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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構成要件不明確化為立法技術之常態，經濟刑法融合經濟法及刑法，經濟法規

範彈性以求與時俱進，然與罪刑法定原則，似有衝突？ 

本文探究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的「商品」要件（廣西南寧純資本案件，下稱廣西

南寧案件），以及釋字第 602 號解釋闡釋「主要」與「合理市價」要件，未說明依

一般通念受規範者得預見等兩項法律爭議。基於刑法與民商法適用原則迥異，刑法

第 1 條明定罪刑法定原則，兼及慎刑與刑罰預防目的，若肯定立法者運用概括立法，

須充足受規範者得預見等條件及理由，未可逕論與明確性原則相符。 

實體法側重解釋研究，以解釋論釋疑。依日本刑法容許擴張解釋，透由限定解

釋，導出實質性刑法解釋及界限；次以法律經濟分析，理性選擇之價值取捨與法律

判斷，與刑法解釋論為同軌併行，均為法律解釋的過程，得出合理法律適用及裁判，

達成司法資源成本最小化一致性裁判，界定不明確要件實質性文義範圍。並進一步

檢討立法利弊，或為修法。 

關鍵詞：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變質多層次傳銷、主要、合理市價、無形商品、限定

解釋、罪刑法定原則、廣西南寧純資本運作案件、法律經濟分析、釋字第

60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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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經濟犯罪刑事立法採混合型，除了制定於刑法之外，另多數則分散於商法

及經濟法規罰則，為附屬刑法。其優點在於，因應未來新穎性犯罪手法，構成要件

設計可更周全、細膩，嚇阻犯罪及抑制成效較佳。其中，運用概括立法以不確定法

律概念為對應，亦為立法技術不可或缺之一環（如釋字第 432、602 號解釋）。題旨

以「刑事立法」為範圍，包含變質多層次傳銷於刑法概念之立法性質（立法論），

以及概括立法狀態之刑法文義解釋（解釋論），爭議核心即「受規範者得預見」（法

預見可能性）。本文分論兩項法律爭議，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商品」要件（涉及

「客體內容」）、「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涉及「行為」），檢討其刑事立

法與解釋。 

架構上，在「二、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立法」部分會先析述立法沿革及重點；再

於「三、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法律爭議」部分提出廣西南寧案件及釋字第 602 號解

釋之法律爭議；復於「四、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刑事立法解釋論」部分由刑法解釋

論（法律學）及法律經濟分析（經濟學），不同論證方法為演繹推論；最後，確立

實質性法條文義內涵與調整方向。 

二、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立法 

多層次傳銷制度，一般認為源自美國，以多層組織架構取代傳統商業交易銷售

型態，互為層層營利，擴及社會各角落且廣泛傳入他國。我國早期由日本商人引進，

當時無立法可循，即「無法時期」（西元 1991 年 2 月 4 日前），知名個案如 1976

年中華保康會、1981 年台家事件及 1990 年鴻源案，以變質多層次傳銷手法，藉組織

拉人頭、找下線、銷售術、高額佣金誘引或高利貸等老鼠會形式，因組織成員擴散

性質，被害人數眾多，社會資金流動龐大，動輒上億元，影響經濟安定性1！ 

                                                        
1 陳榮隆，「臺灣多層次傳銷的今昔與未來－談多層次傳銷的機會與挑戰」，公平交易通訊，第

93 期，1-4（2020）；高嘉和，「中華保康促進會 找民代扮門神」，自由時報（2009/10/2），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339772，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葉伊修，「老鼠會

的由來與歷史事件」，http://mypaper.pchome.com.tw/0401_pc0401/post/1338892397，最後瀏覽

日期：2021/12/1。 

https://news.ltn.com.tw/news/
http://mypaper.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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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下稱變質行為）尚未立法，以鴻源案為例，地下投

資公司以高利息四分利，吸收大眾資金的行為，涉及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9

條之 1、第 125 條第 1 項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與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欺罪，依刑

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論銀行法之罪。然「變質行為本身的違法性」判

斷，則未有相關規範，被利用為獵人頭及銷售術而促使立法。 

變質多層次傳銷的管理，「有法時期」分為二：起初立法之公平交易法（下稱

公平法）暨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1991 年 2 月 4 日至 2014 年 1 月 28 日）2；單獨立

法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014 年 1 月 29 日迄今）。而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為唯一刑事

