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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業務報告案一                提案單位：公平會綜合規劃處 

案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近期工作概況案，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執行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一)審議涉法案件情形 

截至 108 年 7 月底，本會累計收辦案件總計 51,310 件，已辦

結案件 51,158 件，累計結案率為 99.7％。除收辦案件外，本

會對影響公共利益或社會大眾矚目案件，均主動依職權立案

調查。截至 108 年 7 月底，累計主動調查案計 4,529 件，經

處理完成 4,451 件，結案率達 98.3％。上開經認定違反公平

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受本會處分案件，累計有 4,534

件，發出處分書 4,735 件，扣除被撤銷罰鍰金額達新臺幣 179

億 8,952 萬元。 

(二)查處重大涉法案件 

本會對於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行為，

均依法嚴格查處，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事業公平競爭

及保障消費者利益。近期查處的重大案件，包括： 

１、處分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銷售新北市新莊區「遠雄首品」建案，於廣告刊載

「改寫小坪數住宅的生活氣度……」等用語及使用平面傢俱

配置參考圖為一般住宅之表示，並刊載健身房、會議室、

會客區等公共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107年 12月 13日) 

２、處分珍菌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

法定期限處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案。(108 年 3月 6日) 

３、處分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聯

合於 107 年 12 月中旬以書面通知下游客戶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案。(108

年 4月 24日) 

４、處分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限制保全公司自由決定駐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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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服務報價的行為，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案。(108 年

4月 24 日) 

５、處分富成企業社以虛偽招徠不特定人從事家庭代工之方法

，及以其他名目收取費用獲利之行為，為足以影響市場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108 年 4月 24日) 

６、處分全球華人藝術網有限公司宣稱「台灣 Yahoo、Google

兩大搜尋引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廣告不實

案。(108年 5月 1日) 

７、處分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隱匿

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案，並將

被處分人之事業負責人及實際銷售人員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108 年 6月 5日) 

８、處分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Whirlpool 10L 節能

除濕機 WDEE20W」，宣稱「國家一級能效標準認證」等廣告

不實案。(108 年 8月 7日) 

(三)審查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本會對於事業依法提出申報之結合案件，均審慎評估處理，

以防止事業藉由結合而減損市場競爭效能。近期審查之重要

案件包括： 

１、禁止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結合案。(107年 11月 1日) 

２、不禁止朱氏家族申報持有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

公用天然氣事業超過三分之一股份，及控制該公司業務經

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案。（107年 12月 13日） 

３、不禁止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凱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108年 5月 1日） 

４、不禁止香港商國泰航空有限公司與香港商香港快運航空有

限公司結合案。(108年 7月 10日) 

５、禁止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

案。(108年 8月 21日) 

(四)規範查處事業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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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事業所為不實廣告行為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甚鉅，本會除對有具體違法事證之廣告嚴予查處，另透過多

元化宣導管道，增進民眾對不實廣告規範之認知，並敦促業

者守法。近期所採行重要措施，包括： 

１、規範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107年至 108年 7月底計處分

不實廣告案件 74件，罰鍰金額合計新臺幣 2,295萬元。 

２、108年度加強辦理網路、不動產、汽車、家電廣告宣導活動

，期增進業者自律及避免消費者受害。 

(五)積極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 

本會為多層次傳銷業務之主管機關，除積極依職權或檢舉查

處違法行為外，並透過相關行政措施，對傳銷事業進行有效

的規範管理。近期具體作為包括： 

１、積極查處違法案件，107年 1月至 108年 7月底計處分違法傳

銷案件 63件，罰鍰金額合計新臺幣 1,835萬元。 

２、檢視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

檢查，及年度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 

３、持續與檢察機關、法務部調查局、衛生福利部等機關就傳

銷相關案件協調聯繫，共同打擊不法。 

４、賡續監督與輔導「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協助

其業務運作。 

(六)掌控重要民生物資市況 

本會職司公平交易法，其立法宗旨係尊重市場機制，強調市

場自由競爭，並非物價主管機關。惟本會身為政府團隊及行

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成員之一，遇有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

