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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多層次傳銷」係企業透過多層獨立的直銷商（Distributor）來銷售商品或提供

勞務，每一直銷商除銷售商品賺取利潤外，並可透過自己所招募、推薦及訓練之直

銷商而建立的銷售網，銷售商品以獲取業績獎金，且每一位新進之直銷商均可循此

模式行銷商品的一種行銷方式 1。其名稱係自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 或 Multi 

Level Distributor Ship或Multi Level Marketing Plan）迻譯而來，與日本所稱之「連

鎖販賣」（連鎖販売取引）相似，乃指以多階層或多層級之行銷方式來銷售商品或

勞務，為企業經營策略之一種，屬於商業活動之範圍，為價值中立之學術名詞，原

非不法之行為 2。惟在高度競爭的經濟生活中，企業為求生存，其所運用之行銷策

略不免會有變質，例如以誇大不實、煽動誘惑、崇洋媚外之廣告、浮濫的贈品、折

扣等促銷行動來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多層次傳銷亦然。昔日政府由於對企業經營採

取尊重放任之態度，以致各種不法之商業行為到處充斥，形成經濟倫理鬆散、交易

                                                      
* 作者曾任高雄高分院庭長、花蓮、雲林、台中地方法院院長、司法官訓練所講座。現任花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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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混亂，消費者經常上當受騙之情形 3。 

多層次傳銷原屬正當的商業活動，惟經過不肖之商人以掛羊頭賣狗肉之方式將

之變質後，即具有詐欺之本質。蓋業者在招募人員時，經常承諾不切實際的高收入

或宣稱容易招募人員 4，使人盲目跟進；迨一旦加入後發現人際網絡已臻飽和時，

為恐自己成為最後一隻老鼠，落得血本無歸，勢必無所不用其極，輕者故意隱瞞重

要交易事項及市場資訊，不予告知被推薦者，重者揑造不實之訊息，誘人加入供其

剝削及脫身 5，造成惡性循環，敗壞社會人倫之現象。其性質有如賭博行為，無形

中會使參加者產生投機僥倖之心理，懈弛勤勞之意志，麻痺健全之經濟思想，妨害

社會之向上發展。倘對其放任不管，令消費者自生自滅，實非良策。以民國七十年

代所爆發之「台家事件」，受害人遍及全省各地，訴訟案件（被控詐欺罪）高達十

餘件，竟因無專法對之加以處罰，以致任由有關之負責人逍遙法外 6，引起社會上

極度之爭議與不安，並紛紛要求政府制定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7 之前車之

鑑，足見多層次傳銷立法之迫切性。 

變質（不正當）的多層次傳銷，因含有詐欺之本質，足以腐蝕社會人倫的基

礎，妨礙社會交易秩序，侵害消費民眾的權益，諸多國家均立法加以禁止；但名稱

則另以其他用語稱之，以示與價值中立的「多層次傳銷」之名詞有別，例如在外國

列為犯罪行為之「金字塔銷售術」（Pyramid Sales Scheme）或「無限連鎖販賣」

（Endless Chains）或「連鎖配銷計畫」（Endless Chains Distribute Plan）或「滾雪

球計畫」（Snow Ball System）或「老鼠會」（Rat Club）等。至於正當之多層次傳

銷乃行銷方式之一種，本無特別立法規範之必要；但因其極易被利用變質為詐欺之

工具，再加上其本身具有訪問販賣及招募人員之特性，在販賣商品及招募人員之過

程中，不免有直銷商以脅迫、利誘、詐騙、故意隱瞞事實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推

銷出售商品給消費者或招募人員加入組織，使消費者之權益受到損害。因此，即使

                                                      
3 蘇永欽 (1988)，「關於老鼠會問題幾點法律上的看法」，民法經濟法論文集，518。 
4 Lawrence S. Liu (2002), “Fostering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 Façade of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77. 
5 張嘉真 (1993)，「多層次傳銷」，載呂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合著，公平交易法解讀，157。 
6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71年易字三○二號、臺灣高等法院 72年上易字九五號刑事案件。 
7 聯合報 71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鼠會猖獗，取締無法律根據；大量繁殖，受害人悔之晚矣」。
中國時報 71年 1月 13日第 5版「關心老鼠會，座談會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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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未經變質設計，但此種不當之訪販及招募手法，仍有加以管理之必要 8，

俾防止其濫用合法之地位，甚至變質。在外國之立法例中，對於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不外採取兩種方式，即管理性（Regulatory）與禁止性（Prohibitory），前者要求業

者提出年度報告或提供多層式推銷術實施以前之申請資料，以禁止虛假或誤導之陳

述，並要求業者向參加人買回可以再行銷售之商品，允許被害人取回三倍之損害賠

償，以及授權發禁制令（Injuctions）之救濟與罰款。此制之優點在於政府得對於多

層次傳銷作全面性之掌握與瞭解，但缺點則會因官僚主義而滋生流弊。後者則將多

層次傳銷視為不公平或欺騙性之交易行為，而規定不得有設立、經營、廣告、發起

或參與之行為；此制之優點在於可以防患不法之行為於未然，但缺點則在過於僵硬

化 9。 

我國有關多層次傳銷之立法，自民國 71 年起，歷經多次爭議與變動，由最初

單獨立法的構想，發展至擬納入公平交易法中之專章，再演變成在該法中訂定數個

分散之條文，另加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其名稱亦有「不當傳銷」、「多層

次推銷」、「連鎖傳銷」及「多層次傳銷」的爭辯 10。最後拍板定案者係納入 80年

2 月 4 日公布之公平交易法中將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列入該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之範

圍，而加以禁止之（第二十三條）。並於嗣後修正公平交易法時增訂關於參加人之

契約解除權、終止權及退貨、退費等涉及權利義務等事項之規定，以加強保護參加

人之權益（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十三條之三）。另外又將「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參加人之定義」規定

在同法第八條第三、四、五項。此外，復就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等相關事

項，採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第二十三條之

四），以防變質。就法理上言，不公平競爭旨在保護市場之經濟，其所維護之法

益，必須與競爭有關。而所謂競爭，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

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四條）。多層次

傳銷，於商品或勞務尚未行銷至消費者之手中以前，所存在之關係，本質上仍屬行

                                                      
8 陳錦全 (1989)，多層次傳銷立法之研究，東吳法研所碩士論文，9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籌備處法制組 (1993)，「工作報告(七)」，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規範，14。 

9 Lawrence S. Liu (2002), “Fostering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 Façade of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1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77. 