罪名，屬於特殊立法。 

（一）修正前公平法 

採合併立法，多層次傳銷相關規定合併於公平法，且制定罰則，另授權規定多

層次傳銷管理辦法（1992 年 2 月 28 日發布、2014 年 4 月 18 日廢止）3，加強傳銷事

業的管理與監督，健全傳銷制度的經濟交易秩序，以及保護傳銷商的權益。自 1991

年 2 月 4 日起施行4。 

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指不以銷售商品或服務為目的，反藉由人拉人（拉人頭）

方式誘使他人參加，主要收入來源由先加入者介紹他人加入，再由後加入者之入會

費支付先加入者之佣金或獎金；以佣金或獎金作為他人參加之誘因，更多人加入組

織，卻不真正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當無法持續地招攬他人加入，由下線挹注更

多資金，後加入者無法從中獲得利益，造成被害人數眾多5。 

變質行為具有欺瞞性，嚴重侵害他人權益，因而藉刑罰嚇阻犯罪、維護市場交

易經濟秩序。本法第 35 條刑罰原採「行政與司法雙軌併行制」，嗣後 1999 年間修

法，考量經濟法性質，須配合國內經濟環境，條文中存有若干不確定法律概念，須

                                                        
2 1991 年修正前公平法第 8 條制定變質多層次傳銷規定，立法理由說明：傳銷方法傳入我國，造

成社會問題，參考美國、日本及香港立法例為規範。 
3 陳榮隆，前揭註 1，2-3。 
4 黃銘傑，「多層次傳銷規範及第四十六條規定的現在與未來」，律師雜誌，第 315 期，23-24（2005）；
林宜男，「多層次傳銷產業變革與爭議之探討與解析」，萬國法律，第 210 期，3（2016）。 

5 林大洋，「多層次傳銷立法之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1 卷第 3 期，73-84（1993）；林大洋，

「多層次傳銷立法之評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131-163（2004）；林宜男，同上

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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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完整市場資料為判斷而適用法制裁，改採「先行政而後司法」，由公平交易委員

會（下稱公平會）為專責機關，以行政權先行介入為預警，復依第 41 條命停止改正，

逾期不改善，進而審認刑罰6。 

公平會對於多層次傳銷案件之處理原則，自 1997 年 2 月 26 日第 278 次委員會

議訂定後，歷經共 27 次，最近一次為 2021 年 5 月 5 日公競字第 11014603971 號令

發布；內容同揭示變質行為由行政權先行介入為監管，如二、二十（一）、二十二

（一）。 

二、多層次傳銷的傳銷商收入來源，係由先加入者介紹他人加入，並自後加入

者之入會費支付予先加入者介紹佣金，而非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

即構成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 

二十、多層次傳銷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委員會議決議後，得對其進行監管：

其中的（一）傳銷商品有虛化之虞者。 

二十二、本會於報備案件、業務檢查或個案調查處理過程，查知多層次傳銷事

業或其傳銷商涉有違反本法或其他法規時，處理方式，其中的（一）涉有違反本法

第 18 條規定或其他法規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或調查機關7。 

多層次傳銷行為（下稱傳銷行為）及傳銷事業因老鼠會問題日益氾濫，社會整

體秩序受到威脅，違犯經濟交易秩序者，隨之納入法規範（定義、變質多層次傳銷、

罰則），而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法律要件不明確化，形成與罪刑法定原則之爭議8。 

                                                        
6 陳志民，「公平交易法刑事責任規定之註釋研究」，律師雜誌，第 315 期，71（2005）；同參葉

慧萍，「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立法研析－兼論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 年上易第 422 號刑事判

決」，刑事法雜誌，第 64 卷第 2 期，19-20（2020）。 
7 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案件之處理原則」，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 

doc/docDetail.aspx?uid=255&docid=12904&mid=13，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 
8 許宏仁、許淑幸，「新修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之立法精神與規範內容」，全國律師，

第 4 卷第 4 期，5（2000）；李蒨蔚，「我國與日本關於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規範比較」，全國律

師，第 4 卷第 4 期，53（2000）；吳英同，「當前多層次傳銷的若干重大問題」，全國律師，第

4 卷第 4 期，36-37（2000）；吳秀明、沈麗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的新紀元」，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1 期，172（2014）；陳丰津、陳文生，「多層次傳銷事業違法行為之研究」，公平交

易季刊，第 24 卷第 1 期，94-99（2016）；李禮仲，「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解析」，萬國法律，第

