」不僅是事業適用多層次傳銷管制規範之要

件，亦是判斷事業是否為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時，必須先加以檢驗之要件。 

美國對於「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在不同規範體系內有其不同之地位與功能，

美國雖在其金字塔銷售術規範中明訂，「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為可罰的金字塔銷

售術行為之一不法構成要件，然以美國麻州對多層次傳銷之定義，參加人銷售商

品、介紹參加等權利的取得，則並不以其須給付一定代價為前提，即緃使參加人未

給付一定代價，但只要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其商品、服務等之銷售、介紹他人加入之

事實，給予佣、獎金等一定經濟利益，亦屬多層次傳銷組織，該州即可將其納入規

範，此與我國「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為其取得銷售商品、介紹他人加入等權利，

                                                      
9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328，台北：三民書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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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對價關係，有所不同，此即為我國現行規定與美國麻州條文定義與規範上最大

岐異之處。 

(三) 英國有關多層次傳銷認定上之相關規範 

英國對於傳銷計劃之規範主要係以參加人因參加此傳銷計劃而可獲得利益，由

參加人獲得利益之方式界定需受法律規範之傳銷計劃，因此其界定需受 1973 年公

平交易法，1996 年傳銷計劃法，以及 1997 年傳銷計劃管理規則之規範，由於上述

之傳銷計劃並無參加人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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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之規範方式應為只要參加人係因法律規定之情形中獲得利益，這樣

的傳銷計劃即應受到前開法規之管理：(1)介紹他人加入成為參加人(2)使參加人在

多層次傳銷計劃中維持參加之狀態(3)參加人在組織內晉升、調動或其他地位之變

更(4)由發起人或參加人提供商品或勞務(5)參加人獲得商品或勞務。 

1. 多層次傳銷之相關規範 

英國對違法多層次傳銷之認定係以發起人或參加人所受不法利益而認定，只要

發起人或參加人預期將自介紹他人成為參加人獲得報酬或獲取利益即屬不法，此即

為杜絕以「拉人頭」之方式而維持之多層次傳銷，但此規範並不使因招募他人而獲

取利益違法，僅在此傳銷計劃之主要目的以及發起人及參加人招募他人加入之主要

動機在於因其他參加人之加入而自其他參加人處獲取利益10。相關規範於英國公平

交易法第 120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6 項11。另英國於傳銷計劃管理規則訂有相關

                                                      
10 The Trading Schemes Guide，http://www.dti.dov.uk，查訪日期：2004年 12月。 
11 英國公平交易法第 120 條第 3 項之規定：多層次傳銷交易計劃之參加人或申請（或受邀）成
為該交易計劃之參加人，有下列情形時，接受其付款或受有利益的發起人或參加人，係屬犯罪： 
(1) 對發起人、共同發起人或交易計劃之參加人支付款項或者是為此等人之利益而付款。 
(2) 預期將自介紹其他人成為參加人獲得報酬或獲取利益而被引誘支付款項。 
英國公平交易法第 120 條第 4 項之規定：多層次傳銷交易計劃之發起人、共同發起人、或任何
依該交易計劃行事之人，向參加人和非參加人提出，可自「介紹他人加入而獲得報酬或其他經

濟利益」之預期，而試圖引誘其為下列事項時，企圖誘使他人付款之人，係屬犯罪： 
(1) 如相對人已經為交易計劃之參加人，指企圖引誘參加人對發起人（或共同發起人）付款，或為
發起人或參加人之利益而付款； 

(2) 如相對人尚未成為交易計劃之參加人，指引誘其成為參加人，並付款給發起人或參加人，或為
發起人或參加人之利益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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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2，管理傳銷事業。 

2. 給付一定代價對於界定多層次傳銷之必要性與妥適性 

英國之立法方式為自參加人可獲得利益或報酬之情形以規範應受管理之傳銷計

劃，其要件中並無如我國規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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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英

國對傳銷計劃之規範範圍，事實上只要參加人獲得利益或報酬係因英國傳銷計劃法

第 1 條規定之情形即需受管理，因此「給付一定代價」於英國之多層次傳銷規範中

並非必要之要件。故由多層次傳銷計劃之本質觀察，此傳銷計劃之重心在於參加人

可因建立層層之銷售網絡而獲取利益，參加人於取得銷售權利時是否「給付一定代

價」並非多層次傳銷計劃之重點，僅為一種可有可無之情形，參加人其後可由建立

此種行銷網絡而獲得利益實為多層次傳銷計劃中之核心部分。由英國之立法例即可

看出，英國對多層次傳銷計劃之規範緊扣多層次傳銷計劃之核心，由參加人獲得利

益之態樣以界定何者為應受規範之傳銷計劃，「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銷售權利並

不在規範要件中，或可說「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銷售權利並非認定是否為多層次

傳銷計劃之必要要件。 

另自 1996 年傳銷計劃法之修正來看，英國之趨勢係為擴大傳銷計劃應受規範

之範圍，且從 1997 年傳銷計劃管理規則之規定亦可得知，英國對多層次傳銷之規

範不但非以給付一定代價為必要要件，反而對參加人所給付之金錢採取限制之態度

13。 

                                                 
英國公平交易法第 120 條第 6 項：多數發起人中若犯前述任何一種犯罪行為者非係爭交易計劃之
唯一發起人時，該交易計劃之其他發起人，亦屬犯罪。但若其餘發起人可證明該交易計劃在本法

未施行前即已經營、或能證明該犯罪之發起人的犯罪行為未徵得其同意或默許，則能舉證之其他

發起人得免此犯罪。 
12 英國關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發起人及參加人間之權利義務、契約內容、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相
關規範，以及不正當之訪問販賣行為等，規定於依英國公平交易法第 119 條授權貿易產業部制訂
的「傳銷計劃管理規則」（The Trading Schemes Regulations 1997）中，以管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運作及相關人間之權利義務。 

13 The Trading Schemes Guide，http://www.dti.dov.uk，查訪日期：200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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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與我國多層次傳銷規範之差異 

由英國 1996 年傳銷計劃法之制訂可以得知，其原來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認定不足以將應管理之傳銷計劃納入規範，由於英國近年來多層次傳銷事業

之數目大幅增加，增加之幅度甚至近 5 年達到 40%14，故政府必須將這些多層次傳

銷事業納入管理，以免社會大眾遭受損害，有鑒於此，其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認

定範圍趨向擴大。我國與英國之情況相似，近年亦有許多交易計劃採取與英國多層

次傳銷業者同樣之手段，故意使其交易計劃缺少一個或數個認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要件，以逸脫於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外，如此將造成合法事業之重大損害，由於我國

與英國對多層次傳銷同樣採取管理和限制之態度，故有重新考慮多層次傳銷事業認

定要件之必要。 

參酌英國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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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非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核心，此要件的確導致多層次傳

銷事業認定之困難。 

(四) 日本對於多層次傳銷認定上之規範 

1. 多層次傳銷的定義 

日本關於多層次傳銷，於「特定商取引法」等相關法律中以「連鎖販賣取引」

稱之，需完全符合下列 4要件，才可認其為多層次傳銷15： 

(1) 物品（包含利用設施或接受勞務提供的權利）販賣（包含為販賣之斡旋）之事

業或有償提供勞務（包含居中斡旋）之事業。 

(2) 從事販賣標的物之物品的再販賣、受託販賣、斡旋販賣者或為提供同種勞務或

為居中斡旋而進行勸誘者。 

(3) 以得收取特定利益而為勸誘者。 

(4) 伴隨特定負擔進行者。 

                                                      
14 Direct Selling Multi-level Marketing-network marking，http//www.dsa.org.uk，查訪日期：2004
年 12月。 

15 日本「特定商取引関法律」第 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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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法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日本將違法多層次傳銷，稱為「無限連鎖會」，即俗稱之老鼠會，乃是以金錢

物品分配的組織，需有下列要件，且為明文禁止16： 

(1) 加入者需繳付金錢物品（包含表彰財產權之證券或證明書）。 

(2) 前提為加入者為無限的增加。 

(3) 加入者從先順位至後順位之連鎖階段係以二以上的倍率增加。 

(4) 先順位者係自從後順位者所繳付的金錢物品中領取超越自己所繳付的金錢物

品的價額或數量。 

3. 給付一定代價對於界定多層次傳銷之必要性與妥適性 

由日本的立法例中，吾人可以得知，在一般的多層次傳銷制度中的特定負擔，

便是我們所稱的「一定代價」，即謂入會費的繳付、交易費的提供或購買商品所支

出的費用等，而在平成 12 年（2000 年）前，對於連鎖販賣交易的特定負擔額設有

下限，認為若特定負擔額在 2 萬日圓以下者，因其金額微小，被害人受害範圍有

限，而不列入多層次傳銷的規範體系。但鑑於事業以此來規避多層次傳銷規範的情

形日益增加，故於平成 13 年（2001 年）起，廢除有關特定負擔最低額的規定，亦

即，不論特定負擔金額大小的連鎖販賣交易，均受特定商取引法之規範。 

再者，由於特定負擔的存在，並非是連鎖販賣交易的條件，而僅係附隨於整個

連鎖販賣交易，由於特定負擔並不影響交易的進行，因此，即使當在加入該組織的

時點上並未有任何的金錢負擔，但只要嗣後為了進行商品的再販賣等，而對組織有

交易費的提供、支付勞務對價或者是購買商品等任何金錢負擔時，該負擔便屬於特

定負擔。而在違法多層次傳銷的制度下，繳付金錢物品亦是必要的條件，而且是用

來判斷是否由後順位者處領取過多的獎、佣金的依據。 

                                                      
16 日本規定任何人均不得開設或營運無限連鎖會，亦不得加入或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或
有助長上開行為之行為；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應致力於防止無限連鎖會之調查及宣導活動；開設