10 李建榮 (2000)，「多層次傳銷之管制」，公平交易法新論，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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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者自己內部間之關係，與市場之競爭或競爭方法毫無關聯；且法律規範變質多層

次傳銷之目的，乃在於保護消費者之權益，避免社會大眾受到損害，而非維護市場

之競爭秩序，故將之納入公平交易法中之不公平競爭章，體例上似有不妥 11。惟因

政府以多層次傳銷在國內已日益盛行，牽涉層面頗廣，如仿照外國另行立法，將緩

不濟急，乃維持目前之法制 12。如就廣義而言，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對於其他之業

者，係構成一種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又多層次傳銷之不當訪販手法對消費者

亦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之欺罔行為，故將之納入不公平競爭之範疇，似亦能言之

成理。 

貳、其他國家、地區多層次傳銷立法之分析 

一、美國之立法例 

(一) 概 說 

美國除少數州尚未制定法令規範金字塔銷售術外，其餘各州對於多層次傳銷均

已立法加以禁止或管理，惟各州立法之時間先後不一，法律名稱亦有不同13，堪稱

是世界各國立法例中最繁雜者。在聯邦與各州尚未對多層次傳銷與金字塔銷售術制

定專法以前，各州曾以「彩券法」（Lottery statutes）、媒介銷售法（Referral sales 

statutes）、證券法（Securities statutes）以及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statutes）、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Act）、詐欺法（Fraud statutes）來制裁金字塔銷

售術，且都曾獲得法院之支持。在聯邦交易委員會則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

規定來命令其立即停止不法行為，並返還參加人全部之投資額。對於防止多層次傳

                                                      
11 陳祐治 (1992)，公平交易法比較研究，18。（臺灣高等法院 81 年度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
告）。 

12 袁坤祥（前經濟部商業司司長）於 75年 6月 6日在「多層次傳銷之立法與消費者保護」座談
會之發言，統領雜誌，7 月，80。蔡行道 (1993)，「參加傳銷，先認清政府管理措施」，載傳銷
世紀創刊號第八十八頁。 

13 Ray Andrew (1984), “An Overview of Definitional Differences in State Antipyramid Acts”, 18 
(January) Manger And Council State Government Affairs. 



 多層次傳銷立法之評析 135 

銷之不當訪販，則訂立「沿戶銷售規則」以資規範 14。 

然以上述法規來規範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在理論上均有可議之處。例如彩券法

中彩券之定義為：由抽籤（lot）或機率（chance）來分配有價物品之報酬之一種方

式。其存在之三個要素為：1. 獎品（獎金）之提供。2. 由機率給予獎品。3. 參加者

支付金錢或其他對價 15。法院認為金字塔銷售計畫之參加人之投資構成對價之要

件，推薦他人而獲利符合獎金之要件，是否獲得獎金又係取決於機率（公司能否勸

誘被推薦者簽約加入），故可以彩券法涵蓋之。惟事實上諸多合法事業之投資均不

免有機率存在，其商業風險（Commercial Risk）可能遠大於參加金字塔銷售計畫

（例如房地產、股票之投資），故以彩券法規範金字塔銷售術，實屬牽強 16。而多

數州制定媒介銷售法原在於處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之欺騙消費者之行為。根據傳統

之媒介銷售計畫，如買主提供其他可能購買之顧客名單，且此等顧客亦購買時，買

主可獲得佣金，以抵其所購物品之價金；此種計畫主要在誘使消費者購買其通常不

致購買之商品，與一般之金字塔銷售術性質上並不相同，故以媒介銷售法來制裁金

字塔銷售術，不免令人有扞格不入之感 17。 

又法院雖曾認定金字塔銷售術應構成證券中的投資契約（ investment 

contract），在聯邦的層次，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亦曾經宣布金字塔銷售術之

利益為一種證券，應受聯邦證券法之規範；但亦曾出現不同之見解。在 SEC.V 

KoscotInterplanetary lnc一案，地方法院即認為金字塔銷售術之合約，與聯邦最高法

院在 Howey一案中所謂之投資契約，係指投資人出資於一共同事業，而其報酬全然

取決於發起人（Promoter）或第三人之經營績效的契約不同，故不能認為是投資契

約
18。 

由於對此方面之見解分歧，各州均避免援用證券法來作為取締金字塔銷售術之

                                                      
14 陳錦全著前揭論文，111。 
15 Black’s Law Dictionary (1991), 1097. 
16 State of North Carolina ex.rel. Robert Morgan, Attorney General v. Dare To Be Great Inc. 15 N.C. 

App. 275 189 S.E. 2d 802. 
17 經濟部商業司簡報資料「法律之下的金字塔式銷售方法」；卜約翰備忘錄「美國之老鼠會
法」。 

18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v. Koscot Interplanetary Inc. 497 F. 2d 473 1974 U.S. 
Fifth Circuit. 
Rhonda Bundy (1990), “Federal Securities Regulationa: Do They Adequately Serve Their Prescribed 
Purpose of Protecting Investors from Pyramid Schemes?” 21 Mem. St. U. L. Rev. 123. 



13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依據。至於以消費者保護法、反托拉斯法及詐欺法等一般法律來制裁變質多層次傳

銷，乃在未專門立法以前之權宜之計，終非長久之道，為免黔驢技窮，各州遂紛紛

立法。但因各州對於變質多層次傳銷所採取之行動並不一致，業者在一州被禁止營

業以後，可以馬上遷移陣容至鄰近的他州繼續活動，或引誘民眾到沒有法律禁止的

州從事活動，或成立新的公司繼續營運，以拖延其活動之時間。因此參議員孟岱爾

乃於 1972 年向國會提出「孟岱爾法案」（Mondale Act），希望以聯邦立法之方式

規範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後來雖未能實現，但其內容卻為許多州採為立法之藍本

19。 

(二) 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範 

1. 刑事方面 

美國各州對於變質的多層次傳銷主要是以「金字塔銷售法」或「金字塔推銷

法」（Pyramid Sales Schemes Act or Pyramid Promotional Schemes Act）來規範，其

中 1983 年之亞利桑納州修正法律彙編第四四～一七三一節（Arizona Revised 

Statutes Sections 44~1731）以下之規定，即為重要之例，並經猶他、愛達華、伊利

諾諸州仿傚。其主要之內容如下 20。 

第四四～一七三一節： 

(1) 「多層次銷售術」係指任何計畫或活動，其參加人給付對價，而取得獲取報

酬之機會，參加人獲致報酬，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參加該計畫或活動，而非

基於參加人或其他經介紹而加入者之銷售商品、服務或無形財產。 

(2) 所謂報酬（Compensation）包括零售商品給加入者及支付一定代價後有權參加

金字塔銷售計畫者所獲得之給付。 

(3) 所謂對價（Consideration）係指支付現金或購買商品、服務或無形財產，但不

包括：按成本購買用於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例如展示樣品、工作手冊及專

家諮詢服務），而不再供轉售者。為銷售或介紹活動所花費之時間與努

力。 

                                                      
19 Harold S. Bloomenthal & Samuel Wolff (2004), Securities and Federal Corporation Law, 2ed.§2: 

71. 
20 supra not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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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四～一七三五節：金字塔銷售計畫應予禁止及排除抗辯。 

(1) 任何人一概不得設立、營運、廣告或發起該計畫。 

(2) 縱限制參加之人數，或是有資格參加及獲取該計畫或活動之報酬之機會，尚

須視其他條件，其為金字塔銷售術之本質並不因之而變更。參加人於給付對

價時，除取得獲取報酬之權利外，並取得商品、服務或無形財產，此一事

實，不得為本條之抗辯。「金字塔型推銷組織」，係指一種計畫或組織，凡

屬於其會員者必須支付入會費，以享有領取獎金之權利。會員之獎金主要靠

介紹他人入會，而非靠該會員或經介紹之他人銷售貨品、勞務或其他無形財

產。所謂「推廣」指吸收一人或數人入會之行為。任何人不得設立、經營、

宣傳或推廣金字塔型推銷組織。違反者，即犯輕罪（Misdemeanor）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二萬元以下罰金21。在刑事責任方面，除有規定係犯輕