210 期，18-19（2016）；吳景欽，「商品虛化與罪刑法定原則」，台灣法學雜誌，第 341 期，149-150
（2018）；陳重見，「變質多層次傳銷認定的實務難題」，台灣法學雜誌，第 341 期，155（2018）；
徐育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十八條在罪刑法定原則上的疑義」，台灣法學雜誌，第 341 期，

147-148（2018）；林宜男，前揭註 4，3-5。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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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釋字第 602 號解釋（2005 年 7 月 29 日），闡釋修正前公平法第 23 條

第 1 項所定「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以概括立法為立法者衡酌後之對應，基

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行為人就變質行為具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屬可預見，法院為審

查認定及標準，罰則規定與明確性原則相符。惟本文則認，釋字固然持肯定態度，

但刑法足否有一般人通念之法預知可能，以及文字語句足否讓裁判者以此抽象概

念，可為一致性裁判，以後述廣西南寧案件之「商品」要件爭議，裁判者猶須歷經

多年裁判不同見解；或「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待至此號釋字而為明確適用

之依據。故難單以表面抽象文字，即推認一般人可預見而無違明確性原則之結論。 

（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將傳銷行為抽離公平法而單獨立法，屬於專法時代；立法重點，多層次傳銷定

義已不同，尚有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等多項規定9，將此制度視為單一產業類別，制度

架構合法時，可創造利益及價值，若遭人利用而危害社會，應予限制10。外國立法例，

傳銷行為與市場競爭行為之屬性相異，罕見將傳銷行為置於競爭法，故依美國聯邦

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立法歷史發展過程，不法傳銷行為之重大

危害性，妨害消費者利益，有立法必要性，兼及保護大眾消費者，於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不確定法律概念擴大解釋

為管制對象。基此，以社會大眾消費者為保護對象，與維護經濟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之競爭法，立法目的不同，各國將兩者規範分開，是我國與各國經濟行為立法規制

與分類，本為邏輯一貫性11。 

立法過程，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

函送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同年 7 月 17 日召開審查會審查，並於同年 12 月 6 日經

行政院第 3326 次會議討論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此草案的目的，係完備多層次傳

銷管理之法制。多層次傳銷的管理，鑑於與市場競爭行為的性質不同，特立專法；

且造成嚴重社會問題，有必要建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度，加強傳銷事業的管理與

                                                        
9 陳榮隆，前揭註 1，2-3。 
10 黃銘傑，前揭註 4，23-24；林宜男，前揭註 4，3。 
11 黃銘傑，同上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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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12。草案經一讀至 2014 年 1 月 14 日三讀後，於同年 1 月 29 日公布，為多層次

傳銷完整規範之立法。同時，依總說明十七，將公平法有關多層次傳銷規定（第 39

條），停止適用，一致性刪除。 

此部多層次傳銷制度的管理，規範內容與架構，相較於修正前公平法，更為完

備，將子法之辦法規定，提升至法律位階，且專法凸顯立法的重視，賦予主管機關

執法任務；規範內容分為 7 章，共 41 條條文。本法第 1 條規定揭示健全多層次傳銷

之交易秩序，保護傳銷商的權益，總則以外，依序傳銷事業的報備、傳銷行為的實

施、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業務檢查及裁處程序、罰則及附則等，立法架構優於先

前分散於公平法及子法（辦法）13。 

（三）立法差異 

有關兩次立法的刑事立法重點，包含給付一定代價定義、變質多層次傳銷罪、

法定刑度、兩罰規定，兼及其他重要的法益概念及抽象危險犯，一併說明如下。 

1.給付一定代價 

(1)多層次傳銷定義不同 

a.立法理由比對  

修正前公平法第 8 條立法說明，「須」以給付一定代價為要件，而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3 條立法理由三，「不須」以給付一定代價為要件，理由係市場實務上多

層次傳銷制度運作，不以傳銷商參加時，須給付一定代價為必要，參酌外國立法例，

此要件引為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的要件，而非傳銷行為之一般要件，亦可避免不肖業

者規避法令，或推託法律明文名義，使傳銷商須給付一定代價，遂行不法；故兩次

立法的定義要件，已不相同。 

常見案例，若「未」符合多層次傳銷的定義，即無適用修正前公平法。而主管

機關曾提供專業意見，若銷售手法「未」有商品銷售或勞務等一定對價要件，未真

                                                        
12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 期，17-108（2014），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6

次會議，即二讀（廣泛討論）。 
13 單驥、郭安琪，「多層次傳銷定義中『給付一定代價』之研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4