或營運無限連鎖會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300 萬日圓。以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

為業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30 萬日圓。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者，處 20 萬日圓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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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與我國多層次傳銷規範之比較 

日本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與我國法制不同，其並未將多層次傳銷規範置於

其競爭法相關條文中，而係在其為保護消費者而定之「特定商取引法」中，單獨列

出「連鎖販賣交易」專章，就多層次傳銷加以規範。另外日本將一般多層次傳銷規

範於「特定商取引法」中，將違法多層次傳銷另立於「防止無限連鎖會法律」中，

但均肯認「給付一定代價」是多層次傳銷的要件。 

但對於何時給付一定代價，雖然日本與我國都並未明確規定，但是日本法上，

因為特定負擔是伴隨著連鎖販賣交易進行，故將其「給付一定代價」的時點解釋為

包括入會時及進入組織後。但在我國法條規定的情況下，「給付一定代價」是為了

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的權利，在一般通念裡，認為加入組

織，成為會員，就會獲得這些權利，故我國現行法令與日本對多層次傳銷必須具備

「給付一定代價」要件，有共同規定，但差別在於給付代價之「時點」解釋上及適

用上有所差距，故我國在實務上或可參考日本立法例，在實際運用及個案適用時解

釋為包括「加入時」及「加入後」之給付代價。 

三、有關我國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與認定上 
之規範 

(一) 給付一定代價與多層次傳銷之關係 

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成立，並不在於後續參加人實際上是否獲得經濟利

益，而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取得銷售、介紹等權利，進而以獲得佣金等經濟利益

為誘餌，要求欲參加之人須給付一定代價，並依此向不特定人宣傳、推廣其計畫；

符合此等要件，多層次傳銷組織即應視為成立，應受本法規範。就此觀點來看，一

定代價給付之有無，僅係給付之人是否因此取得參加人的地位，並進而享有銷售商

品或服務、介紹他人參加等權利的問題，與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的成立與否，實

無直接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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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付一定代價之規定 

一定代價的具體內容，包括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等四種

類型。一定代價之定義，從其功能面出發，凡是為取得進入多層次傳銷第二階段交

易之地位，而必須事先承受之任何負擔，只要此等負擔依社會一般通念無法漠視其

不利影響者，即屬此之一定代價。法案起草者或立法者之本意，當在於此，惟其列

舉規定之立法方式，將可能泯滅其本意，未來或有必要於本項規定最後加上「其他

任何負擔或代價」17。而多層次傳銷之成立，並不以實際上是否有「一定代價」或

「經濟利益」的給付為前提，只要欲向不特定多數人所推廣的多層次傳銷計畫中，

含有此「一定代價」、「經濟利益」等項目，多層次傳銷即屬成立，應受本法之規

範。 

2. 給付之時點 

給付一定代價之時點是否與其後可取得之權利有關，及是否影響多層次傳銷之

構成？依據法條意旨，參加人給付代價與可取得權利間具對價關係，惟從法條文義

上來看，尚難辨別給付代價之時點究係參加人「加入時」，或者亦包括「加入後」

所為之給付代價行為，此處或許有解釋、多重適用之空間。一般常態，傳銷事業要

求參加人給付代價加入者，多在「加入時」，也就是在加入條件成就後方得取得推

廣、銷售商品及介紹他人加入之權利，然而有些事業在參加人加入時並未要求給付

代價，即賦予經營權，開始進行推展及介紹等活動，而於實際取得經營權後，要求

參加人必須達到特定業績方得獲領獎金及經濟利益，而此業績之達成則可能為參加

人本身之消費（如購買商品18），故此等參加人於「加入後」之給付代價行為，與

前段經營權之取得或無直接因果關係，惟客觀上與因此可獲之權利及因該權利得獲

致之經濟利益具有關聯性，且實際上並因此構成多層次傳銷，則難謂此「加入後」

的給付代價模式，非屬多層次傳銷。 

                                                      
17 廖義男等，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 1 條至第 17 條，345-346，台北：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2003。 

18 按多層次傳銷參加人為達成業績，以取得佣金、獎金及經濟利益，除再推廣、銷售產品予他
人使用或再介紹他人加入、購買，其本身自行消費或購買商品供自己使用者的情形，亦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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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平法第 8 條第 5 項第 2 款對參加人之定義：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

「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

者。亦可得知對於多層次傳銷中之一定代價，其給付方式縱非一次全數給付完畢，

而係分期累積給付之方式，亦屬一定代價之給付，如若可期待未來將可因一定代價

的繳足，而取得銷售、推廣、介紹等地位時，即為本法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而較

有疑問者厥為參加人資格之取得與多層次傳銷成立間之關連性？申言之，是否必須

依本款規定，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具有參加人之資格後，方可視為多層次傳銷之成

立。例如，若一多層次傳銷其一定代價之支付，乃係採取本款之分期繳納方式，則

當所有意欲加入之人，都尚未繳足應支付之代價前，是否可認定多層次傳銷的成立? 

解釋上，多層次傳銷成立與否，與代價支付完成時點，並無必然之關係，本法多層

次傳銷成立與否，乃是於其計畫或組織中，是否有以經濟利益之授與為誘餌，吸引

參加人加入，並要求其須支付一定代價。只要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中，對未來的

多層次傳銷有此設計，則該當多層次傳銷於其正式對外推廣時，即應視為成立19。 

3. 一定代價存廢之論辯 

(1)「給付一定代價」應予刪除 

從比較法之觀點來看，不少國家於有關多層次傳銷的定義上，並不以欲參加者

必須於給付一定代價後，始得成為參加人。基於此一觀點，將一定代價之給付列為

多層次傳銷成立的要件之一，不僅可能使得多層次傳銷事業藉此合法化其一定對價

之收取行為，亦可能導致事業以不收取一定對價規避本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故暫不考慮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疑慮，單純就多層次傳銷之本質觀察，傳銷活動之重

心在於參加人可因建立層層之銷售網路而獲取利益，則其於取得銷售權利時是否給

付一定代價並非多層次傳銷之重點，僅為一種可有可無之情形，參加人其後可由建

立此種行銷網路而獲得利益始為多層次傳銷計劃中之核心部分。此可由英國之立法

例看出，英國對多層次傳銷計劃之規範緊扣多層次傳銷計劃之核心，由參加人獲得

利益之態樣以界定何者為應受規範之傳銷計劃，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銷售權利並不

                                                      
19 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第 2 款有關參加人之另一定義：「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累積
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亦得解釋給付一定代

價時點之差異，請參見前註 17，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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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範要件中，或可說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銷售權利並非認定是否為多層次傳銷計

劃之必要要件，則對於可有可無之「給付代價」規定，應予以刪除，以杜絕不肖業

者規避法規之意圖。 

另從經驗法則上，吾人幾乎不難發現有「無須」給付一定代價之多層次傳銷組

織或計畫的存在，則從法規範之時效性與實效性的觀點來看，似亦毋庸定要堅持一

定代價的給付為構成本法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要件；反而因此要件的存在，可能使得

不當多層次傳銷事業可以藉由各種不同機制設計或宣傳手法，令一般消費大眾產生

誤解，且因法律解釋觀點的不同，加深執法機關的困擾，法律規範的有效性因而大

大抵減，則可考慮刪除「給付一定代價」。 

(2)「給付一定代價」應予保留 

參酌國外立法例，給付一定代價固然常被引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要件，而非多

層次傳銷之要件，而有刪除之必要。然而，對於參加人不須給付一定代價即可加入

之傳銷組織，未先探究其有無衍生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可能，即強將所有可能為傳銷

型態之事業納入法律規範範圍20，是否即為妥適，似仍有探討空間。 

回歸多層次傳銷立法目的，無非為防止不法多層次傳銷所造成之損害，而特別

立法予以規範，並禁止以獵取人頭賺取暴利之「老鼠會」，即立法之本意，並非認

定所有採行多層次傳銷方式行銷商品或服務之事業，均有衍生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

可能，而係對於那些要求參加人給付代價之多層次傳销，方有值得以法律監督規範

之必要。因此，公平交易法將所欲規範之多層次傳銷，限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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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