仍本於權責積極查處，掌握市場狀況，嚴防業者藉機從事聯

合行為違法情事，並適時發布新聞稿提醒相關事業勿從事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而本會於訪查過程中，亦提醒業者

尊重市場機制，切勿聯合漲價，以維護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

益。 

二、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制度 

為建構更完善的競爭法體制，營造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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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公平交易法修法工作，近期研議修法重點，包括增訂

限制競爭案件裁處權時效自開始調查時停止進行之規定，同時

配合刪除本法中止調查有關裁處權時效停止及繼續進行等相關

規定；並對事業違法結合經處分後尚未改正者，增列罰鍰處罰

的規定，以增加本會選擇裁罰手段之彈性。另外，本會亦持續

檢討修訂案件處理原則及產業規範說明，建立更合理、透明的

執法守則，供各界遵循。 

三、倡議公平交易理念 

為增進各界對本會主管法規規範內容之瞭解，本會積極辦理各

項倡議工作。近期重要辦理情形如下︰ 

(一)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說明會 

本會除舉辦各式主題法規說明會，並辦理大學院校公平交易

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外，另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

平等，強化女性、長者、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之法律知能

，特別針對上開宣導對象，規劃辦理交易陷阱面面觀活動。

另請縣市政府衡酌地區產業特性及需求，邀集當地工商業者

與民眾參與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108 年度截至 7 月底計有

14 個縣市政府提報計畫，並辦理 5 場次說明會完竣。此外，

為使南部地區事業能自律遵法，並讓法官、行政機關主管人

員充分瞭解公平交易法內涵及執法實務運作，本會預定 11 月

下旬於高雄市辦理「南方菁英公平交易法與案例研習營」。 

(二)運用網際網路及新媒體工具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賡續透過網際網路、新媒體工具以及本會公平交易 APP，對

社會大眾宣導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具體作為包

括：將本會重要施政及執法情形登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發

行電子報寄送最新競爭法制及各類實務案例資訊，以及建置

維護「公平交易委員會影音頻道」、「公平交易委員會活動照

片集錦」，強化網路族群接受本會電子文宣之管道。 

(三)設置服務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為提供各界有關本會主管法規諮詢服務，本會於會本部及南

區設置服務中心，經統計截至 108 年 7 月底，該 2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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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民眾人數已逾 33 萬人次。 

四、推展國際交流合作 

(一)參與競爭法國際組織活動 

為建立國際組織之夥伴關係並汲取競爭法先進國家經驗，本

會積極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APEC)

、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際組織會議，近期藉由參與包括

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ICN 第 18 屆年會、APEC「經濟委

員會」第 1 次及第 2 次會議、「第 15 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

議」、「第 12 屆東亞競爭法與政策會議」等國際重要組織活動

或會議，持續強化參與競爭法國際組織或會議程度，交流彼

此法制與執法經驗。 

(二)深化雙邊合作與交流 

108 年 5 月本會黃主任委員率團參加 ICN 年會期間，與馬來

西亞競爭委員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首長或高階官員進行雙邊會談；

同年 6 月本會於 OECD 競爭委員會會議期間，與美國、澳洲、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代表團高階官員交流。另本會於 6 月

18、19 日舉辦「2019 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期

間，分別與 OECD、蒙古、美國、印尼、新加坡、匈牙利及加

拿大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組織之首長或高階官員舉辦 7 場

雙邊會議或會談，對我國與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奠定國

際執法合作基礎，深具助益；同年 7 月本會黃主任委員率團

赴蒙古參加高峰會議期間，與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泰國交易競爭委員會委員及蒙古公平競爭及消費者保護局

局長，分別就競爭法事務交換意見。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本會自 88 年起，每年於東南亞城市舉行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研