罪（如馬利蘭州）外，亦有規定構成重罪（felony），如肯塔基州、愛達華

州。 

2. 民事方面 

在民事法律效果方面，有規定金字塔銷售計畫之參加人或買受人，可以主張其

所訂定之參加契約或買賣契約無效，並請求業者或出賣人返還其所付出之對價（亞

利桑納州）。亦有規定金字塔銷售術之契約違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而無效，

並且不具執行力（unenforceable）（北卡羅那州）。至於在多層次傳銷之不當訪販

方面，各州則有制定「沿戶銷售法」（Door to Door Sales Act）或「家庭訪販法」

（Home Solicitation Sale Act）。另外，聯邦公平交易委員會亦訂有「沿戶銷售冷卻

期間規則」，其主要之內容係規定，以沿戶銷售對消費者進行訪問販賣時，出賣人

應對買受人負充分的真實告知等義務，及買受人享有於訂約後一定期間（三天）內

解除契約之權22。 

                                                      
21 經濟部編 (1986)，各國公平交易法有關法規彙編，88。 
22 陳錦全 (1989)，前揭論文，1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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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之立法例 

(一) 概 說 

日本在變質之多層次傳銷登陸之初期，並無相當之法規可資規範，政府僅能以

行政勸導之方法呼籲民眾不要參與及加入，以免陷入圈套。惟成效不彰，被害者仍

不計其數，嗣經受害民眾採取自救行動，始進行立法之工作，並先後在昭和 51 年

（1976 年）6 月 4 日頒布「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同年 12 月 3 日施行，昭和

59 年及 63 年分別修正）及昭和 53 年（1978 年）11 月公布「關於防止無限連鎖會

之法律」（次年 5 月 11 日施行，昭和 63 年修正第 2 條）。前者係規範多層次傳銷

（日語稱為連鎖販賣交易）之法律（日本對於有商品介入之變質多層次傳銷即老鼠

公司或惡德多層商法，並無專法制裁，而是合併以關於訪問販賣等法律來規範）

23。後者則為規範無商品介入之「銀老鼠會」或「金錢老鼠會」。 

(二) 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規定 

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訪問販賣等關法律），包括訪問販賣、通

信販賣及連鎖販賣交易，其中有關連鎖販賣交易部分，條文共有十八條，其主要之

內容如下 24
： 

1. 立法目的：為謀有關交易之公平，並防止消費者遭受損害，保護消費者之利益，

促使商品正當而順暢流通，以利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 

2. 定義：所謂「連鎖販賣交易」，係指商品販賣業對從事於販賣商品之再販賣，以

可獲得特定利益（指由再販賣該商品之他人提供之對價或其他之利益）予以引

誘，以使該人作特定負擔（指該商品之購買或對價之提供）為條件之商品或勞務

之販賣或介紹而言。所謂「對價」係指交易費、入會費、保證金及其他以任何名

目，於從事交易或變更交易條件時所提供之財物而言（第十一條）。 

3. 不當勸誘行為之禁止：連鎖販賣業者就商品或勞務之販賣或介紹，勸誘他人訂立

                                                      
23 梶村太市、深澤利一、石田賢一合編 (1992)，現代實務法律講座「訪問販賣法」；通商產業

省產業政策局編 (1990)，訪問販賣、通信販賣、連鎖販賣取引苦情處理。 
24 三省堂 (1990)，新六法，平成二年版，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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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時，對有關連鎖販賣業之重要事項，不得有影響對方判斷或表示確實可得特

定利益而使對方產生錯誤之判斷或故意不告知事實或告以不實事項之行為，亦不

得有強暴脅迫之行為。違反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及一百萬（修正前為五十萬）日

幣以下之罰金。法人之代表及法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就有關之業

務違反時，除處罰行為者外，對法人及自然人處以各該條之罰金刑。主管大臣並

得命令停止該連鎖販賣之勸誘或停止其交易之全部或一部（第十二條、十六條、

二十二條、二十四條及施行令第六條）。 

4. 書面契約之訂立與交付：連鎖販賣業者應依通商產業省之規定，訂立載明該連鎖

販賣業概要之書面契約，交付與欲承擔該連鎖販賣交易條件之相對人（第十四

條）。 

5. 冷卻期間與解除契約之規定：連鎖販賣業之參加人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得以書

面通知連鎖販賣業者解除契約，業者不得向解約人請求違約金或因解除契約所生

之損害賠償。倘商品已交付時，取回商品所需之費用，由業者負擔。違反以上之

規定，且對參加人不利之特約無效（第十七條）。 

6. 報告及調查：主管大臣於必要時，得要求業者、勸誘者提出報告，或派員至業者

之店舖或其他營業場所，檢查帳簿、文件及物品（第二十條之二）。 

(三) 關於「防止無限連鎖會之法律」規定 

關於防止無限連鎖會之法律（無限連鎖講防止關法律），條文只有七

條，主要在嚴禁金錢老鼠會之相關行為，並對業者與勸誘他人加入之會員分別加以

不同之處罰。重要之內容如下 25
： 

1. 立法目的：有鑑於無限（無止境）連鎖會，具有終將破滅之性質，卻煽動當事人

之投機心理，使加入者蒙受經濟上之損失，除禁止其參與之行為，並防止無限連

鎖會危害社會（第一條）。 

2. 定義：無限連鎖會係一種金品（包括表示財產權之證券或證書），加入者支付一

定之金額，而加入者將無限止的增加，先加入者為優先順位，繼之以二以上之倍

率逐級增加，分段增加之後加入者為後續順位，前順位者從後續順位者繳付之金

                                                      
25 同前註，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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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中抽領高於其原先繳付之金額（第二條）。 

3. 無限連鎖會之禁止：任何人均不得開設、或經營無限連鎖會，亦不得有加入或勸

誘他人加入或為助長無限連鎖會之行為。政府應致力防止無限連鎖會之調查並防

止其啟蒙活動（第三條、第四條）。 

4. 罰則：開設或經營無限連鎖會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科或併科三百萬日幣以

下之罰金。以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為業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及三十萬日幣

以下之罰金。以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者，處二十萬日幣以下之罰金（第五、

六、七條）。 

三、英國之立法例 

英國係以 1973 年施行的公平交易法（母法）來規範金字塔銷售術，其中第十

一編即係規範有關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定，並在該法的授權下，由貿易產業部長頒

布「金字塔銷售術管理規則」（子法），來規範多層次傳銷不當訪販手法及其變質

之有關規定。其主要內容如下
26
： 

(一) 公平交易法第十一編規定，參加人或受邀為參加之人基於可由介紹他人加入而

獲得報酬或經濟利益之預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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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受款或受有利益的發起人或參加人即為犯罪（第一二○條

第三項）。換言之，依該法規定，為了獲得報酬而介紹他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之

行為即為犯罪，構成該犯罪行為時，於簡易判決（Summary conviction）處三月

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四百英鎊以下罰金；於起訴之判決（Conviction on 

indictment），則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受數目限制之罰金（第一二

二條）。前述犯罪行為之追訴權，自檢察官發現犯罪時起一年，或自犯罪行為

時起三年內不行使而時效消滅（第一二九條）。 

(二) 金字塔銷售術管理規則規定： 

1. 冷卻期間與終止契約（terminate）之權：參加人有七天的冷卻期間，於該期間

內可以書面通知發起人終止契約而不必付違約金（Penalty）。契約終止後，參

                                                      
26 陳錦全 (1989)，前揭論文，156-162、177-179；前揭法制組工作報告「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規

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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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得解除因契約而生之責任，而得要求發起人於七天內返還因參加該計畫而