期，39-42，39-42（2006）；吳秀明、沈麗玉，前揭註 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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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推廣、銷售商品為對價，而加入傳銷組織以取得資格或權利之目的，係詐取他人

財物或利益，為「單純投資吸金」，不須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法規14。此類犯行，若

涉有刑法詐欺罪，或另涉及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近年最高法院案例，參酌

主管機關公平會專業意見，以廣西南寧案件之無實體商品（份額），非意見所認若

「未」銷售商品或服務一節，故維持原判決認定，論變質多層次傳銷罪，著重於如

何解釋「無形商品」為「商品」要件之法律爭議。 

b.給付一定代價與多層次傳銷組織關聯性 

組織成立不以參加人實際獲取經濟利益，反係取得銷售及介紹之權利，進而獲

得佣金等，則給付一定代價要件之有、無，僅係參加人是否取得加入組織之地位，

與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成立與否，並無關聯性。是應刪除或修正，多層次傳銷定

義，不以有給付一定代價要件為前提，只要向不特定多數人推廣多層次傳銷計畫及

存在經濟利益，即符合定義規定15。 

單獨立法後，此一要件刪除，傳銷商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組織，毋庸給付一定

代價16，且立法理由說明，實務上傳銷商加入傳銷事業「無須」繳納會費及年費，故

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定義，刪除此要件，將有助於多層次傳銷制度與實務之契

合，解決實務認定之爭議。 

(2)變質多層次傳銷罪規範相同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立法理由三，外國立法例將給付一定代價要件，引為

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的要件。是兩次立法之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均肯定須給付一定代

價為要件，立法解釋均為相同。 

此外，說明實務爭議案件衍生之問題，區別前述公平會意見，一般變質多層次

傳銷罪案件或廣西南寧案件之法律適用，實際案例所涉犯罪事實與法律適用，有相

當多可能性，導致適用法律不同，前述公平會僅為部分事態，本文於後，分別假設

組合，對應所適用法律。 

                                                        
14 參酌公平會 107 年 7 月 9 日公競字第 1070011339 號函；另，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22 期，67-68（2013），以及第 106 卷第 24 期，委員會議紀錄，20（2017）：經濟委員會

關於廣西南寧案件之法律適用問題，主管機關表示：如有真正出售、推廣商品或服務者，屬於

公平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範圍，如單純投資吸金，實際上無涉商品或服務者，不須以公

平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或依銀行法。 
15 單驥、郭安琪，前揭註 13，39-42；黃銘傑，前揭註 4，26。 
16 吳秀明、沈麗玉，前揭註 8，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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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關所據意見之推論（實務法院與公平會之間），廣西南寧案件因其特

殊犯罪類型與法律適用。次之，綜合各假設組合，扼要如表 1，包括適用於修法前、

後，法條部分要件修改之影響，以及實際案例犯罪事實涉及複雜的假設因素，考量

行為時點、法定刑度、想像競合、法律規定及罪名等，造成不同法律適用的裁判結

果。須先釐清前提（是否為「組織特徵」），再說明廣西南寧案件之特殊犯罪類型。 

第一、廣西南寧案件是否為「多層次傳銷」，或僅具「多層組織特徵」，實際

上，並非適用「多層次傳銷」？ 

公平會對於「多層次傳銷」之專業意見，認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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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的行銷方式。多層次傳銷制度，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商推薦加入，成為該事

業傳銷商，向多層次傳銷事業購買商品，本身自行使用消費或轉售他人以獲取合理

利潤，並得再推薦他人加入，建立多層級銷售組織網；再藉由傳銷商本身推廣、銷

售商品及推薦他人加入，再建立銷售組織網，以獲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所謂多層級，係指兩層級以上的組織架構（未含本身）17。 

廣西南寧案件，屬於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案件的重疊關係，前者包含於後者，個

案的犯罪事實，常常具有多層級以上的組織架構（超過兩層級且未含本身），並非

單純僅具多層次傳銷之多層組織特徵18。此多層次組織結構的特色，其犯罪手法多

為，入會者利用多層次傳銷制度組織，吸收下線新成員入會，加入者須繳交投資金

額，前往大陸地區廣西省南寧市為投資事業，認購「份額」（1 球 21 股、每球人民

幣 69,800 元）為商品19，且投資金額與原組織成員的獎金制度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故涉犯修正前公平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17 參酌公平會 107 年 1 月 3 日公競字第 1060021130 號函。 
18 後述舉例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75 號刑事判決為說明。 
19 廣西南寧案件之犯罪事實、犯罪手法雷同，參考兩則判決： 