或其他經濟利益者」。故對於參加人加入時不須給付任何代價之傳銷組織，因其無

法據後加入者給付代價之金錢，發放先加入者之獎金，而可能衍生為變質多層次傳

銷之危險，大為降低，故於公平交易法中並不對於該類型之傳銷組織加以規範。 

由上可知，對於可能成為變質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獲取經濟利益前需先給付

一定代價之型態，方為政府介入管理、保障參加人權益之範圍。至於未有給付代價

之情形，即參加人無償取得會員資格及經營權利，縱使其於銷售商品或介紹他人之

過程中受挫，除其所耗費之時間及精神成本外，似乎並無明顯之經濟上損失，對此

                                                      
20 如同樣具有多層級獎勵措施之保險業或汽車銷售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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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損參加人權益之商業活動加以規範，顯無實益21。故而逕將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之規定自多層次傳銷之定義中摘除，將使其定義範圍擴充為包含給付代價及毋須給

付代價之所有型態，管理範疇及行政成本將大為增加。  

(二) 多層次傳銷定義之修正 

1. 優勢案的省思 

公平會 90 年公處字第 103 號處分書－優勢國際資訊有限公司處分案中，優勢

國際利用網路方式宣傳，宣稱只須上網登記即可成為會員（參加人），無須繳納一

定代價；惟該公司所精心設計的「無限衍銷分紅」之制度，第一層參加人無須繳納

任何費用，但第二層以後之參加人都以某種方式，支付一定代價，該等制度被公平

會認定為多層次傳銷。惟優勢國際認其行銷制度中，並無「給付一定代價」之規

定，爰提起訴願，經行政院訴願會決議維持公平會之見解22，嗣經提起行政訴訟，

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決定因構成要件未符而撤銷行政院訴願決議及公平會原處分，

判決優勢公司勝訴23。本案突顯了所有有關多層次傳銷定義問題，包括參加人是否

須給付一定代價、給付時點及現行法「給付一定代價」受限於其為列舉而非例示規

定等多層次傳銷定義爭議，也是公平會在實務個案上面臨法規適用最大爭議之案

例。 

本案是否「給付一定代價」的爭點，行政判決理由謂：如每一層次之參加人均

未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該參加人是否推廣、銷售商品或勞

務或介紹他人參加，全決定於其個人意志，不受先前付出上開代價之綑綁，更不可

能最終成為僅係提供金錢或勞務者而供上線分食。是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既已

明文規定給付一定代價，則該條第 2 項所稱之給付金錢、購買商品及負擔債務 3 者

均具財產價值，縱為提供勞務亦應以依社會通念得以財產或金錢計算衡量者為限。

本案於網路上填寫會員基本資料，在商業上用以聯絡並掌握客戶之用，於網路上或

                                                      
21 許宏仁，「『給付一定代價』有否保留之必要？簡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第三條」，直銷
人雜誌，第 72號刊，72，2004。 

22 院台訴字第 0910082810號訴願決定書。 
2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2138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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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網路上均十分常見，依現今社會通念尚不具有得以財產或金錢計算衡量之價值之

「勞務」（至他人個人資料之出售屬另一問題），參加人不因該資料之填寫而有何

積極財產之減少或消極財產之增加，該銷售事業亦不能直接自該基本資料而有何積

極財產之增加或消極財產之減少，故原告（優勢公司）主張其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8

條所稱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為可採，原處分於法有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有未

合。 

公平會在該案中，面臨了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之重大挑戰，從其處分

理由可看出，其對於多層次傳銷之認定著重在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加

入，因而得獲取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行為上，只要行銷制度合致上開特

徵，即會構成多層次傳銷。至是否有給付一定代價或何種方式之給付行為，並非公

平會認定多層次傳銷之重要構成要件，惟此見解雖獲行政院訴願會之支持，在行政

訴訟上卻遭到撤銷，故以法理的觀點來看「給付一定代價」，仍屬法律構成要件，

於個案適用時，緃使為法令主管機關，仍須受「依法行政」之拘束，嚴格遵守法條

構成要件，無法過度擴張解釋。此一判決因此具有劃時代之意義，代表日後類似該

一無給付一定代價之傳銷模式，得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在法律適用上產生重

大缺口。 

2.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誕生 

多層次傳銷的管理透過公平交易法及其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自 81

年 2 月公平交易法發佈至今，歷經 88 年 6 月、91 年 4 月、92 年 11 月三次的修

正，在公平交易法實施 12 個年頭之後，為建構更完整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公

平會於 93 年提出了「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4」草案，從原本「行政命令」之層次，提

升至「法律」位階，亦即將多層次傳銷之管理，自整部公平交易法中抽離，而成為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使與競爭秩序較無關連之多層次傳銷管理，得以跳脫

競爭法之思維，另以產業管理之角度予以規範。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立法技術係將現行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逕行移植

                                                      
24 2004 年 7 月 8 日聯合晚報，第 8 版刊載「現行『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已經修訂多次，但近
年來多層次傳銷風潮方興未艾，常有不肖業者利用變質多層次傳銷橫行詐騙，造成嚴重的社會問

題，有鑑於此，公平會決定提高其位階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並從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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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擬制訂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中，其內容較值得我們關切者，即其將現行公平交易

法第 8 條第 1 項修正後移列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第 3 條，對多層次傳銷定義重

新詮釋，內容為：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推廣、銷售

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加入，並因其後參加之人為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

他人加入，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修正重點有二25： 

(1) 將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8條第 1項所定「給付一定代價」之要件刪除。 

(2) 強化其組織之多層級特色。 

按將「給付一定代價」要件自多層次傳銷定義摘除，或許為一勞永逸之作法，

將過去困擾主管單位、業界、參加人已久的定義問題，一掃而空，對主管機關而

言，在日後法規適用上，可免除拘限於定義限制、法規之灰色地帶，使之管理效能

更能發揮；一般事業在明確法規定義下，有標準可依循並得據以自我檢視是否為應

受規範之傳銷行為；參加人在決定是否加入時，也能據以判別欲參與之事業是否為

受管理之傳銷事業及其權益保障範圍。固然「給付一定代價」之刪除有管理範圍明

確劃定之作用，惟如前節所談，給付一定代價之刪除，將規範範圍擴大，恐對市場

自由經濟干涉過度，且管理之行政成本亦大為增加，是否與立法本意在防止要求參

加人給付代價加入之變質多層次傳銷的發生，而對本質上無發生變質多層次傳銷危

險之事業，均納入規範，限制及規範其營業自由，恐使其陷於隨時觸法之窘境26。

故在有限的行政資源下，將多層次傳銷適用範圍擴大，是否逾越立法本意，管理效

能是否真能提高，尚未明確。 

(三) 現行多層次傳銷市場之實務 

本研究除就多層次傳銷在公平交易法上之「給付一定代價」定義問題予以探

                                                      
25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說明，資料來源：同前註 2。修法理由謂：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8條第 1
項關於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規定須以「給付一定代價」為其要件，惟徵諸市場實務，多層次傳銷

之運作尚非以參加人加入時須「給付一定代價」為必要。即在無給付一定代價之情形，亦難以排

除上述風險。復參酌國外立法例，給付一定代價常被引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要件，而非多層次傳

銷之一般要件。否則，不肖業者得藉由對參加人加入不設給付一定代價之門檻，規避法令，或託

稱法有明文，做為要求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之正當依據，以遂行不法。為杜上述流弊，爰將現行

公平交易法第 8條第 1項所定「給付一定代價」之要件刪除，並強化其組織之多層級特色。 
26 多層次傳銷法規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設有多項行政事務，如報備義務、告知義務、處理退出退
貨義務及備置資料受檢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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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實務上多層次傳業市場中，傳銷事業是否均有設定現行法規所定義「參加人須

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亦為本研究所關注的。根據公平會每年對多層次傳銷

事業所作之經營概況調查報告，自表 2 可看出，自 89 年至 92 年之調查結果，每年

均有 10%~13%的事業對參加人加入，未有任何限制條件，即以現行多層次傳銷市

場而言，有給付代價加入條件與無給付代價加入條件之事業，併存於傳銷市場，同

樣在運作傳銷活動，並向公平會報備，受有關法規之管理。足見實務上，傳銷事業

之行銷活動，並不以「給付一定代價」為要件，即使未有該要件者，仍得實施傳銷

行為，為業界所普遍存在之現象。而此一普遍的現象若將其自法律認定的規範中予

以刪除，其是否將會對業者的營運造成重大衝擊則是政府在政策上所必須審慎考量

的重點，為此本文於下一節中特別針對此一情形作實證上的探討。 

表 2 多層次傳銷事業加入條件統計 

單位：％ 

年度 
繳納保證
金或入會

費 

訂購 
產品 

參加講習
會或類似

活動 

購買 

資料袋 

達一定營 

業 標準 

無任何限 

制 條件 
其他 

89 34.03 28.80 3.66 37.17 4.19 10.99 2.62 

90 36.74 29.77 3.72 31.63 3.72 13.49 1.86 

91 41.67 41.67 1.98 24.21 4.37 12.70 1.59 

92 44.70 41.67 3.41 25.38 3.03 10.23 1.52 

說明：部分事業之加入條件不只一項，符合各項條件之事業比重加總超過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92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四、實證模型與結果分析 

究竟「給付一定代價」的規定是否應予保留，目前的相關探討都著重在法條文

義的解釋，及相關案例在法規適用上爭點的討論，迄今亦尚無文獻自「廠商」實際

運作角度進行探討。為驗證現行傳銷事業實際運作情形，受何種原因決定是否採行

「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及傳銷事業營運績效是否會受「有否採行加入條

件」之影響，本節即以實證模型之設定，引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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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資料及結果27，作為資料來源及分析基礎，作實證分析。