討會，迄今已有 14 個國家、超過 433 人次陸續受邀參與不同

主題之研討會，108 年 9 月將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國際

反托拉斯區域研討會」，除將邀請 OECD、加拿大、日本等國

際組織及執法先進機關派員擔任講師外，並將邀請印度、印



6 

 

尼、蒙古、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

汶萊、史瓦帝尼、地主國馬來西亞及我國等競爭法主管機關

代表出席，將有助維繫我國區域內競爭法技術領導地位，並

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此外，規劃於同年 11 月邀請史瓦帝尼

競爭委員會來臺接受技術援助，將有助渠等瞭解本會執法經

驗及提升史國競爭法執法能力。 

五、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1 

 

公平會業務報告案二               提案單位：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 

案由：為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

案，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鑒於頻道上下架爭議之發生，對於收視大眾之收視權益影響甚

鉅，為有效查處頻道上下架相關爭議案件，本會前於 99 年與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惟 105 年 1 月 6 日有線廣播電視法

(下稱有廣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衛廣法)修正公布後，對於

系統經營者及衛星頻道供應事業所為之差別待遇與拒絕交易行

為，以及系統經營者促使頻道供應事業拒絕交易及差別待遇行

為已訂立相關規範(參有廣法第 37 條，衛廣法第 25 條規定，附

件 1)，並對相關行為訂有罰則(參有廣法第 58 條及第 64 條，衛

廣法第 52 條規定)，與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第 2 款規定

有競合之處，故有重新協商相關案件查處分工之必要，爰於 108

年 1 月 24 日邀請通傳會召開協調會議，就原協調結論內容進行

修正(修正後協調結論參附件 2)。 

二、 修正重點：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對頻道商(含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無線

電視事業)未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或

未依通傳會命令修正該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由通傳會依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項相關規定辦理。 

    (二)直播衛星平臺(含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境外經營直播

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分公司)對於頻道商(含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

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

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 條第 1 項相關規定辦理。 

    (三)頻道商(包含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經營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以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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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視聽服務平臺(包含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無正

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

條第 2 項相關規定辦理。 

    (四)系統經營者(含其關係企業、其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

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頻道商(含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無線電視事業)

對其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

予差別待遇之行為，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第 4

項相關規定辦理。 

    (五)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協商過程，倘涉有通傳會主管法

規所未及之杯葛、搭售、聯合行為(統購、聯賣)、結合、或

為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情事，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

規定辦理。 

三、 以上 108年 1月 24日公平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

已公開於公平會網站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 

main/doc/docDetail.aspx?uid=36&docid=11262)，詳細內容亦

可逕至公平會網站參考。 

四、 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20main/doc/docDetail.aspx?uid=36&docid=11262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20main/doc/docDetail.aspx?uid=36&docid=1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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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37條 系統經營者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應訂定公

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並應依該規章實施。 

前項上下架規章應於實施前三個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變更時，亦同。 

第一項上下架規章有妨礙公平競爭或消費者權益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限期令系統經營者修正之。 

系統經營者、其關係企業或其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

者，不得以不正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

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

事業對其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

業，給予差別待遇。 

前項所定供公眾收視聽播送平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第 58條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一、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或第八項規定，經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二、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六項所定最低實收資

本額。 

三、 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 

四、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五、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六、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七、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不依中央主管機關之命

令修正其上下架規章。 

八、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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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十一、 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第 64條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一、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二項所為之改正命

令。 

三、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四、 播送之購物頻道，逾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之數量限制。 

五、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 25條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

事業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對於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應

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不得給予差別待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

外衛星頻道供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不得對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

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 

前項所定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公

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 52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

理商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

告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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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違反第八條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八條

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本國節目播送時段及比率限制

之規定。 

二、 違反第八條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八條

第五項規定，未於期間內向主管機關為變更營運計畫

之申請。 

三、 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節目級別、限制觀賞

之年齡、廣告內容、時間之限制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規定。 

四、 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條規

定。 

五、 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

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六、 違反第四十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條規