為之給付，但參加人已銷售之商品和所收受而尚未返還給發起人之商品價額應

予扣除；參加人返還發起人之商品，若有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而減損價值

之情形，發起人亦得由參加人所為之給付中扣除後再返還餘額。倘參加人在冷

卻期間以外的時間終止契約，則參加人可以要求發起人以不低於當初購買價格

九成之價格買回參加人持有之商品；若商品有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而減損

價值者，發起人亦得扣除之。如果是由發起人終止契約時，發起人則須以參加

人當初購買的原價買回其商品，若有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致商品價值減損，

仍得扣除之（第六條）。 

2. 參加人獲得完整書面契約之權利：發起人或參加人必須於參加人加入時即提供

一份詳列參加條件內容及第六條所規定之權利（即冷卻期間與終止契約權）之

完整書面契約複本給參與人，否則不得以任何方式供給參加人商品或勞務（第

五條）。 

3. 民事責任：違反管理規則第五條之規定時，參加人可以請求返還所為之給付，

並且在未獲完整書面契約之交付及終止契約權之通知前，不必給付貨款。 

四、香港之立法例 

香港在 1980 年頒布「多層式推銷禁止條例」，全部條文只有六條，主要之內

容如下 27
： 

(一) 定義：所謂「多層式推銷法」係指利用下列方式進行推銷之組織：1. 每位會員

享有介紹新會員之權利，新會員亦享有該同等權利，餘類推。不因會員人數或

享受權利資格受限制而有別。2. 會員因介紹他人入會時或介紹他人入會後可領

獎金，而獎金之計算不按其本人或其他會員實際銷售貨品或提供勞務之價款為

基礎。所謂「獎金」一詞包括退費、佣金、折扣或津貼，但不包括依市價出售

其自用之推銷展示設備材料所得之價款（第二條）。 

(二) 罰則：凡故意從事多層式推銷組織之推廣工作即屬犯法，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科港幣壹拾萬元以下之罰金（第三條）。 

                                                      
27 經濟部編印 (1986)，各國公平交易法有關法規彙編，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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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犯罪主體：公司或非公司之組織觸犯本條例之罪者，於犯罪發生時擔任公司之

董事、董事會秘書、高級職員或經理人，或擔任非公司組織之合夥人、會員、

主持人或經理人者，視為觸犯相同之罪；實際從事上開職位之工作者亦同（第

四條第一項）。 

(四) 民事賠償：法院依本條例為刑之宣告時，不論其他法律有無相反之規定，得命

該罪犯支付合理之損害賠償金，以補償犯罪被害人之財務損失（第五條第一

項）。依第一項規定所判決之賠償金，得由被害人依民事債權行使其權利，受

領賠償（同條第二項）。 

參、我國之立法 

一、概說 

我國之公平交易法係於民國 80 年 2 月 4 日三讀通過，81 年 2 月 4 日施行。在

此之前，對於多層次傳銷並無專法可資規範。在刑事責任方面，變質多層次傳銷只

能視情形依詐欺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常業詐欺罪（刑法第三百四十條）及

準詐欺罪（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論科，但因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刑法第一

條），成立上開罪名之機會不大，此由「台家案件」一案可以獲得印證，故欲對之

繩以刑責，相當不易28。在民事責任方面，被害人可視情形，依意思表示錯誤（民

法第八十八條），受詐欺、脅迫（民法第九十二條）暴利行為（民法第七十四

條），侵權行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業者請求回復原狀（返

還已繳之費用）或損害賠償（民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第一百八

十四條第一項）。惟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被害人對於其意思表示錯誤、受詐

欺、脅迫，或乘其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

情形顯失公平或對方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必須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且又有除斥期間與短期時效之規定（民法第九十條、第

                                                      
28 前法務部長施啟揚在立法院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時亦表示，多層次傳銷如果沒有詐欺情事，並

不構成違法。見 76 年 4 月 23 日經濟日報第十版「多層式直銷法不違法，如果有詐欺才構成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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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條、七十四條第二項、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因此，被害人欲依民法有關

之規定尋求救濟，亦煞費週章。公平交易法對於有關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規定，正可

彌補此方面之缺憾。以下分別將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定加以敘述。 

二、我國關於多層次傳銷之規定 

(一) 母法規定方面 

1. 立法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特制定本法」（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按公平交易法所規範者主要為兩大

範疇，一為反壟斷法（防止限制競爭或反托拉斯法），一為反不公平競爭法（不

正競爭防止法）。變質多層次傳銷本屬一種獨立之形態，與上述二種法律之性質

並不相同，但因立法上之權宜措施 29，乃將之納入反不公平競爭之領域，兼可收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之效，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亦屬不謀而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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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

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第八條）。本條之用語，似係仿傚 1982

年 7 月 1 日生效之美國馬利蘭州「金字塔型推銷禁止法」中關於「金字塔型推銷

組織」前段之文字而來30，故與我國民間對於多層次傳銷所作之意義頗有出入31。 

3.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及參加人之定義：「本法所

稱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指就多層次傳銷訂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行為

之事業」。「外國事業之參加人或第三人，引進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本法所稱參加人如下：(1)加入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者。(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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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同註 12。 
30 同註 21。 
31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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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加之權利者」（公平交易法第八條三項、四項、五項）。乃將原多層次傳銷

管理辦法第三、第二十四及第四條之規定，提升為母法位階，使其在法律上的意

義更加明確。 

4. 變質（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之禁止及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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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

條）。「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揭

露、對參加人應告知之事項、參加契約內容、參加人權益保障、重大影響參加人

權益之禁止行為及對參加人之管理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係兼採禁止主義與管理（報備）主義，對

於變質多層次傳銷嚴加禁止，以保障參加人及正當多層次傳銷業者之權益；對於

一般之多層次傳銷則加以管理，以免變質，並防止不當之訪販手法。乃在同一法

典中合併規範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及一般之多層次傳銷，在各國之立法例中尚屬少

見。盱衡多層次傳銷自引進我國以後，發展快速蓬勃，素質參差不齊，且正當與

不正當間，往往祇在一線之隔，迨其變質，再謀救濟，易貽誤時機，故以雙管齊

下之方式引導多層次傳銷於正軌，立法上或有其考量之處。條文對於變質多層次

傳銷所作之界定，與上述美國大多數州立法例中關於「金字塔銷售術」之定義類

似，均側重在參加人之報酬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源自於介紹他人參加，而與銷

售行為無必然之關聯。俾免最底層之參加人（在所有層級中通常人數亦為最多之

一批）因無人可拉而遭受損害。 

5. 多層次傳銷參加人之契約解除權及終止權：契約解除權及終止權乃法律賦予參加

人相當重要之權利，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 14

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契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參加人退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參加人自行送回商品，並返還參

加人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多層次傳銷事

業依前項規定返還參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參加人

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前

項之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第二十三條之一第

一、二、三、四項）。參加人於前條第一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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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參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後 30 日

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有之商品，

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

時，其減損之價額。（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二項）。參加人依前二條行使解除

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向參加人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

害賠償或違約金。前二條關於商品之規定，於提供勞務者準用之。」（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二項）。 