首先將針對樣本資料分析，依據公平會 92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至 92

年底止向公平會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計有 745 家，其中 76 家於調查實施前主動

撤回報備，因此調查對象之事業家數實際為 669 家。在 669 家事業中，108 家事業

於 92 年未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另受到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展不易、公司營運決策

更動等因素影響，297 家事業已暫停多層次傳銷行為，而在 92 年底仍以多層次傳銷

方式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者有 264 家事業。故本研究係以至 92 年底止仍從事多

層次傳銷行為之 264 家業者為統計分析範圍，剔除資料不完整的家數 1 家，故實際

觀察值有 263 個。本章將先對變數加以定義，並以敘述性統計對於重要變數的統計

值分析，再利用二個實證模型的設定，用以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到底有哪些

因素其將會影響傳銷事業對參加人的加入而會或不會設定「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

條件；第二，上述「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之設定，就全體廠商的樣本分析而

言，是否會對其營業額產生正向或是負向影響? 若有影響，則不論其影響為正向或

是負向，吾人即可得知，若吾人在政策上將「給付一定代價」的相關規定刪除時，

其自會對廠商的營運產生不同的衝擊，瞭解其可能發生的衝擊及可能的反應的大小

強度實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所須進一步參考與釐清者。 

(一) 相關變數資料 

本研究自經營概況調查原始資料挑選有關問項，將其設定為相關變數，茲整理

各變項的名稱定義如表 3，並列出各變數之平均值及標準差。以下將所有變項區分

為影響廠商是否設有加入條件之變項，及影響傳銷事業營運績效之問項，並區隔加

以分析。 

在有關第一個探討影響廠商是否設有加入條件之問題上，本研究認為，其將與

下述 6 個變數關係密切，它們包括該事業之營業額（SALE）、傳銷商總人數

（PEO）、獎金發放比例（RATE）、採歸零制28之獎金計算方式（ZEZO）、採不

                                                      
2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出版日為每年 6月，故 93年度之調
查報告尚未出刊，本研究即以最近一年即 92年之調查資料為分析基礎。 

28 歸零制與不歸零制二者間之差異基本上在於計算佣金所採用之比率是否由累計業績決定，一
般而言，不歸零制度其業績金額可長期累計，不因單一時間內業績起伏而影響佣金獲取比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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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制之獎金計算方式（Non-ZEZO）、採混合制之獎金計算方式（MIX）等；其

中前二項屬廠商營運狀況，係參加人據以判別欲參加事業是否值得加入之考量因

素，之後的四項係各事業獎金制度，攸關參加人之收入及營業所得，而與加入意願

及是否願給付代價加入有關。 

而在第二個問題有關「給付一定代價」之規定其是否影響營運績效之部分，本

研究認為此一問題可能與廠商的基本面因素及廠商營運上的策略性因素有關。而所

謂廠商基本面因素包括：是否為外商（FORE）、成立年（YEAR）、員工數

（WORKER）、營業據點數（POINT）、92 年加入人數（PEO-92）等。而有關廠

商的營運上的策略性因素包括: 是否有加入條件（PROB）、參加總人數（PEO）、

獎金發放數額（BON）、進貨或製造成本（COST）、是否須繳續約費（CONTI）

等。表 3 中我們將資料中與上述所提相關變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等重要統計資料彙

集於其中，以供參考。而各變數的進一步討論將在模型的設定後再作闡述。 

由表 3 的敘述性統計顯示，在 263 家受訪事業中有 27 家事業無任何加入條件

限制，平均值為 10.23%，其他 236家之參加人均須給付代價加入，加入型式（包含

二種以上條件者）有：(1)繳納保證金或入會費者計 118 家事業（占 44.70%）為最

多，(2)訂購產品者計 110 家事業（占 41.67%）；(3)購買創業資料袋者 67 家（占

25.38%）；(4)需達一定營業標準者有 8家（營業額介於 1,300～70,000元）。 

在廠商背景特性方面，受訪事業的平均總人數為 18,118 人，營業額平均值約為

196,940,000 元，獎金發放比例為實際獎金發放總額占營業總收入之比例，其平均值

為 42.69%；在各事業採行之獎金計算方式，採歸零制者，有 91 家占 34.47%，107

家事業占 40.53%採不歸零制度，餘 25%採混合制。 

在營運績效之變項部分：263 家多層次傳銷事業中有 35 家事業係為外商公司，

占營業家數之 13.26%，其中美商公司最多有 17家；成立年平均值為民國 87 年，其

中 90 年以後成立者的 125家（占 47.35%）居首；平均僅 10.23%無任何加入條件；

92 年底參加人總數(未剔除重複計數)為 478萬 3千人，平均每家參加人數為 18,120 

                                                 
長久留住參加人之效用，為兼職人員多、銷售低價位商品之業者所採用。而歸零制之佣金計算方

式係採用累計業績歸零決定，即參加業績將按月、季、年或其他週期歸零，重新計算，相對於不

歸零制，較能激勵參加人致力於傳銷活動；另所謂混合制係指佣金計算方式依層級之不同，分採

歸零制及不歸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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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數定義及相關統計值 

類

別 
變數 定義 說明 平均數  標準差 

PAYMENT 是否有加入條
件 

有加入條件為 1，無加入條件為
0 

0.90 0.30 

PEO 參加總人數 實際參加人數 18118.71 68559.88 

ZEZO 歸零制 獎金歸零為 1，其他為 0 0.34 0.48 

NON-ZEZO 不歸零制 獎金不歸零為 1，其他為 0 0.41 0.49 

MIX 混合制 歸零及不歸零混合為 1，其
他為 0 

0.25 0.43 

SALE 營業額 實際營業額（千元） 196937.18 559507.12 

影
響
廠
商
是
否
設
有
加
入
條
件
因
素 

RATE 獎金發放比
例 

實際獎金發放占營業比例 42.69 36.55 

SALE 營業額 實際營業額（千元） 196937.18 559507.12 

FORE 是否為外商 外商公司為 1，本國公司為 0 0.13 0.34 

YEAR 成立年 實際成立年 87.38 4.91 

PROB(hat) 是否有加入
條件 

   

 機率估計值 統計之機率估計值 1.34 0.43 

PEO 參加總人數 實際參加人數 18118.71 68559.88 

BON 獎金發放數
額 

實際獎金發放總額（千元） 89769.43 248011.46 

COST 成本 實際進貨或製造成本（千
元） 

51135.22 162188.28 

WORKER 員工數 實際員工總人數 19.16 33.31 

POINT 營業據點數 實際營業據點數 4.00 6.58 

CONTI 是否須繳續
約費 

須繳為 1，不須繳為 0 0.45 0.50 

影

響

營

運

績

效

因

素 

PEO-92 92 年加入人
數 

92年實際加入人數 3262.70 8968.52 

 

人，其中以未及 1,000人者為最多計 117家（占 44.32%）；92 年多層次傳銷之全年

營業總額為 519.91 億元，平均每家營業額為 196.94 百萬元，營業規模以一千萬元

至未及一億元者計 103 家（占 39.02%）為最多；佣金支出總計 236.99 億元，平均

每家獎金發放數額為 89,769,430 元；進貨或製造成本總計 135.00 億元，平均每家成

本額為 51,135,220 元；員工數（不包括參加人）共計 5,059 人，平均每家員工數約

為 19.16 人；在臺灣之營業據點（包括報備之登記所在地、業務處、辦事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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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發貨中心等）共 1,058 處，平均每家有 4 個據點，其中以北部地區計 450 處

（占 42.53%）為最多，其次為南部地區之 309處，中部地區有 251處居第三，而東

部地區僅有 48 處；受訪事業中平均有 44.70%須繳交續約費；92 年新加入之參加人

計 86萬 1千人，每家平均為 3262人，占總參加人次之 18.00%，各事業之新參加人

規模以未及 5百人者居多，計 128家占 48.48%。 

(二) 實證模型設定 

在模型設定上，本研究將針對上述本文實證上所要探討的兩個問題，擬採用二

階段迴歸模型來作估計。首先在第一階段的實證模型中，將先就傳銷事業受何種原

因決定是否採行「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部分作探討，而在此一部份的分析

上，將依問題的特性設定 PROBIT 實証模型，在依變項方面，本研究將「有」、

「無」加入條件之事業以虛擬變數來作設定，而在自變數方面，如前所述，則放入

相關變數，包括廠商經營概況類變數，如營業額、傳銷商總人數，及獎金發放比

例、採歸零制之獎金計算方式、採不歸零制之獎金計算方式、採混合制之獎金計算

方式等獎勵措施變項。在上述以「Probit Model」探討後，本研究將進一步根據該估

計式所得各變項之估計值來進一步計算出本式依變項「加入條件」之機率估計值。 

本研究第二階段的估計對應本研究在實証上所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為此，廠

商營業額為實證模型的依變項，除將第一階段估計所得「加入條件機率估計值」代

入為自變數外，本研究將另再考量上述廠商的基本面及營運面等共十項相關因素，

以驗證在同時考量上述各相關因素後，「給付一定代價」的規定其是否仍會對個別

廠商的營運績效造成影響，而若有任何影響，則其影響是為正向或為負向，其可能

出現的影響程度又如何。上述兩階段的估計模型其設定及說明如下: 