定。 

七、 違反第四十四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四

條規定。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

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六

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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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第 20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

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

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

交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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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108.1.24) 

108年 5月 27日公服字第 1081260341號函分行 

一、 廣電相關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一) 對於廣電相關事業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如符

合同法第 11 條規定，應先依同法相關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下稱公平會）申報事業結合；公平會受理該等案件應先徵

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評估意見後辦理。嗣後

該結合申報事業如另涉及負責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等變

更事項，未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由通傳會逕

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或其他規定

（下稱廣電各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對於未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稱之事業結合，或雖符合但

未達同法第 11條申報門檻之案件，其廣電事業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等變更事項，由通傳會逕依廣電各法相關規定

辦理。 

(三) 為確保公平競爭，處理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水平結合申報

案件時，倘非基於地域偏遠等現實因素，仍應儘可能維持同一

經營區域內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獨家經營。 

二、頻道上、下架爭議案件： 

(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經營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及他類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就頻道上、下架協調過程中，倘因頻道節目授權價格或

其他交易條件未能達成合意衍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

議，由通傳會依據通訊傳播政策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

電視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倘涉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

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

業，未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或未依通

傳會命令修正該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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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法第 37 條第 1項、第 3項相關規定辦理。 

(三) 倘涉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境外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服務事業之分公司對於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

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

條第 1項相關規定辦理。 

(四) 倘涉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對於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

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條第 2項相關規定辦理。 

(五) 倘涉及系統經營者(含其關係企業、其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

經營者)以不正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對其他

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

遇之行為，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第 4 項相關規

定辦理。 

(六) 倘涉及通傳會主管法規所未及之杯葛、差別待遇、搭售、聯合

行為(例如統購、聯賣)、結合、或為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情

事，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 

(一) 有關廣播、電視廣告內容： 

1、 通傳會依據廣電各法相關規定，就廣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

之內容進行規範。 

2、 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對於非屬他機關職掌且無特別

法規範之廣告，就廣告主是否違法進行查處。 

(二) 公平會可將廣播、電視媒體刊播不實廣告之處分書，副知通傳

會，由通傳會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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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業務報告案四                提案單位：公平會公平競爭處 

案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管理多層次傳銷現況及成效案，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本會主管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對象僅限於「多層次傳銷」，

至「單層直銷」及「非法吸金」行為均非其規範範疇： 

(一)何謂「多層次傳銷」：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

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

之行銷方式。 

(二)「多層次傳銷」與「單層直銷」不同： 

「直銷」係指事業不透過經銷商或零售商等店鋪，以人員為

媒介，將商品直接銷售予消費者而言，依其行銷組織架構及

獎金制度之不同，又可分為「單層直銷」與「多層次傳銷」，

而僅「多層次傳銷」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適用。｢單層直銷

｣之組織發展以擴增銷售人員數為重點，銷售人員由公司施以

專業密集訓練，提升其銷售能力，其收益來自其本身所建立

廣泛的消費者層面；至｢多層次傳銷｣的組織架構，每位傳銷

商均為獨立個體，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並無隸屬關係，上線

傳銷商固可輔導下線傳銷商發展其銷售組織，然基本上每位

傳銷商均係自行建立其多層次的銷售組織網，其收益則來自

整體銷售組織的營業成績。 

(三)「非法吸金」案件應由檢調機關偵辦： 

「多層次傳銷」之行銷方式，須同時兼具「銷售商品或服務

之目的」及「多層級獎金制度之推廣方式」之要件。故以多

層級組織及獎金之方式，招攬民眾加入及投入金錢，倘無商

品或服務銷售，屬非法吸金行為，尚非多層次傳銷；另倘其

制度雖有商品或服務之設計，惟其商品或服務已流於虛化，

因該傳銷制度非以銷售商品或服務為目的，已為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禁止之變質多層次傳銷，亦屬非法吸金之