緣多層次傳銷業者與參加人所締之契約，通常均為定型化之契約，其契約之內

容咸由業者片面決定，參加人唯有附合之成分，故對於契約中最重要之事項即參加

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此所生之權利義務，必須特別加以明定。且參加人每

為經濟上之弱者或缺乏社會之經驗，容易因被利誘或認識不清，一時衝動即盲目加

入多層次傳銷事業。為使其加入後有重新檢討，改變初衷之機會，特規定契約中應

有猶豫期間（冷卻期間）之約定，以確實保障參加人之權利。此項猶豫期間（14

日）較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沿戶銷售冷卻期間規則」（3 日）及英國「金字塔銷

售術管理規則」（7 日）之規定為長，而與日本「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之規定

相同。並仿照上述立法例，就契約解除後，業者與參加人雙方回復原狀之內容加以

明定，以防糾纏不清。 

又參加人於猶豫期間內雖未行使契約解除權，但其與業者間既無僱傭關係，基

於工作自由之精神，日後仍得隨時退出。為防止不肖業者對於參加人加諸種種限

制，使其無法退出，乃參酌英國「金字塔銷售術管理規則」及美國麻薩諸塞、懷俄

明、路易斯安那、佛羅里達等州之立法例，於契約中應明定參加人得隨時終止契

約，並為防制業者向參加人大量塞貨，造成參加人無法脫售之窘境，復規定於契約

終止後 30 日內，業者有向退出之參加人買回存貨之義務。惟此項業者之買回義

務，其價格應合理，過高則無異鼓勵參加人儘量終止契約，以達退還存貨之目的；

過低則使參加人平白損失投資額，失去保護參加人之意義，故應於契約中約定業者

應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之商品，以均衡雙方之利益。 

另外，為恐業者利用各種不合理之條件，例如違約金支付或其他損害賠償之名

義，以阻止參加人行使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故禁止業者向參加人請求因契約解除

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以免法律保護參加人之規定受到牽制。再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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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採多層次傳銷方式行銷者，其標的物除商品外，尚有勞務之提供（例如汽車道路

緊急救援服務及健康檢查服務），故明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二十三條之

二關於商品之規定，於提供勞務者準用之（同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二項），以免在

適用上滋生疑義。 

(二)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方面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上開辦法第一

條），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

關）於 81年 2月 28日發布，並於 88年 6月 16日、91年 4月 24日及 92年 11月

26 日修正，現行條文共有 22 條，內容包括：(1)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營業前向主管

機關報備。(2)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時，應告知其有關之權利、義務，並與

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3)契約中應包括參加人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規定。(4)因

可歸責於參加人事由而解除或終止契約時之退貨處理。(5)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將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置於主營業所，以供參加人查閱。(6)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假借

訓練等名義超收費用。(7)多層次傳銷事業應訂定規範參加人違約事由之處理方式。

(8)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廣告之方法招募參加人或以成功之案例做示範者，應依規定辦

理。(9)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對參加人施以相關法令等教育訓練。(10)多層次傳銷應備

置其發展狀況之書面資料，並接受主管機關之派員檢查。此項管理辦法對於業者及

參加人本身之權益攸關至鉅，不僅可將一般多層次傳銷納入正軌，以發揮監督及輔

導之效果，且具有防弊之功能（防範多層次傳銷不當訪販之弊端及制止變質多層次

傳銷各種詐財之伎倆），以彌足母法規定之不週，並作為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依據

（該辦法第二條），為研究及從事多層次傳銷所不可忽視之一部法規命令，茲說明

其要點如下： 

1. 報備程序：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以書面備齊及據實

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1)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

責人、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及營利事業登記簿影本。(2)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

所所在地。(3)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日。(4)傳銷制度，包括佣金、獎金及其

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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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加契約條款及格式。(6)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

源及其有關事項。(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該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乃仿傚美國喬治亞、路易斯安那、麻薩諸塞、新墨西哥、懷俄明等州所制定之多

層次傳銷法（Multi-Level Distribution Statutes）而來32，以確實瞭解掌握業者關於

組織經營之型態、計畫、營運方針、報酬獎勵制度及業者與參加人（直銷商）間

有關之權利義務之契約內容（除參加契約之規定外，尚包括參加人之申請書、事

業手冊、營業守則及訂貨規則等之條款）等各種資訊及狀況，藉以審查該事業是

否有違反法令及變質之虞，俾能有效管理及預為防範。此外，同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並就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之補正或補充、

原報備內容變更之報備、停止實施傳銷行為之報備、報備名單及重要動態資訊之

公告、無營業跡象之註記等加以規定，以防止報備制度之缺漏，而利於全面之管

理。 

2. 告知義務：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告知下列事

項，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1)實收資本額及前一年度營業總

額。但營業未滿一年者，以其已營業月份之累積營業額代之。(2)傳銷制度，包括

參加人直接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因其後加入之參加人推廣、銷售商品或勞

務時，可獲得利益之內容、取得條件及計算方法。(3)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4)參

加人應負之義務與負擔。(5)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用途及有關事項。(6)商品

或勞務瑕疵擔保責任之條件、內容及範圍。(7)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

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該辦法第十一條一

項）。乃仿傚前揭日本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中之有關連鎖販賣交易部分之立法

例。蓋多層次傳銷係利用組織複製再生之原理，以人員倍增呈幾何級數成長之方

式，來無限擴展行銷網，以達開拓市場，大量銷售商品之目的，故必須藉由舉辦

創業說明會及已加入之直銷商，不斷的招募吸收新人加入。鑑於有些業者，為求

達此目的，不擇手段，往往以虛偽（如吹噓其商品具有某種事實上不存在之特

效）、隱瞞（如市場已臨飽和點，拓展不易，而故意不告知）或引人錯誤（如強

                                                      
32 美國喬治亞州之多層次傳銷法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必須向州政府註冊登記，每年應報告公

司狀況，參加者可隨時退出，而業者須以九折價格買回退出者之存貨等；參見前揭法制組工作報

告(七)「多層次傳銷行為的規範」，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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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加入者短期內均可輕易晉升至高層職級，獲得鉅額報酬）之方法勸誘他人參

加，使參加人對於事業之有關情形及雙方之權利義務不求瞭解，即盲目加入，導

致爾後之權益受損。故為防止此種弊端，特課以業者在參加人加入以前，負有一

定之作為及不作為義務，即在積極方面應主動將有關之事項告知參加人，俾參加

人得以審慎考慮，以決定是否加入。在消極方面不得有虛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以免陷參加人作不正確之判斷。又新進人員欲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恒須

有已加入之直銷商之介紹，俾成為其所建立之行銷網之下線，以利業績之計算；

因此新加入者對於推薦者常馬首是瞻，具有高度之信賴感，故已加入之直銷商介

紹他人加入時，亦不得就前項各款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同條第二

項），以落實該項告知義務之效果。同時，因業者與直銷商間並無僱傭關係，直

銷商不能受到有關法令（如勞動法規）之保障，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唯參加契約

是賴，為使其雙方之法律關係趨於明確，俾日後有所遵循，復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

應包括第一項第二款至八款事項（該辦法第十二條）。又倘招募未成年人為參加

人者，應事先取得該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同辦法第十六條一項），以

免契約之效力陷於不定（民法第七十九條參照）。 

3. 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權利義務：多層次傳銷事業就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

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告知參加人或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契約，其內容除

有利於參加人之外，尚應包括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有關

參加人契約解除權及終止權之規定（該辦法第十三條），以確實保障參加人之權

益。 

4. 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事由而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貨處理：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得自訂

約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契約，並且於該項解除權期間經

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三條之一、二十三條之二），前已論及；乃在契約中保留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

（約定解除權或終止權），賦予參加人得無因（無條件）片面的解除或終止契

約，對於參加人權益之保護可謂極盡周密之能事。為求衡平及兼顧業者之立場，

對於參加人違反營運規章、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多層次傳銷事業

自可解除或終止契約，但就參加人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應於契約中載明（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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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四條），以免滋生紛爭。又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將下列事項列為參加人違約

事由，訂定處理方式並確實執行：(1)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

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銷組織。(2)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或組織向他人募集