1. 第一階段：Probit Model 

因廠商是否採行加入條件（PAYMENT）的結果是二分的選項，因此我們選用

了 Probit 模型作為分析的模型，依變項以 1 與 0 兩數字分別表示有加入條件與無加

入條件的狀態，在自變數方面則放入與廠商是否設定加入條件有關因子，模型設定

如(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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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i＝α0＋α1PEOi＋α2ZEZOi＋α3Non-ZEZOi＋α4MIXi 

＋α5SALEi＋α6RATEi＋εi (1) 

在此模型中，自變項有總人數（PEO）、歸零制（ZEZO）、不歸零制（NON-

ZEZO）、混合制（MIX）、營業額（SALE）、獎金發放比例（RATE）等。現就

上述各變數其可能對被解釋變數（PAYMENT）的影響作進一步討論。首先就參加

總人數（PEO）來看，由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行銷通路所憑藉的就是參加人，故各

事業總參加人數的多寡，代表其營運規模，隱含該事業經營績效、存續力及償債

力，規模愈大者潛在參加人或消費者加入動機愈大，對欲加入事業愈具信心，其加

入意願提高，而可能願進一步給付一定代價加入，在此情況下參加總人數與廠商是

否採行加入條件之關係應為正相關；然而有另外一種可能，當事業預計發放獎金數

額固定之情況下，若參加人數愈多則每人分得獎金數額愈少，將使參加人加入意願

降低，廠商將此因素考慮在內，在設定加入條件決策時，會減少加入限制，而傾向

採行無加入條件，故二者關係將呈現負相關；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設有加入條

件的廠商，其參加總人數會較多，因加入毋須任何代價，將提高參加人加入意願，

即縱使無心從事推展傳銷業務之人，亦可能因毋須負擔任何成本而加入，因而使參

加人數較多，相對而言，要求參加人負擔加入成本的廠商，參加人於給付代價加入

後，必須致力於傳銷業務以回收其加入成本，否則加入成本將成為沉沒成本，而使

其加入意願受限回收機會影響，參加人數因而較少，而呈負相關。本文認為在上述

的各種可能性中以後者為最大，為此，參加人數與須給付一定代價之間將呈負向關

係。 

次就營業額（SALE）來看，該項數值愈高，表示該事業營運規模愈大，在經

營績效、存續力及償債力方面表現愈佳，潛在參加人或消費者加入動機愈大，顯示

對欲加入事業愈具信心，而可能願進一步給付一定代價加入，故營業額與廠商採行

加入條件之關係本文預期其應呈正相關。 

末就獎金比例（RATE）而論，由於參加人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間並無僱傭之關

係，參加人之薪酬全視業績而定，優厚的獎金支付制度及福利計畫係吸引參加人加

入之重要誘因，為促使參加人致力於銷售及擴張組織發展，除零售利潤外，各多層

次傳銷事業亦設計不同獎金、佣金分配制度，以達成激勵之效果。故廠商在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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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採行加入條件時，主要必須考量參加人是否會給付一定代價加入，而與參加人加

入意願最具直接關係者，首推為獎金比例及獎金計算方式。一般而言，「獎金發放

比例」愈高吸引參加人投入該事業之誘因愈強，即參加人會因此給付代價加入之可

能性愈高，無非預期將來可回收及獲取回饋紅利較高，故獎金比例（RATE）與廠

商是否採行加入條件之關係，本文預期其應呈正相關。 

另外除考量獎金比例，獎金計算方式如歸零制（ZEZO）、不歸零制（NON-

ZEZO）及混合制（MIX）仍具相同重要性，獎金比例係該事業就整體營業收入提

撥一定數額作為全體參加人之獎金，為一「總額」之概念，然獎金計算方式則為個

別參加人可能獲得之個別獎金數額，直觀言之，不歸零制度（NON-ZEZO）其業績

金額可長期累計，故參加人較無業績壓力，可為長久經營，故其平均值較其他二種

方式為高，表示採行該方式之事業較其他二種之事業多，參加人對於採此方式之事

業，加入意願可能較高。至歸零制（ZEZO），則銷售業績將按「月」、「季」、

「年」或其他為歸零週期，參加人極易因累積業績遭歸零，又因未產生新業績而停

止運作，於是在決定是否加入時，亦會將此列入考量，而具相關性。而混合制

（MIX）為結合前二種制度之方式，其平均值較前二者均低，顯示採行該制之事業

相對較少，惟前三種方式之平均值雖略有差距，然卻不影響參加人會將此列入是否

給付一定代價加入的考量因素，而成為廠商設定加入條件的依據，與之呈正向相

關。 

2. 第二階段：營業額迴歸式 

廠商營運績效迴歸式，以營業額（SALE）為依變項，並將第(1)式所得估計結

果計算出之「加入條件機率估計值 PROB(hat)」代入為本迴歸式，設立為第(2)式，

在第(2)式中主要為視廠商設定加入條件是否會影響其營業額，從而得知「加入條

件」即「是否給付一定代價」對廠商是否產生影響。 

SALEi＝β0＋β1FOREi＋β2YEARi＋β3Prob(hat)＋β4PEOi＋β5BONi＋β6COSTi 

＋β7WORKERi＋β8POINTi＋β9CONTIi＋β10PEO-92i＋εi (2) 

上述各變項與事業營業額之間可能相互影響關係說明如下：(1)是否為外商－外

國傳銷公司(FORE)相較於本國公司，於設立登記時及實際運作時因應本國相關法令



 多層次傳銷定義中「給付一定代價」之研析 53 

所衍生之成本較高，及初期推展可能面臨本國市場測試之成敗因素，皆可能間接影

響到營業額的表現，若因外商公司進入市場成本增加，使其營業收入減少，故其可

能的關係為負。(2)成立年（YEAR）－傳銷事業於市場上成立時間愈久，可能取得

之市場占有率愈高，其營業規模將隨成立時間的增加而擴大，而新設立公司則因市

場占有率較低，相對已設立一段時間之公司，無法在營業額上有較佳表現，故其對

依變數的預期影響為正。(3)加入條件機率估計值 Prob(hat)－因一定代價之加入條

件，如參加人購買商品、給付金錢（如繳交入會費）等，均會使廠商營業收入增

加，將對其營業額的影響造成正向影響；唯該二者關係亦可能為負，代表傳銷事業

採行加入條件的機率愈高者其營業額愈低，對參加人而言，寧可選擇無加入條件

（即加入成本為零）的事業加入，故而增加未設加入條件事業的營業額，反之，設

有加入條件的事業則因加入門檻所致，使其營業額減少，故二者間為負向關係，而

其真正的影響為何則有待實證結果的進一步確認，本文在此不作預測。(4)參加總人

數（PEO）－傳銷之特質是以「人」為基礎，拓展組織，創造業績，其營業業績主

要視人員組織發展的速度及規模而定，因此傳銷事業的經營規模及營業績效與參加

人數具有相關。惟須特別注意的是，傳銷事業之總參加人數與實際活動人數有所差

別，通常實際從事傳銷活動者之規模遠比總參加人數小29，故而扣除大多數未有實

際運作之參加人數，該變數與營業額的關係，可能因加入者未有經營事實，而使營

業額減少，使之呈負相關，而其淨效果如何將有待實證結果的驗證。(5)獎金發放數

額（BON）－獎金發放數額為傳銷的多層級獎金發放數額的加總，亦為傳銷商主要

收入來源，該數額的多寡與營業額應具有正相關30。(6)進貨或製造成本（COST）－

進貨或製造成本為因應銷售業績及訂單，向供貨商進貨或自行製造生產之成本，該

變項攸關銷售業績，銷售業績愈佳所需的供貨比例更高，則進貨或製造成本會較

高，若銷售業績不佳則所需供貨成本較低，故當傳銷業的進貨或製造成本變高，代

表業績成長，而須提高該部分成本以因應新增之銷售業績，故該項變項與營業額之

間應呈正向相關。(7)員工數（WORKER）－員工數為在傳銷事業中，從事管理、

                                                      
2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中華民國 92 年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11-

12，2004。 
30 若二者維持一固定比例，實務上傳銷事業獎金發放額占營業額比例約在 40~50%之間，故營業
額愈多愈能發放較多的獎金數額，亦可由獎金發放數額推估其營業額及營業規模，故本文預期其

兩者間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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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銷售、服務等事務的人員，主要為服務其參加人，員工數愈多的事業代表其