1、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度矚易字第 5 號刑事判決（裁判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於 2009 年 8、9 月間，經招攬加入大陸地區廣西省南寧市之純資本運作，以多層次傳銷為經營

型態……基於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犯意聯絡，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於 2009 年 12 月間，向他人招

攬介紹純資本運作，並前往大陸廣西南寧市區參觀、安排、講解傳銷計畫、運作模式，由參加

人認購、繳交費用，認購 1 球為最低加入條件，每球費用人民幣 69,800 元（21 股），可認購多

球，次月每球退回人民幣 19,000 元，參加者因而取得招攬他人為下線、發展組織之資格。 
2、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7 號刑事判決（裁判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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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75 號刑事判決為例，已說明廣西南寧案件之「多

層次傳銷」與「多層組織（特徵）」間的關係。多層次傳銷參加人與事業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主要為發展多層次組織體系及獎金制度，判決理由並指出，此組織架構

及獎金制度的行銷，非多層次傳銷所專有，故不能單以此特徵，即認定為多層次傳

銷而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法規。判決理由亦歸納三項條件，足以認定為「多層次傳

銷」，非純粹「多層組織特徵」。 

條件 1、給付一定代價成為正式會員（修正前適用） 

條件 2、由已入會會員介紹加入組織，並為主要招募會員的方式（平行擴散性） 

條件 3、給付代價與取得介紹佣金間有因果關係 

此類案件之運作模式與獎金制度，使傳銷商或參加人介紹他人參加以取得獎

金、獲取利潤，藉此產生鉅額利潤吸引他人加入，成為下線（參加人給付人民幣 69,800

元，認購份額成為會員），組織因而擴大（超過兩層級、未含本身），且後加入者

的投資金額被當作獎金或佣金，為先加入者朋分；可見其多層次組織結構，為加入

組織搶位子、領獎金，收入來源係介紹下線加入所繳交的投資金（認購份額），上

線獲得的獎金與參加人的投資金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具備前述三項條件之給付投

資金額、平行擴散及因果關係，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法規，非僅係純粹多層組織特

徵。而兩次立法，變質行為均以「收入來源（取得佣金、獎金或利益），係以推廣

或銷售商品，非以介紹他人加入」為構成要件與否，若未符合，即為該當。因此，

肯定廣西南寧案件係「多層次傳銷」，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規定，且符合變質行為

之要件，故為變質多層次傳銷案例。案例進一步衍生，參加人挹注之投資金，認購

份額為無實體商品，條文中之「商品」要件要素，是否擴張解釋。 

第二、法院就廣西南寧案件適用法律之裁判結果？ 

依立法時序及修正要件，可能發生案例的假設情況，依據犯罪事實所涉範圍，

適用刑法、銀行法及修正前公平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差異，本文簡要各項

假設組合如後表 1。 

第一部分、立法前（1991 年 2 月 4 日前）： 

                                                                                                                                                  
被告加入資本運作，推動西部大開發引擎之開發計畫（純資本運作），投資於政府建設，投資

款項均用於上線會員之獎金分配，且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

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遊說加入純資本運作計畫，邀請前往大陸地區進行考察行程，由計

畫首腦人士接力遊說，稱該計畫運作之入會門檻為人民幣 69,800 元（術語：21 份股、1 粒、1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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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違犯行為，僅單獨或同時構成當時刑法詐欺罪、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業務

罪（若同時，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適用銀行法），如表 1 之類型一及類型二。 

而廣西南寧案件類型，最初出現於社會，大約在 2009、2010 年，故於 1991 年

立法前，尚無此類案例，而多係利用傳銷制度遂行非法吸金案件，發生高度非難性

的傳銷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之議題，蓋違犯傳銷行為本身，尚未立法。當時知名

個案，如鴻源案。 

第二部分、立法後（1991 年 2 月 4 日及 2014 年 1 月 29 日兩次立法）： 

實務廣西南寧案件法律適用結果（近 10 年指從 2009、2010 起至 2020 年底或

2021 年初），部分案件涉及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以及修正前公平法（或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因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論銀行法之罪；