一種，而違反該法條規定者，依同法第 29 條規定，已涉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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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責任，應由檢調機關偵辦。 

二、判斷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否合法之 5個原則： 

(一)是否以介紹他人參加為傳銷商主要收入來源。 

(二)商品或服務之訂價是否合理。 

(三)是否須繳高額入會費、認購高金額或非短期能賣完商品。 

(四)是否提供完整書面參加契約，且載明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 

(五)是否依法向本會報備。 

三、本會管理多層次傳銷（以下或稱傳銷）之現況及執法成果： 

(一)制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邁入專法管理之時代： 

現今世界許多國家皆立法對傳銷事業進行適當管制，以防範

因非法傳銷產生之重大社會問題，而我國最早係於 81 年 2 月

4 日施行之公平交易法中就多層次傳銷之定義予以規定，並明

文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即俗稱老鼠會案件），復於同年 2 月

28 日依公平交易法授權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開始將

多層次傳銷納入法規範。嗣後，本會為建構完整之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制，加強傳銷事業之管理與監督，於 103 年 1 月公

布施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以健全多層次傳銷之交易秩

序，並保護傳銷商權益。自此，我國對傳銷事業及其行為之

規範，正式邁入專法管理之時代。 

(二)設置傳銷保護機構： 

「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下稱傳保會)於 104 年 1

月開始運作，其核心任務為調處傳銷事業及傳銷商間之民事

爭議、代為賠償傳銷商所受損害，及協助傳銷商提起訴訟等；

另傳保會亦透過辦理教育訓練、宣導及法令諮詢，協助傳銷

事業及傳銷商增進對傳銷法令的專業知能，不僅調處解決爭

議，亦是一個提供傳銷專業服務的平台。此以政府輔導設立

之機構直接介入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民事爭議之作為，為全

球多層次傳銷管制之先例。 

(三)實施傳銷線上報備，並審慎處理傳銷事業報備案件： 

目前已完成報備之傳銷事業約 400 家，且本會於 98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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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實施傳銷線上報備。又本會對多層次傳銷之管理雖採

「報備制」，惟為防患未然，於辦理傳銷事業新報備及變更報

備案件時，均審慎檢視業者資料，並積極予以輔導，除要求

補正缺漏事項外，並對違反報備規定者進行查處。 

(四)近一年（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7 月）重要執法成果： 

１、處理傳銷事業報備案件計 9,781 件，平均每月約 515 件，

且每件平均處理天數僅約 0.6工作天。 

２、辦理傳銷事業業務檢查計 84家，藉此發掘涉有違法情事者

之比例相當高，均主動立案調查並依法嚴予處分。 

３、運用多元管道（包括民眾檢舉、關注媒體輿情、加強網路

監控、辦理傳銷業務檢查、結合傳銷業界蒐集訊息等），發

掘並查處違法傳銷行為。107年 1月至 108年 7月總計處分

違法傳銷案件 63件，罰鍰合計達新臺幣 1,835萬元。 

４、主動針對傳銷事業及原住民、新住民、銀髮族及一般民眾

舉辦傳銷法令說明會計 10場次，另應邀派員赴縣市政府、

大專院校深入宣導計 7 場次，強化業者自律避免觸法，並

增進民眾對傳銷法令之認識免於受害。 

５、監督與輔導傳保會，協助推動其業務運作。 

６、與檢察機關就變質傳銷案件、與法務部調查局就非法吸金

案件、與衛生福利部就傳銷事業及其傳銷商違反衛生法規

案件協調聯繫，共同打擊不法；針對違反衛生法規次數較

多之傳銷事業，並與衛福部食藥署共同進行聯合業務檢(稽)