資金。(3)以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4)以不當之直接訪問

買賣影響市場交易秩序或造成消費者重大損失。(5)從事違反刑法或其他工商管理

法令之傳銷活動（同辦法第十八條）。以規範其參加人從事與傳銷有關之行為。 

5. 財務報表之揭露：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將經會計師簽證之上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

表備置於其主要營業所，供具有一定資格之參加人查閱（該辦法第十五條一、二

項）。俾其財務得以公開化及透明化，以避免參加人之權益遭受損害。 

6. 不當行為之禁止：多層次傳銷不得為下列各款行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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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參加人繳

納或承擔顯屬不當之保證金、違約金或其他負擔。(3)要求參加人購買商品之數量

顯非一般人短期內所能售罄，但約定於商品轉售後始支付貨款者，不在此限。(4)

於解除或終止契約時不當扣發參加人應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5)約定

參加人再給付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訓練費用或顯屬不當之其他代價，始給予更高之

利益。(6)以違背其傳銷組織或計畫之方式，對特定人給予優惠待遇，足以減損其

他參加人可獲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7)以不當方式阻撓參加人辦理解

除契約、終止契約退出退貨。(8)要求參加人員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該辦法第十

七條一項）。上述所規定之內容，為不肖業者常使用之各種伎倆，此類行徑，縱

無老鼠會之名，但有老鼠會之實，故明文加以嚴禁，以避免其虛設各種名目要求

參加人繳納高額之費用，或乘參加人輕率無經驗，繳納或承擔過高之保證金、違

約金或其他負擔，或命參加人大量進貨，造成無法消化存貨之窘境，或於參加人

退出計畫或組織時，對參加人應得之利益加以剋扣，或約定參加人要取得更高之

特別利益時，須再給付一定之費用或代價，或不合常規獨厚特定人，而損及其他

參加人之利益，或不當阻撓參加人解除、終止契約。蓋多層次傳銷之銷售方式，

極易淪為不肖商人之斂財工具，本條特就實際上常見之各種斂財或變相詐欺之手

段，加以臚列，俾參加人不致受到無端之損害，並可作為該事業變質與否之區別

參考，以達到防範其違法變質之管理目的。又因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恒經由上

線介紹加入，並接受上線之傳授及輔導，為恐居心不良之上線對於參加人藉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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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詐欺斂財，故明定前項之規定，於參加人介紹他人加入者準用之（同條第二

項）。 

7. 以廣告招募參加人及宣稱案例應遵守之事項：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廣告或其他使大

眾可得知之方法招募參加人時，應表明係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並不得以招募員

工或假借其他名義為之。前項規定，於參加人亦適用之（該辦法第十九條）。又

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其參加人以聲稱成功案例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

他人加入時，就該等案例進行期間、獲得利益及發展歷程等事實作示範者，應具

體說明，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同辦法第二十條），以防範多層次

傳銷事業之變質。 

8. 參加人之教育訓練：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後，應對其

施以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事業違法時之申訴途徑等教育訓練（該辦法第二十一

條），俾參加人對傳銷行為能有正確的認識，並瞭解救濟的管道。 

9. 事業經營資料之記載及備置：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書面資料，按

月記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發展狀況，包括事業整體及各層次之組織系統、參加

人數、姓名及地址、銷售或交易之商品或勞務種類、數量、佣金、獎金或其他經

濟利益之給付情形及主要分佈地區。前項資料保存期限為五年。第一項書面資料

得以電子儲存媒體資料保存之。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第一項書面資料，

事業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第二十二條）。本條規定乃因多層次傳銷係藉由不

斷地吸收人員加入而擴張其組織及業務，且係以人員倍增之方式成長，發展迅

速，往往在短時間內，即能擴充數倍以上。為求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並兼顧事

業資料之機密性，實有必要令多層次傳銷將其在國內發展之狀況，按月作成書

面，備置於主要營業所，供中央主管機關檢查，使主管機關有足夠資訊瞭解其活

動情形，而能予以有效輔導或規範。又依第一項備置之書面資料，倘無保存期限

之規定，一則由於過久之資料，對於主管機關資訊之掌握，並無助益；再者，長

久之後，將形成業者重大之負擔，徒增困擾，爰仿照稅捐稽徵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明定其保存期限為五年。另外有鑑於科技文明日益發達，許多企業不論是在

內部管理或對外營運，均紛紛改以電子（電腦）儲存媒體資料，為順應潮流，乃

有第三項之規定。又為使中央主管機關能徹底掌握業者之發展狀況，及查明其是

否確實有遵照規定備置書面資料，爰仿傚日本關於訪問販賣等之法律第二十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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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規定，賦予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檢查之權限，並禁止業者有不合作或阻擾抗拒

之行為，以期充分發揮監督管理之功能。此項規定可謂係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權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之延伸。 

(三) 罰則方面 

為求真正有效規範多層次傳銷，公平交易法對於違反禁止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之

規定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者，訂有下列之罰則：1.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不

正當多層次傳銷之禁止）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金（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法人犯該罪者，除依上開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公平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係仿傚多數

國家之立法例，對違反禁止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之規定者，處以適度之刑罰制裁，其

刑度與日本關於防止無限連鎖會及香港多層式推銷禁止條例所定之刑度相當（惟我

國罰金刑部分較重）。又因多層次傳銷事業以法人（公司）之組織形態居多，而現

行法雖承認法人為實在之團體（法人實在說）33，具有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民法

第二十六條、二十七條），但因法人無肉體及生理機能，並未享有自由權，無法對

之施以自由刑之非難，故採兩罰主義，對行為人（實際從事經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人，如有二人以上，應依共犯論擬）處以徒刑、拘役或罰金；對法人科以罰金，以

期雙管齊下，達到行政刑法防止企業犯罪，維護社會經濟活動之本旨。復以上述所

規定之刑罰，僅屬適度之刑，倘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平交易法

第三十九條），以免寬縱失出。2.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除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外，其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一項）。3.違反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或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者，得限期命其

                                                      
33 施啟揚 (2000)，民法總則，115；賴英照 (1994)，「公司法人本質之理論」，公司法論文

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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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

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同條二項）。4.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之四

所定之管理辦法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同條三項）。乃賦予中央主管機關行

政處分權（包括行政糾正及行政罰鍰），以期發揮實質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效

果。由上可知，公平交易法對於多層次傳銷之罰則部分係兼採行政管制及刑罰制

裁，即行政與司法雙重規範，與外國比較，堪稱係較為嚴密之立法。 

(四) 民事責任 

公平交易法對於民事責任（損害賠償）一般性之規定，原則上在多層次傳銷均

可適用。其有關之規定如下： 

1.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

者，並得請求防止之（公平交易法第三十條），係仿照民法第十八條、著作權法

第八十四條、商標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專利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之體例，以保

全被害人之權益，防患於未然。 

2.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交易法第三

十一條），以作為被害人之請求權基礎，而無須再依據民法有關之規定（如侵權

行為、錯誤、詐欺、脅迫等）請求損害賠償。 

3.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

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一項）。侵

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同條二

項）。按損害賠償之範圍係以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二百十六條）。

惟關於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在訴訟上必須由被害人舉證證明，由於被害人常因

損害額不大或甚難證明實際之損害範圍，致不願或不能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此種情形將造成對不法業者之容或鼓勵，爰賦予法院對於賠償額之酌定權，以

利被害人之求償及審判之進行。惟此項規定僅限於事業之故意行為，方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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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其較具惡性。又侵害人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其利益如超過被害人所受之損害