營運規模愈大，而當事業之營業規模擴大則須較多的員工從事管銷工作，反之若營

業規模縮少則所需的員工人數將會減少，故預期上述二者間呈正相關。(8)營業據點

數（POINT）－營業據點數為傳銷事業除總公司外所設立之營業處，通常營業據點

數愈多，將可能會提高廠商之營運但也可能增加其營運成本，故營業據點數與營業

額之間可能為正向或是負相關，而此有待實證結果的確認。(9)是否須繳續約費

（CONTI）－續約費為參加人為維持其經營權，與傳銷事業約定於一定期間（通常

為一年）繳交續約費，以取得下一段期間之參加人權益，故參加人所繳交之續約

費，為傳銷事業的另一收入來源，將可增加其營業收入，本文預期其間之關係為正

向。(10)民國 92 年加入人數（PEO-92）－該人數愈多表示傳銷事業的營運規模愈

大，會使營業績效表現愈佳，故與營業額具正相關31。茲整理本實證二個模型各項

變數預期結果如下表 4。 

表 4  各變項預測估計結果 

加入條件 probit迴歸式 營 業 額 迴 歸 式 

變  數 預期結果 變  數 預期結果 變  數 預期結果 

(1)總人數 
(PEO) 

（-） (1)是否為外商
(FORE) 

（-） (7)員工數
(WORKER) 

（+） 

(2)歸零制
(ZEZO) 

（+） (2)成立年(YEAR) （+） (8)營業據點數
(POINT) 

（?） 

(3)不歸零制
(NON-
ZEZO) 

（+） (3)加入條件機率
估計值
(Prob(hat)) 

（?） (9)是否須繳續約
費(CONTI) 

（+） 

(4)混合制 
(MIX) 

（+） (4)總參加人數
(PEO) 

（?） (10)92年新加入
參加人數
(PEO-92) 

（+） 

(5)營業額
(SALE) 

（+） (5)獎金發放總數
額(BON) 

（+） - - 

(6)獎金比例
(RATE) 

（+） (6)進貨、製造成
本(COST) 

（+） - - 

                                                      
31 另外該變數相對「參加總人數」變數而言，因新加入者實際活動比例較高，故對營業額的影
響較為直接且明顯，相較加入已久且未從事經營者，其人數愈多，對營業額的『總』影響效應相

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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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證結果分析 

1. 加入條件 PROBIT模型實證結果  

PROBIT 模型估計的結果可參見表 5 所示。在此臚列二種自變數組合，於模型

(1)中放入與加入條件有關之所有變數，而在之後的模型(2)中則刪除較不重要的變數

－總人數（PEO），從表 5 可看出刪除該變數後對原有結果並無顯著影響32。 

在各項變數的結果方面，歸零制（NON-ZEZO）的係數是正向顯著的，代表了

採行該獎金計算方式的廠商，會增加其設定給付代價加入條件的情形，且該獎金計

算方式對於廠商是否會採行加入條件是有顯著影響的。不歸零制（NON-ZEZO）及

混合制（MIX）的估計結果與歸零制相同，其係數亦是正向顯著的。故該三種獎金

計算方式對於廠商是否採行加入條件制度，均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此顯示廠商在設

定有無加入條件時，會將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加入之意願考量在內，並據此決定採

行之獎金計算方式及是否設定加入條件。故毋論廠商採行何種獎金制度，皆會對其

是否採行「給付一定代價」的加入條件，造成正向且顯著的效果，這與本文所預期

的結果相符。 

其次，總人數（PEO）的符號為負惟不顯著，而此代表當事業預計發放獎金數

額固定之情況下，若參加人數愈多則每人平均所得獎金數額愈少，將有可能使參加

人加入意願降低，為因應此種情形，則廠商其設定加入條件的相關規定即須相對減

少或放寬，故呈負向關係，而此一情形亦與本文的預期相符，惟本變數因實證結果

不顯著，故可知該變數對加入條件的影響是很小的，亦可能屬非直接影響因素，故

在其後的估計模型中予以刪除。 

再就營業額（SALE）來看，實證結果為正與本文的預期是相符的，惟其實証

結果並不顯著，故由此可知，廠商在決定是否設定加入條件時，營業額並非主要考

量。末為獎金比例（RATE），其係數為正、不顯著，可知獎金比例與加入條件為

正相關，該比例愈高之事業愈有可能設定加入條件，惟對其影響程度未如預期高，

可能受到該數值為總額，與參加人反應相對較為敏感的預期「個別」可得獎金數

                                                      
32 另特別說明，本模型在計量程式處理上將截距項變數（INTERCEP）刪除，為使各變數的顯
著性更加突顯，故其估計結果並無該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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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較不顯著。 

表 5  加入條件 PROBIT 模型估計結果 

N=263 Dependent Variable：PAYME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模型 (1) 模型 (2) 

PEO -2.7702E-6 (0.24) - - 

ZEZO 1.24*** (<0.0001) 1.25*** (<0.0001) 

Non-ZEZO 0.9123*** (0.0002) 0.90*** (0.0003) 

MIX 1.27*** (<0.0001) 1.26*** (<0.0001) 

SALE 7.98307E-7 (0.19) 4.12949E-7 (0.36) 

RATE 0.0027 (0.54) 0.0029 (0.53) 

Likelihood Ratio -83.9444 -84.5850 

1. 括號內為 chi-square 
2. *表示顯著水準為 10%以下顯著 
 **表示顯著水準為 5%以下顯著 
 ***表示顯著水準為 1%以下顯著 

2. 營業額迴歸式實證結果 

依第(1)式所產生之二種結果，本研究再根據表 5 的兩個模型所實證出的結果，

分別計算出二種多層次傳銷廠商會採用設定「加入條件」的機率估計值，之後，本

研究再將此一機率估計值分別代入第(2)式中以進一步探討該「加入條件」可能出現

的機率與其他相關變數將如何影響廠商的營運，現將本部份的實證結果列於表 6。 

由表 6所示，於該表模型(1)之中，我們加入表 5模型(1)所得到的「加入條件」

出現機率的估計值（Prob(hat1)），而在該迴歸式中，實證結果發現「加入條件」機

率估計值變項（Prob(hat1)）對營業額的實證結果是顯著且為負向的，表示傳銷事業

是否設有「加入條件」對其營業額將會有顯著影響的，再者，因其實證結果為負，

表示廠商若訂有「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時，將使參加人的加入成本隨之提

高，而若參加人加入後經營不善時，則其在加入時所給付之「一定代價」即可能成

為參加人之沉沒成本，如此一來，將會降低其加入意願，而在沒有參加人高意願地

加入下，自然將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營業額產生負向影響。相對而言，倘若廠商未

設加入條件時，則其將較能吸引參加人加入，而對其營收有所幫助，如此一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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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政策上取消「給付一定代價」之法律規定時，其反而能增加業者的營業額而

會對業者有利。 

在表 6 的模型(1)中，其他相關變數對多層次廠商其營業額有「顯著影響」者，

尚有獎金總額（BON）、進貨或製造成本（COST）、員工數（WORKER）等變

項，就獎金發放總額（BON）而言，其為正向顯著，符合本文預期，通常獎金發放

數額愈多的事業，會有較高的營業額，即擁有較高營業額的事業才能發放較多的獎

金，故這二者之間為正相關，且互有顯著影響。再者進貨或製造成本（COST）與

營業額之間其為正相關，亦符合預期，蓋因若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販賣之商品其單價

較高時，則其可能相對上較易創造出較高的交易金額。員工數（WORKER）與營業

額為正相關，因員工數愈多的廠商，表示營業規模頗大，營業額自然較高，反之，

若營業額低的廠商，即不需要太多員工，故二者呈正相關結果，亦與本文預期一

致。 

在對營業額有顯著影響的變數中，又以獎金發放數額（BON）及進貨或製造成

本（COST）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為員工數（WORKER），再其次為加入條件的

機率估計值（PROB），符合傳銷事業主要藉由發放層級獎金予傳銷商之特質，著

重於推廣、銷售商品等特性，該等特徵益發突顯傳銷與傳統零售業之差別。 

另由表 6的實證結果所示，參加總人數（PEO）、是否為外商（FORE）、營業

據點數（POINT）等變項，估計係數為負，表示該等變項與營業額為負相關，即參

加總人數愈多的事業、外商公司相較於本國公司在營業額的表現為差、營業據點數

愈多的公司營業額愈低，皆符合前節的預期。而其他變數之估計係數，則皆為正，

與營業額呈正相關，表示成立年（YEAR）愈久、須續約（CONTI）情形愈多、92

年新加入人數（PEO-92）愈多，其營業額將愈高，亦符合前節之預期。惟上述各該

變數對營業額的影響並非十分顯著，可知傳銷事業前開基本條件、經營概況與其營

業績效表現，關聯性較小，並不會對傳銷事業之業績及營業收入有直接影響。 

再者於表 6 中我們同時列出二種變數組合結果，針對第一次迴歸估計結果，逐

次刪去無顯著影響的變數，如營業據點數（POINT）、是否須續約（CONTI）、92

年新加入人數（PEO-92）等，可得表 6 模型(2)的估計結果，除加入條件 PROB(hat)

之變數轉為不顯著之外，其他實証結果與表 6 模型(1)的結果大致相同。由表 6 的模

型(2)所示，加入條件 PROB(hat)之變數轉為不顯著，而其符號仍為負向，表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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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的出現，其對廠商營業額之影響，並未如第一次實證結果