查。 

７、辦理年度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供各界參考。據本

會 108 年 7 月發布之 107 年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

果顯示，107 年底傳銷商人數為 304.87 萬人（不含重複參

加者），約占總人口數（2,358.90 萬人）之 12.92%，即平

均每萬人中有 1,292 人加入傳銷；另 107 年間仍有實施傳

銷之事業計 346家，營業額最高前 5家事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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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事業名稱 傳銷營業額(元) 主要商品 

１ 安麗日用品(股)公司 103億6,522萬 營養食品、濾飲水器材 

２ 葡眾企業(股)公司 73億8,852萬 營養食品、美容保養品 

３ 
美商美安美台(股)公

司台灣分公司 
49億9,152萬 營養食品、美容保養品 

４ 臺灣力匯有限公司 47億8,811萬 營養食品、美容保養品 

５ 
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40億699萬 營養食品、清潔用品 

四、綜上，各國政府均高度重視多層次傳銷之管制課題，而本會自

81 年成立開始即將督導管理多層次傳銷列為重點執法項目，並

採取預防及查處並重策略，歷年來投注大量人力，並付出相當

多行政成本，對傳銷事業進行有效的規範管理。未來本會仍將

積極輔導傳銷事業遵法守法；並持續主動發掘事業違法跡證，

及與檢調機關、衛生福利部合作打擊不法；另加強與傳保會、

傳銷公會、直銷協會等相關團體聯繫及互動，共同促進傳銷產

業良性發展，以確實維護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並保障傳銷商

權益。 

五、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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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業務報告案五                提案單位：公平會法律事務處 

案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法規變動及行政救濟業務辦理情形案，謹報

請公鑒。 

說明： 

一、自 107年 7月至 108年 7月間本會主管法規變動如下： 

(一)新增法規命令： 

１、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108.1.31) 

２、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工作計劃暨經費預算及工

作報告暨財務報表編製辦法。(108.1.31) 

３、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108.3.6 與衛福部會銜訂定

發布) 

(二)修正法規命令： 

１、民用航空運輸業聯營許可審查辦法。(107.10.15 與交通部

會銜修正發布) 

２、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108.3.29) 

(三)新增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108.1.29) 

(四)修正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107.8.1) 

(五)修正行政規則： 

１、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作業要點。(107.8.27) 

２、公平交易委員會法規作業要點。(107.10.4) 

二、行政救濟業務： 

自 90 年起累計至本(108)年 7 月底本會發出處分書 3,155 件，

處分家數共 4,563 家，提起行政救濟計 1,948 家，相當於每 100

家就有 42 家提起行政救濟，本會處分案件家數維持率為 94.62

％。以下為過去一年來重大訴訟案件： 

(一)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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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

息，進行不實促銷，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

現象，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5條規定，經本會裁罰 350萬元，業者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 12月判決本會勝訴確定。 

(二)建商不實廣告： 

豐禾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 facebook 社團「農地農舍投資

開發運用交流協會」刊登廣告，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

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惟查被處分人與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並無作成相關委託契約、

會議紀錄及土地媒合紀錄，且據海基會表示並未指定被處分

人為其尋找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故案關

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經本會

裁罰 10萬元，業者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 4月判決本會勝訴確定。 

(三)電視不實廣告：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與志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於電視廣

告銷售「柚乾柚淨柚子精油洗衣粉」商品，系爭廣告宣稱案

關商品不到 20秒內，可快速洗淨醬油、果汁、鋼筆水、印章、

指甲油、機油等 6 大難纏污垢、可洗淨沾附難纏之芒果汁、

櫻桃汁、檳榔汁等衣物，其廣告內容予人印象，使用案關商

品如以洗衣機清洗或用手搓揉，即可達洗淨效果，惟查比照

廣告內容實驗後卻發現無法將污垢洗淨，核屬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本會

分別裁處 50 萬元及 30 萬元，兩家業者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 6月判決本會勝訴確定。 

(四)多層次傳銷： 

１、寰宇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變更傳銷

制度前及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分別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9 條規定，經本會

裁罰 100萬元，業者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107年 12月

訴願駁回，本會勝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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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