額時，雖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後，侵害人仍保有不法所得，殊屬不當，故規定

此際被害人得請求專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受之利益計算其損害額，以期衡平。 

4. 以上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為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三條）。本條之立法精神

與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相同，乃就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所作之規定，以督

促被害人及早行使權利，而免懸而不決。 

5.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

登載新聞紙（公平交易法第三十四條）。乃仿照有關保護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著

作權法第八十九條、商標法第六十八條、專利法第八十九條），以正視聽，及兼

具補償功效。 

肆、我國與美、日、英、香港立法之比較 

綜合前述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之立法例，可知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多層次

傳銷之規定，頗多參考其有關之法規34。各國之法律每衡度其國情，因時因地制

宜，本有其不同之考量，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茲就我國與上開各國立法上之基本

異同之處，比較如下： 

一、關於變質多層次傳銷方面 

我國與美、日、英、香港對於變質之多層次傳銷（美國、英國稱為金字塔銷售

術，日本稱為無限連鎖會，香港稱為多層式推銷法）均加以禁止，不准設立及經

營。惟關於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英國、日本及香港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

人，所獲取之報酬中，含有來自介紹他人加入者即屬之；而我國及美國則規定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所獲得之報酬主要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者始屬之，申言之，參

加人所獲報酬中雖含有來自拉人入會者，尚非當然違法。惟我國及美國對「主要」

                                                      
34 見公平交易法第八條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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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均未加以定義，形成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及概括性之條款。 

二、關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方面 

(一) 事業報備及檢查部分 

美國部分州之法律規定，多層次傳銷公司必須向州政府註冊登記，每年須報告

公司狀況
35。我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亦有類似之規定，如第五條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開始實施傳銷行為前，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其事業名稱、開始實施

傳銷行為之日、主要營業所在地、傳銷制度、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等資料。第二

十二、二十三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書面資料，按月記載其在

中華民國境內之發展狀況，隨時供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檢查。至於日本、英國及香港

就此部分之規定，則付諸闕如，僅日本關於「訪問販賣等法律」第二十條之二規定

主管大臣於必要時，得派員至業者之店舖或其他營業場所，檢查帳簿、文件及物

品。 

(二) 參加書面契約之締結部分 

日本關於「訪問販賣等法律」第十四條規定，多層次傳銷（連鎖販賣）業者應

依通商產業省之規定，訂立書面契約，交付參加人。英國「金字塔銷售術管理規

則」第五條規定，發起人或參加人必須於參加人加入時即提供一份詳列參加條件內

容及有關冷卻期間與終止契約權之完整書面契約複本給參加人。我國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一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

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應包括傳銷制度、參加人應負之義務與負

擔、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等

事項。亦與上述日本及英國之規定相類似。 

                                                      
35 參閱喬治亞、路易斯安那、麻薩諸塞、新墨西哥、懷俄明等七州所通過之多層次傳銷法

（Multi Level Distribution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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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契約解除之冷卻期間（Cool Time，亦稱為猶豫期間）部分 

美國、日本及英國之法律，均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一

定之期間內以書面無條件的通知業者解除契約。惟關於此項冷卻期間之長短，美國

一般為 3 天，日本為 14 天，英國為 7 天，我國與日本相同，亦為 14 天，但在日

本，其解除契約係自記載解除契約要旨之書面發信時發生效力（訪問販賣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我國則應以解除契約之書面到達業者時生效（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前段）。 

(四) 解除契約後退貨及退費之部分 

美國及英國均規定，多層次傳銷業者應於解除契約生效後一定期限（英國為 7

天，美國各州有規定為 20 天），接受參加人退貨之申請，以原購價格取回商品，

但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我國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亦有類似之規定，惟關於上開接受申請退貨之期限，

則規定為契約解除生效後 30日內，顯較英、美國家之規定為長。 

(五) 終止契約部分 

英國法律規定，參加人在冷卻期間以外之時間亦得終止契約，並可要求發起人

以不低於當初購買價格九成之價格買回參加人持有之商品，但商品有因可歸責於參

加人之事由而減損價值者，發起人得扣除之。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

項亦有相類似之規定。 

(六) 解除或終止契約後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請求權之排除 

美國、日本及英國法律均規定，多層次傳銷業者於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後，不

得向解約人請求違約金或因契約解除或終止後所生之損害賠償。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三條之三亦有相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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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罰則方面 

美、日、英、香港均規定違反禁止設立、經營、宣傳或推廣變質之多層次傳銷

組織者，即構成犯罪，應處以一定之刑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二項對違反

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該罰則所定之刑度與日本、香港之規定相當（惟罰金部分較重），但較美

國馬利蘭州「金字塔推銷禁止法」所定之刑度為重。 

又日本之法律規定勸誘他人加入無限連鎖會者亦成立犯罪，我國則無此項規

定，原則上，在我國單純介紹（勸誘）他人加入之行為並不構成犯罪，惟倘介紹者

有教唆之犯意或與行為人有犯意聯絡，則可依共犯（教唆犯或共同正犯）規定論科

（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十八條）。至於在英國，為了獲得報酬而介紹他人加入多

層次傳銷，於簡易判決處三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四百英鎊以下罰金。於通常

程序，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受數目限制之罰金。 

另外，香港之法律規定公司或非公司之組織犯「多層式推銷禁止條例」之罪

者，犯罪主體包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秘書、高級職員、經理人或非公司組織之合

夥人、會員、主持人、經理人及實際從事上開職位之工作者（第四條第一項），牽

涉甚廣。但上述人員被起訴後，得證明該罪之發生未經其同意或默許，且已在其職

責範圍，兼顧當時情況盡力防止犯罪之發生，而主張免責（同條第二項），似採民

事舉證責任轉換（倒置）之理論
36，由被告證明自己之無辜，以免除刑責。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犯罪之主體限於行為人（即實際從事經營多層次傳銷事業

之人），較能符合一般刑法之理論
37，而不致累及無辜。 

再者，日本訪問販賣法對於多層次傳銷業者之不當勸誘行為（與參加人締約

時，使對方產生錯誤之判斷或故意不告知事實或出於強暴脅迫之行為），規定成立

犯罪。在我國則處以行政罰（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二項）。惟業者如以強暴脅迫

使無參加意願者與之締約，則可依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論處。 

                                                      
36 參照民法第一八七條二項之規定。 
37 犯罪之一般成立要件，必須具備構成要件合致性（行為侵害性）、違法性及有責性，倘欠缺

其中之一，即不能構成犯罪。參閱周冶平，刑法總則，93；韓忠謨，刑法原理，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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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民事責任方面 

美國部分州之法律，規定變質多層次傳銷組織與參加人所訂立之契約無效、無

執行力；我國對此雖無明文規定，但解釋上，變質之多層次傳銷係違反法律禁止規

定及公序良俗，業者及參加人所訂立之參加契約，應屬無效（民法第七十一條、七

十二條）。又香港之法律規定，法院依「多層式傳銷禁止條例」為刑之宣告時，得

命該罪犯支付合理之損害賠償金，以補償犯罪被害人之財務損失；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一項亦規定，業者違反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如為業者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不得超

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但必須基於被害人之請求（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