具有相當之顯著性。另為驗證該模型之穩定性（robust），本研究另再變更其他條

件再進行二種模型估計，而 PROB(hat)變數仍對營業額的影響並未產生顯著的影

響，由此可知，傳銷事業是否設定加入條件對其營業額，大體上將不會有顯著的影

響力。 

表 6  營業額迴歸式估計結果  

N=263 Dependent Variable：SALE-INC 

Independent 
Variables 

模型 (1) 模型 (2) 

FORE -6269.48 (-0.35) -5961.57 (-0.33) 

YEAR 690.03 (0.5) 1321.92 (0.99) 

PROB (hat) -266452* (-1.66) -237506 (-1.48) 

PEO -0.12476 (-0.86) -0.0307 (-0.23) 

BON 1.44870*** (31.96) 4.457*** (35.574) 

COST 1.24279*** (16.99) 1.283*** (19.21) 

WORKER 884.95*** (2.61) 921.78*** (2.79) 

POINT -738.36 (-0.79) - - 

CONTI 16618 (1.42) - - 

PEO-92 1.778 (1.17) - - 

CONTANT 158024 (0.83) 81812 (0.44) 

Adj. R-square 0.9727 0.9726 

1. 括號內為 t-value 
2. *表示顯著水準為 10%以下顯著 
 **表示顯著水準為 5%以下顯著 
 ***表示顯著水準為 1%以下顯著 
3. PROB(hat) 以總人數、歸零制、不歸零制、混合制、營業額、獎金比例等對加入條件估
計之機率值。 

綜上實證結果顯示，「給付一定代價」的出現，是有可能對廠商的營運有負向

與不利的影響，故若政府在政策上決定將其刪除時，則將反而有利於廠商的營運; 

事實上更有可能的是，本文之實証結果亦顯示出，該刪除政策之實施當不致對多層

次傳銷事業的營運產生什麼顯著不利的影響，此乃因多數實證結果顯示，「給付一

定代價」之規定對廠商的營運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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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理、管理政策與實證結果之綜合分析 

(一) 法理面爭議 

「給付一定代價」除於公平法第 8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定義中有明定，於同條

第 2 項並進一步針對「給付一定代價」的形式，作具體說明為四種形態：給付金

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負擔債務，在法條文義上，屬「列舉」之規定，尚與

「概括」規定有別，故而個案適用上，除應合致第 1 項之要件，輔以第 2 項對給付

一定代價形態加以確認，其他無給付一定代價、或無法以第 2 項加以適用的行銷方

式，縱使合致參加人可參加推廣或銷售計畫或組織，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

介紹他人加入，並因而獲得獎金等特徵，亦難強加予以規範，故法理面之爭議相對

管理面的考量，僅得就法律條文、字句具體適用，而顯得較無彈性。惟在法條字句

中，對於何時給付一定代價，並無明確定義，則似又有可探討及留給主管機關解釋

之空間，以下將比較各國法律規定，找出我國執法者參考的方向，並就「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草案將給付一定代價刪除可能面臨的問題以成本、效益觀點，進行討

論。 

1. 美、英、日等國法律之借鏡 

參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對多層次傳銷規範方式，可歸納出各國法制的優缺

點，以為本國執法之借鏡。美國與英國，皆對多層次傳銷有明文規定，亦均在定義

中未放入給付一定代價之要件，而單純就傳銷模式之特徵及制度特性，加以定義；

另外美國在非法傳銷，則放入「給付一定代價」之要件，作為判別是否構成非法傳

銷的依據，而英國在預防變質傳銷行為上，則是對於參加人所給付之金錢採取限制

態度。 

而日本雖與我國相同面臨定義上的問題，惟日本對多層次傳銷與變質多層次傳

銷的管理，分別規定於「特定商取引法」及「防止無限連鎖會法律」中，雖其一般

多層次傳銷之構成要件包含了「給付一定代價」，但並不影響其認定是否為多層次

傳銷，且其對「特定負擔」的範圍解釋擴張，包括參加人入會時基於自己本身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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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故我國或許可參考日本的管制方式，將一般多層次傳銷及變質多層次傳銷分別

明文訂定，以便於分開管理，但在「給付一定代價」的規定上，則需仿效日本加以

擴張解釋其給付類型及給付時點，而得適用；而論及是否應予保留該要件，則可進

一步參考美國及英國給予多層次傳銷之中性定義，客觀的描繪出多層次傳銷的樣

貌，杜絕管理適用上的爭議。 

多層次傳銷究竟應採中性角度加以定義，即具體描繪多層次傳銷的類型，或在

其定義內容中摻雜多層次傳銷組織的違法性價值判斷？若自法理的觀點來看，應在

法條中明確定義多層次傳銷的型態，及應受本法規範之多層次傳銷組織類型，不符

法條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者，縱令其有多層次傳銷之實質（例如實際運作上，確實

不以一定代價的給付為前提而成立之多層次傳銷），即非本法所得規範之對象。而

且，本條定義內容本身並未摻雜有關多層次傳銷組織的違法性之價值判斷，僅是基

於價值中立之立場，客觀地描繪出可能有的多層次傳銷組織類型，至於其究竟屬公

平法第 23 條應受禁止之違法的多層次傳銷，抑或是可合法推廣其事業活動的多層

次傳銷，則在所不問。有關於此之判斷，乃係交由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實體規定，依

其所建立的判斷基準為之。故而將多層次傳銷及變質多層次傳銷分離來看，其分別

有各自的構成要件，在觀點上仍須肯定多層次傳銷為行銷通路之一種，合法經營者

仍為法律應予保護之範疇，至於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則另以法律明定其類型及禁

止或受規範之行為模式，以保障合法事業經營環境，使非法事業可在市場內消失，

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的弊端，對於維護市場競爭效能、建全產業環境，將會有所助

益。 

實務個案適用上，中性多層次傳銷的定義，亦屬必要。為杜絕個案適用及業

界、社會大眾對於多層次傳銷產生模糊概念、無所適從，在法律上明文訂定其內

容，是有其必要的，另外具體的規定，亦可避免個案的法律爭訴的問題，使得執法

機關於該類案件爭訴之行政成本可以降低。 

2.「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將「給付一定代價」刪除之成本、效益分析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將現行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規定須以「給付一定

代價」為其要件刪除，是符合世界各國的潮流，亦可將過去困擾主管單位、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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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已久的定義問題，予以排除。惟該要件刪除後之規範範圍擴大，恐對市場自

由經濟干涉過度，且管理之行政成本亦大為增加，是否與立法本意在防止要求參加

人給付代價加入之變質多層次傳銷的發生，而對本質上無發生變質多層次傳銷危險

之事業，均納入規範，限制及規範其營業自由，恐使其陷於隨時觸法之窘境。故在

有限的行政資源下，將多層次傳銷適用範圍擴大，是否逾越立法本意，管理效能是

否真能提高，仍有探討空間。 

鑒於目前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之定義，似乎並不周全，事業是否屬於多層

次傳銷，實存有若干灰色地帶，尤其隨著當前商業活動日趨多元化，事業組織型態

的多變，未來模糊的地方可能更多，若主管機關不能事前予以規劃防範，將欲規範

的對象界定清楚，恐將造成傳銷業者與一般社會大眾無所適從，將影響傳銷及其他

商業活動的正常發展。在此情況下，逕將「給付一定代價」要件刪除，這樣一來以

業務績效、業績獎金為導向，且無法以僱佣關係33清楚區隔的行銷模式，均有可能

被視為多層次傳銷，若將之全數納入管理，將使主管機關管理成本大為提升，對於

市場經濟亦將產生過度干預，而忽略多層次傳銷立法的本意。 

(二) 管理政策及適用爭議 

近來新興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在為了不受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的

規範，而不要求參加人須給付一定代價，希望能不受多層次傳銷制度的規範。但若

該事業另以高價的商品為獎金計算基礎，訂立高額的獎金制度，以吸引廣大的參加

人，快速拓展組織，若一旦發生問題，便面臨無法可管的情況。再者，亦會有不肖

業者，因為法條的規定，刻意的採用參加人「不用給付一定代價」的多層行銷制

度，以迴避多層次傳銷制度的規範，進行拉人頭來獲取獎金、佣金的活動。因此，

關於「給付一定代價」以現行定義為多層次傳銷的要件之一，在主管機關的管制上

形成一個盲點。 

在法條明文規範下，主管機關在面臨「毋須給付一定代價」的多層級行銷制

                                                      
33 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其參加人之間，屬獨立、相互對等之經營個體，事業所提供之多層次獎金
係針對外部不特定人員所發放，與一般企業與其員工間之僱佣關係、內部獎勵措施有所差異，一

般得以此作為判別是否為應受規範之多層次傳銷的判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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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究竟是該管或不該管、若要管理則依據為何，其所採態度為何？公平會認優勢