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

變更報備；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

規定；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

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同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未

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之退出退

貨，違反同法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未依法定

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

後之退出退貨，違反同法第 24條準用第 21條第 2項規定，

經本會裁罰 360 萬元，業者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108

年 1月訴願駁回，本會勝訴確定。 

三、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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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機關業務報告案一                    提案單位：宜蘭縣政府 

案由：為宜蘭縣政府 107 年度協助辦理公平交易業務概況及績效案，

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貴會 108年 7月 18日公綜字第 1081160625號函辦理暨「公

平交易委員會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府於 107年代提供書表資料 1件，代轉案件 1件，協辦案件 1

件、協助查證事項 1件。 

三、提供公平交易法相關資料供民眾取閱： 

於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櫃檯置放「公平交易季刊」、「公平交易

通訊」等刊物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說明」、「多層次傳銷法

令與相關案例說明」等宣導摺頁，供民眾索取使用。 

四、協助辦理 107年度協調聯繫會議： 

本府擔任 107 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

」協辦機關，於 107 年 8 月 16 及 17 日在本縣礁溪鄉中天溫泉

渡假飯店召開上開會議，並於 17日下午前往橘之鄉蜜餞形象館

及宜蘭設治紀念館等參訪。期間本府協助就與會人員往返會場

與礁溪火車站，及會議當日永續發展課程之地點、時程擬具規

劃安排等事宜，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五、協助宣導公平交易法成果： 

(一)本府於 107年 8月 31日在本府文康中心協助貴會辦理「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規範說明會」，計有本市不動產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仲介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及地政士公會等會員共 54人參加，由貴會

派員擔任講師，活動滿意度佳，宣導成效良好。 

(二)本府於 107 年 10月 5日於本府文康中心舉辦「107 年度公平

交易法宣導說明會」，說明會主題為「多層次傳銷法令與相

關案例說明會」，計有縣內相關業者、教職員、基層民眾、

府內同仁、商業會及縣鄉、鎮、市公所協辦公平交易同仁等

會員計 120 人參加，由貴會派員擔任講師，活動滿意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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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成效良好。 

六、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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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機關業務報告案二                    提案單位：基隆市政府 

案由：為基隆市政府近年協助公平交易委員會辦理公平交易業務概況

，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貴會 108 年 7 月 18 日公綜字第 1081160625 號函辦理暨「

公平交易委員會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實施要點」辦理。 

二、提供公平交易法相關資訊供民眾了解： 

(一)於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櫃檯置放「公平交易季刊」、「公平交

易通訊」等刊物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

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不當的瓦斯安全器材銷售行為」等宣導摺頁供民眾閱讀。 

(二)於本府產業發展處網站轉貼公平相關報導供民眾閱覽並了解

近期公平交易相關案件。 

三、協助宣導公平交易法成果： 

(一)本府為加強本市相關企業經營者、民眾及本府暨所屬機關協

助辦理公平交易法同仁知法、崇法觀念，確保公平競爭及維

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每年均定期辦理公平交易法

宣導說明會。依據貴會 108年 3月 7日公綜字第 1081160166

號函辦理 108 年度公平交易法宣導說明會計畫及經費核撥原

則，本府於 108年 6月 12日上午於本府 4樓簡報室舉辦「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與案例說明」宣導會，本

次說明會由貴會公平競爭處黃視察麗明擔任講師蒞臨講授，

邀請本府暨所屬機關同仁與會，參加人數計約 58名，參加本

次宣導課程非常踴躍，由問卷調查顯示，參加人員對本次說

明會整體滿意程度達 94.83%，另同意本次說明會有助於瞭解

公平交易法規範內容及貴會職掌範疇比率亦為 94.83%，活動

滿意度頗佳，宣導成效良好。 

(二)積極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辦說明會及研討會，如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會、競爭政策資料及