民事訴訟或向民事法院提起獨立之民事訴訟）始得為之，而不得由法院自行命被告

支付。蓋我國民事訴訟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故。 

綜上所述，我國對於多層次傳銷之規範（包括正當與不正當），與外國相較，

由於立法之時間在後，而得以充分參酌各國之立法例，採擷其優點，去蕪存菁，彙

整精華，並針對我國國情及社會需要，充分考量之後，制定而成。且自 81 年實施

以後，歷經多次修正，糾正其缺失，整體而言，已不失為一部具有妥當性之法律。

以下再以明細表比較我國與美、日、英、香港立法上之異同。 

我國與美、日、英、香港立法比較表 

國 家  臺 灣 美 國 日 本 英 國 香 港 

變質之

多層次

傳銷之

要件 

 參加人之報酬主要

基於介紹他人加入

者 
與臺灣 

相 同 

參加人所獲取之

報酬中，含有來

自介紹他人加入

者即構成 

與日本 

相 同 

與日本 

相 同 

多層次

傳銷之

管理 


報

備
 

事業應於開始實施

傳銷行為前，以書

面向中央主管機關

報備 

事業必須向

州政府註冊

登記每年須

報告狀況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事業應於參加人加

入時，與參加人締

結書面參加契約 
未規定 

業者應訂立書面

參加契約，交付

參加人 

發起人或參加

人應於參加人

加入時，提供

一份完整書面

契約複本給參

加人 

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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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臺 灣 美 國 日 本 英 國 香 港 

 之
猶

豫
期

 


契

約
解

除
 

十四日 三日 十四日 七日 未規定 

 


退

貨
及

退
費

 

事業應於契約解除
後三十日內，接受
參加人退貨之申
請，並返還費用 

業者應於契
約解除後二
十日內，接
受參加人退
貨之申請，
並以原價格
取回商品 

未規定 

參加人得於契
約終止後，要
求發起人於七
日內返還因參
加而為之給付 

未規定 

 


終

止
契

約
 

參加人於解除契約
期間終止後，仍得
隨時以書面終止契
約，事業應以參加
人原購價格百分之
九十買回原商品 

未規定 未規定 
與臺灣 
相 同 

未規定 

 約
金

之
排

除
 


損

害
賠

償
及

違
 

參加人行使解除權

或終止權後，事業

不得向參加人請求

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與臺灣 

相 同 

與臺灣 

相 同 

與臺灣 

相 同 
未規定 

變質多
層次傳
銷之罰
則 

 

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 

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二萬
美元以下罰
金 

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科或併科三
百萬日幣以下之
罰金 

為獲報酬而介
紹他人加入，
於簡易判決處
三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或併
科四百英鎊以
下罰金。於通
常程序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併科不
受數目限制之
罰金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併科港幣
十萬元以
下之罰金 

勸誘他
人參加
變質多
層次傳
銷 

 

未規定刑責。應
視情形決定是否
成立共犯。 

不當勸誘行為，
科處行政罰（公
平交易法四十二
條二項）。 

未規定 

以勸誘他人加
入為業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及三十萬
日幣以下之罰
金。非以之為
業者處二十萬
日幣以下之罰
金。 

業者對於參加
人為不當勸誘
行為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
及一百萬日幣
以下之罰金。 

 

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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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臺 灣 美 國 日 本 英 國 香 港 

犯  罪 

主  體 

 

從事多層次傳銷之

行為人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公司之董

事、董事

會秘書、

高級職員

、經理人

、非公司

組織之合

夥人、會

員、主持

人、經理

人及實際

從事上開

職位之人

員 

變質多

層次傳

銷參加

契約之

效力 

 

未規定 無效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變質多

層次傳

銷之民

事責任 

 

事業對被害人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未規定 未規定 

業 者 違 反 規

定，參加人可

請求返還所為

之給付，並拒

絕給付貨款 

法院為刑

之宣告時

，得命罪

犯支付合

理之損害

賠償金。 

 

伍、結語 

多層次傳銷之立法，在我國商業活動上係一項劃時代之創舉。多層次傳銷原屬

一種正當之行銷方式，在自由經濟市場中，對於企業所採取之行銷策略，原應給予

充分尊重，不應任意加以干預，以免妨礙企業之經營及發展。因此曩昔政府從未專

門針對企業之行銷方法，立法加以禁止或管理，良有以也。 

然多層次傳銷由於兼具「商品銷售」及「人員招募」之特性，極易因過分強調

人員之介紹，祇注重拉人頭而忽略商品之銷售，形成商品在組織內層層轉讓，始終

無法真正流通至終極之消費者手中。此種以拉人頭抽佣金，而非以銷售商品獲取利

潤之情形，不僅違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市場原理，欠缺正常之經濟功能；

而且易使下層眾多之參加人因拉人困難及大量塞貨造成損失；尤有甚者，此一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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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更足以使社會瀰漫一股投機取巧、爾虞我詐、坐享其成、不務生產之風氣，輕

者腐蝕人心，重者動搖社會根基，自不可加以忽視。鑑於 70 年間之「台家事件」

造成社會相當嚴重之問題，而被害民眾竟投訴無門之窘境，多層次傳銷之立法的確

具有重大之意義。 

惟多層次傳銷之立法究應採用何種體例及具備何種內容，專家及學者間眾說紛

紜，而政府間亦曾一度舉棋不定，幾經折衝之後，始決定配合公平交易法之制定而

採取目前之立法方式，並參考美、英、日、香港等先進國家之立法例及兼顧我國之

國情，廣徵各方意見，去蕪存菁，擇優汰劣，終底於成。一方面使得以往長期籠罩

在老鼠會陰霾下之多層次傳銷，得以經由陽光之照射下，回歸其應有之面貌，並可

使不肖之業者無所遁形，不能再重施故技；另方面則係國內第一部近似保護消費者

之法規正式出爐，足收拋磚引玉，引發國人對於消費者權益保護之重視，並促使消

費者保護法之誕生（83年 1月 11日公布），實屬立法上一項新里程碑。 

多層次傳銷自民國 65 年間引進我國以後，二十餘年來大量興起，短期間快速

蓬勃發展，成為國內擁有最多行銷人口之行業。根據主管機關的調查，迄 90 年

止，國內從事多層次傳銷的人數，高達三百九十二萬人38；至 92 年底向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報備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亦有 745 家之多39。其中難免有不肖業者滲雜其

間，使參加人或消費者不易辨認何者為正當，何者為不正當，往往被騙受害而不自

知。因此，在立法上，兼採禁止主義與管理主義，佐以民事、刑事及行政三種責任

作為後盾，期將全部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全面性的納入正軌，立意固屬良好。惟吾人

以為在現行禁止主義和管理主義強大威力的雙重管制下，雖可防患多層次傳銷變質

之未然於前，取締懲毖發生者於後。然法令之制定與施行，除應消極之防弊外，尚

應積極之興利；現行法由於飽受過去老鼠會之夢魘，似乎一昧著眼於防弊，不獨對

於業者課以其他行銷方式所未有之義務（如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書面資

料之備置及保存），且又採取不對等之權利義務關係（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

三規定對於無因片面解除或終止契約之參加人，不得請求任何損害賠償或違約

金）；如此，難免使正當合法之業者因受到太多之掣肘，而失去與採行其他行銷方

式之同業競爭之能力，並因須增加行政負擔，提高營運成本而轉嫁於消費者之身

                                                      
38 經濟日報編印 (2003)，九十二年中華民國經濟年鑑，751。 
3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季刊，第十二卷第一期，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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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得多層次傳銷之商品價格愈趨昂貴，殊非消費者之福。是以，現行法在其完

成階段性之任務（即將多層次傳銷事業輔導納入正途，並對社會大眾為充份之宣

導）後，宜盡量減少對於業者之牽制，俾其得以與其他行銷方式之業者，在市場競

爭上享有相等之地位，以積極發揮多層次傳銷之功能，方為多層次傳銷立法之真正

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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