公司的制度與公平交易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之本質，確已合致。故而公平會在多

層次傳銷實際案例的認定上，著重於參加人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

紹他人參加」等權利，並因此獲取經濟利益，而非是否有「給付一定代價加入」。

惟此與法條構成要件不符，在行政爭訴過程中，最終仍遭行政法院以法之明文規

定，無給付一定代價殊難構成多層次傳銷，使公平會在執法上面臨遭撤銷原處分之

重大挑戰。故而「給付一定代價」在多層次傳銷的規定中，形成管制上的盲點，依

現行法規在管制上須受法規構成要件之拘束，仍屬必然，倘主管機關欲一體適用，

將具多層次傳銷重要特性之事業全數納進，則在個案適用及解釋上，須有進一步調

整之必要。 

(三) 實證結果分析 

1. 實證結果 

若自「廠商」實際運作角度來看，發現現行傳銷事業實際運作情形，決定是否

採行「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主要是受到獎金計算方式影響，即歸零制、不

歸零制及混合制的估計結果，對於傳銷事業是否採行加入條件制度，均有顯著影

響，且為正向影響，顯示傳銷事業在設定有無加入條件時，會將參加人給付一定代

價加入之意願考量在內，並據此決定採行之獎金計算方式及是否設定加入條件。 

另一方面，有否設定「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對傳銷事業是否產生影響，

依據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營業額」的迴歸結果，加入條件對傳銷事業營業額的影響

是不顯著且為負向的，表示傳銷事業是否設有加入條件對其營業額並無顯著影響

的，則傳銷事業在其參加人加入時，是否設定有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並不會

對其營業額產生顯著的影響。另且因其結果為負，表示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使參

加人加入成本提高34，相對而言，未設加入條件之廠商，較有加入條件廠商之營業

收入較高，因其加入門檻為零，參加人加入無須成本，使其對參加人加入誘因提

                                                      
34 倘加入後經營不善，則加入時所給付之一定代價即可能成為沉沒成本，使其加入意願降低，
對營業額產生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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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進而對營業額產生正向影響；惟因該實證結果不具有顯著性，故縱然設定加入

條件對廠商會有不利影響，影響程度亦為微小，即亦可將加入條件視為對廠商之營

業額，不具影響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實證說明傳銷事業是否設定「加入條件」與其「營業額」

不具有相關性，表示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時毋論是否設有加入條件，對其營業額

的影響，並不會有所差別，得以佐證實務上廠商有採行加入條件，亦有不以此為必

要之現象。 

2.「加入條件」刪除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可能產生之影響 

從本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給付一定代價在實務上對傳銷事業並無顯著影響。故

而現行規定的給付一定代價要件在實務上對傳銷事業營業績效不具影響效果，若將

該要件刪除，實務上將對傳銷事業的營業額並不會產生較為有利或不利作用，故該

要件之刪除，對現存傳銷事業而言，與保留該要件，效果相同。在實務上對傳銷事

業營業績效的影響，極為有限，故保留或刪除，可逕由法理及管理層面考量，而實

務部分，則可忽略不加考量。 

而刪除該要件係屬法律修正、立法作業問題，刪除後在法律上的效果，對於多

層次傳銷的認定，修正為不以「參加人須給付一定代價」為必要，即多層次傳銷之

範圍涵括到未給付一定代價的傳銷公司，但對於現存廠商之實際運作，是否繼續採

行加入條件，係屬廠商之商業自由範疇。故傳銷事業於該要件刪除後，毋論選擇繼

續採行加入條件，或配合法令修改不要求參加人給付代價加入，從實證可知，均對

其營運績效不具影響力，修法後予以刪除應不會對其造成過大衝擊。 

六、結論及建議 

「給付一定代價」在管理政策上，因該要件於多層次傳銷的規定中，形成管制

上的盲點，倘主管機關欲一體適用，將具多層次傳銷重要特性之事業全數納進，則

在個案適用及解釋上，須有進一步調整之必要；而在法律上，究其本質，係參加人

參與傳銷活動與獲致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所需付出之「對價」，致使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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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從事傳銷業務之際，即需先行提供相當之對價以獲取該特定資格，為法律明文

之構成要件。惟此種對價關係實證上意義不大，其對傳銷事業營業額不具影響力，

故而「給付一定代價」與否，對傳銷事業均不會造成太大影響。本文認為由於該三

方面的論證結果顯示，「給付一定代價」的要件不論自法理面、管理政策面、實證

面來看，應以刪除為佳，惟直接將之刪除仍存有其他問題；而在直接刪除可能衍生

之問題解決之前，依現行規定將之保留，則亦非完全無法適用，當得透過解釋加以

適用，則仍可考慮繼續延用現行規定。最後，本文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在未來我國

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及公平法的規範上提出以下四項建議： 

(一) 長期建議修法 

多層次傳銷特徵在於層層的組織發展特性與層級式的獎金發放，「給付一定代

價」並非其成立的重要特性，尤其是新型多層次傳銷的發展（如前所提優勢公司

案）。若多層次傳銷定義中的「給付一定代價」加以刪除後，則多層次傳銷組織即

難再藉法律規定，要求參加人繳交各種名目的入會費、手續費、保證金，並且可將

欲規避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納入管理，在面臨實際案例的行政爭訴

中，亦將較經得起考驗，為其優點，亦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未來修正重

點。建議將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改為：「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

售之多層次組織，參加人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並因而獲得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因為在多層次傳銷定義裡刪除了「給付一定代

價」的要件，故連同法第 2項關於「給付一定代價」的定義一併刪除之。 

(二) 修法後多層次傳銷應有明確定位 

「給付一定代價」要件的刪除，將使行政管理範圍大為提高，擴大規範到一般

具層級式組織銷售特性及發放層級組織獎金的商業活動，故而在刪除該要件後，若

能將其定義拘限於現行法令所欲規範之多層次傳銷，並得將一般業務導向的層級獎

勵行銷方式排除，為最佳的作法。具體來說，公平會管理之多層次傳銷，應著重在

針對「不特定人均可加入」、「組織無限發展」、「層級獎金」、「人員招募及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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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較易衍生為變質傳銷」等重要多層次傳銷特徵的管理，而不具有僱佣關

係，且不具備以上重要傳銷認定要件，但以業務導向之多層級獎勵制度為主軸的事

業，在立法技術上可參考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的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者，另

有其他法律規定者．．．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故以法律明文載明各行銷行

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不屬於多層次傳銷之事業，排除於「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之外，方得恪遵立法本意，使行政管理效能發揮至最大，以符合成本、效益之

原則。 

(三) 「給付一定代價」的重新定位 

修法後自多層次傳銷定義中刪除「給付一定代價」之要件，使該要件可退居幕

後，成為實務上區別一般多層次傳銷和變質多層次傳銷的準則，則可考慮將「給付

一定代價」之要件移至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說明中，不僅可給予多層次傳銷中性定

義，並可將以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為計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的拉人頭行

為，作為補充變質傳銷行為更一具體、客觀之描述，使各該規定的完整性更加健

全。如「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第 20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如取得

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  

依參加人加入時給付一定代價而計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視為前項

所稱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該項修訂，即將「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作為補充說

明「基於介紹他人加入」的態樣，可進一步將變質傳銷中基於介紹他人的模式更具

體描繪，有助於社會大眾判定傳銷行為是否為變質傳銷。 

(四) 短期應對現行法規重新詮釋 

法律之修正並非一蹴可幾，現行規定仍保留有「給付一定代價」，若可在管理

政策層面獲得合理適用，則在法理上，現行法令仍保有該項要件，在實務上可使傳

銷事業藉此獲得正當之營業收入。而管理層面的個案認定上，應以廣義之見解來作

認定，此可參照美國、英國及日本立法例，將參加人給付或負擔的形式，擴張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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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仍得適用，即縱使該銷售計劃或組織於參加人加入時不求給付金錢，但在參

加人購買商品、服務、無形財產的給付時，提供之交易費、加盟費、保證金或其他

以任何名義所提供之金錢物品等，均可認為一定代價之給付。另可參照日本立法

例，將「給付一定代價」的範圍，擴張解釋到除了在加入組織時，所購買的商品或

其他費用外，還包括加入組織後，為了再行販賣或晉級亦或是為了領取高額的獎金

等之目的，所購買的商品或其他費用。如在優勢公司案中，雖其參加人加入時毋須

給付代價，惟在加入後為取得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參加人仍需購買商品、

創造業績，以為獲領獎金之基礎，則仍有給付行為存在，或可免除行政訴訟的挑

戰，故該等於加入後的購買商品、給付金錢等給付行為，在本案的行銷制度中，仍

具有「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之事實，爰可合致現行多層次傳銷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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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aying a Certain Cost” Clause under the Multi-level Marketing 

Regulation in the Fair Trade Law 

San, Gee and Kuo, An-Ch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Article 8 of the Fair Trade Act), “paying a 

certain cost” i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multi-level marketing.  However, if a 

similar scheme accepts participants “without paying a certain cost,” should this kind of 

marketing program be regulated as multi-level marketing in the same way as those so 

defined in the Fair Trade Act? This article will inquire into this issue, and explore and 

compare legal definitions in various foreign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 issue will be 

analyze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al legal disputes and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that this issue would make in the real world, this article 

furth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at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a survey on 

multi-level marketing operations in Taiwan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in 2003.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paying a certain cos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level marketing businesses. It indicates that deleting the element 

from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would not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of multi-

level marketing. Omitting this element can also eliminate the legal disputes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fit in with the tide of most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the draft of the “Multi-

level Marketing Act.” This article will in addition sugges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at are 

ancillary to the deletion of this element. 

Key words: multi-level marketing, paying a certai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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