研究中心演講、臺灣競爭政策及競爭法國際研討會，藉由參

加會議及說明會，提升承辦人員知能，有助於推動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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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業務。 

(三)本府於年度例行活動如外木山長泳、植樹節及鎖管季等活動

中以設攤宣導或闖關遊戲方式聚集人潮，於活動中宣導公平

交易相關法令。 

(四)印製業務相關海報請本市區公所協助張貼，並於本府執行公

共安全聯合稽查時請業者協助張貼，提供民眾如遇到不實廣

告、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爭等情事，可撥打檢舉專線，以確

保公平交易。 

四、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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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機關業務報告案三                    提案單位：新竹市政府 

案由：為新竹市政府近年協助辦理公平交易業務概況及績效案，謹報

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貴會 108 年 7 月 18 日公綜字第 1081160625 號函辦理暨「

公平交易委員會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實施要點」辦理。 

二、提供公平交易法相關資料供民眾取閱： 

於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櫃檯置放「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

施行細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

之指導原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情節重大案

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不當的瓦斯安全器材銷售行為」等

宣導摺頁，供民眾索取使用。 

三、辦理宣導說明會： 

(一)107 年 8 月 1 日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之處理

原則與規範」宣導說明會。 

(二)108 年 9 月 4 日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家電廣告之規範

與案例說明」宣導說明會。 

四、協助宣導公平交易法成果： 

(一)本府於 107 年 9 月 8 日在新竹市南寮漁港，辦理國際風箏節

，同時宣導商品標示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活動滿意度佳

，宣導成效良好。 

(二)本府於 108 年 6 月 23 日及 6 月 29 日，於本府廣場分別舉辦

來州廳呷冰及好食祭，以美食街方式聚集人潮，於活動中宣

導聰明消費及公平交易相關法令，參與民眾共約 1,800 人，

宣導成效良好。 

五、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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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機關業務報告案四                    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 

案由：為桃園市政府 107年至 108年 7月 31日協助辦理公平交易業務

概況及績效案，謹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貴會 108 年 7 月 18 日公綜字第 1081160625 號函辦理暨「

公平交易委員會請地方機關協助辦理業務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府於 107 年至 108 年 7 月 31 日代轉涉及公平交易法案件 10

件，其中不實廣告 9 件，另代轉涉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案件 6

件。 

三、提供公平交易法相關資料供民眾取閱： 

於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櫃檯置放「公平交易季刊」、「公平交易

通訊」等刊物，供民眾取閱。 

四、協助宣導公平交易法成果： 

(一)本府於 107年 4月 11日在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4樓視聽中心綜

合會議廳，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之規範與案

例說明會，計有本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代銷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及地政士

公會等會員 158 人參加，由貴會派員擔任講師，活動滿意度

佳，宣導成效良好。 

(二)本府於 107年 6月 16日，於桃園市中壢區光明公園辦理聰明

消費逗陣來親子園遊會，以園遊會及闖關遊戲方式聚集人潮

，於活動中宣導聰明消費及公平交易相關法令，參與民眾約

2,000人，宣導成效良好。 

(三)本府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於桃園市中壢區松鶴會館，辦理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宣導說明會，由貴會派員擔任講師，說明多

層次傳銷相關規定及如何避免誤入變質多層次傳銷等，計有

桃園市松鶴會成員 90人參與，活動滿意度佳，宣導成效良好

。 

(四)本府於 108 年 5 月 4 日，於桃園市桃園區風禾公園辦理聰明

消費逗陣來親子園遊會，以園遊會及闖關遊戲方式聚集人潮

，於活動中宣導聰明消費及公平交易相關法令，參與民眾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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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人，宣導成效良好。 

(五)本府於 108年 5月 22日在桃園市綜合會議廳，辦理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之規範與案例說明會，計有本市不動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不動

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及地政士公會等會員 148 人參加，

由貴會派員擔任講師，活動滿意度佳，宣導成效良好。 

五、以上情形，謹報請 

公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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