若未涉及銀行法犯行，論修正前公平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罪（一般變質多

層次傳銷案件同），如表 1 之類型三至類型十一。 

至於一般所認，實務判決見解未採納公平會意見之論調，併為說明。立法之後，

側重於維護多層次傳銷制度之目的，利用此制度所為違犯行為，予以入罪化；犯罪

事實有、無涉及銀行法犯行，應分別論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或與銀行法想像競合，

論銀行法之罪，為實務近年採認見解。雖由近年來之裁判結果認為，有「未」採納

公平會將廣西南寧案件歸納為，若「未」銷售商品，為單純違法吸金情形，不應適

用多層次傳銷相關規定之意見。若採認一般由判決適用法律與裁判結果之看法，固

屬無疑，應為未採主管機關之意見。 

然進一步探究，判決文事實與理由所述，於前述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75

號刑事判決見解，說明當時發生廣西南寧案件之個案事實，已具備「多層次傳銷」

（兩層級以上、未含本身）之三項條件，為「有」銷售商品或服務，適用多層次傳

銷相關規定（「商品」要件之法律爭議），嚴格言之，並「非」否定公平會意見。

更細繹判決理由所述，謂「未」搭配商品銷售情形，僅為「旁論之說」，或是「無

形商品」尚難認為無商品存在，即認本件「有」銷售商品，與公平會意見所假設情

況，屬於各別審斷，也非否定其意見（參註釋 23 舉例之判決理由）。 

最後，因犯罪事實內容差異，本文於後表 1 之各案例類型（類型一至類型十一），

說明個案法律適用及裁判結果，僅舉例說明。 

範例 1、若犯罪事實涉及銀行法與違犯多層次傳銷組織犯行，而傳銷事業「未」

銷售商品及服務（表 1 之類型四、類型八） 



 論變質多層次傳銷－兼談經濟犯罪刑事立法 65 
 

假設空有商品表徵而無實質商品或勞務銷售之變質多層次傳銷表象，因欠缺銷

售商品或服務，利用多層組織表徵，介紹他人進入仿多層次傳銷結構以獲利，利用

組織假象之行為，非屬於多層次傳銷、亦非變質行為，依銀行法論罪（與刑法詐欺

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與前述公平會 107 年 7 月 9 日公競字第 1070011339

號函意見，論述如單純投資吸金，無涉商品或服務者，不須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規

定，與所假設情況，屬於各別審斷，非否定其意見。 

範例 2、若犯罪事實「未」涉及銀行法犯行，且傳銷事業「未」銷售商品及服務

（表 1 之類型五、類型九） 

行為人若以傳銷手法為詐術，取得他人投資金，未涉及銀行法犯罪情節，應論

刑法詐欺罪（或加重），與前述公平會 107 年 7 月 9 日公競字第 1070011339 號函意

見，論述如單純投資吸金，無涉商品或服務者，不須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規定，與

所假設情況，屬於各別審斷，非否定其意見。 

範例 3、若犯罪事實涉及銀行法與違犯多層次傳銷組織犯行，且「有」銷售商品

及服務，構成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與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從一重處斷，論銀行法之

罪（表 1 之類型六20、類型十21）。此與公平會意見，將廣西南寧案件假設為「未」

銷售商品或服務一節，雖質疑廣西南寧案件「未」銷售商品為屬實，然按事實審法

院認定犯罪事實，說明參加人加入所繳交的「份額」，是否符合條文中之「商品」

要件，更述及「未搭配商品或勞務推廣銷售情形，更應有該規定之適用」，造成「未」

有銷售商品，卻仍有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之疑問，而不採納公平會意見，且本

件經三審判決駁回確定，產生採納相同見地之疑義；實則，由三審判決內容之見解，

                                                        
20 舉例：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19 號刑事判決（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4 年度金

上訴字第 8 號刑事判決）（一般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案件） 
原判決認定被告 3 人涉犯炭道有機農場契作認養回饋專案，製作契作認養合約，均犯修正前公

平法第 35 條第 2 項、第 23 條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及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第 1 項前段之法人

（新農公司）行為負責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變質多層次傳銷罪與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

之間，依想像競合，論銀行法之罪。此經三審上訴駁回確定。 
21 舉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5382 號刑事判決（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金上訴字第

33 號刑事判決）（一般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案件） 
原判決認定被告招攬投資人參加本件「不倒翁 888 愛心事業」投資案，以 1 萬元人民幣投資 1
單位（1 球），須繳交人民幣 200 元或新臺幣 1,000 元至 2,000 元不等，取得「愛心激活碼」（相

當於入會費）啟動帳戶，並以靜態收益、動態收益及對碰獎金方式，獲取報酬或利益，同時違

反銀行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論銀行法之罪。此經三審上訴駁

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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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說明「旁論之說」以釐清意見（同參註釋 23 舉例之判決理由）。故與公平會意見

所假設情況，屬於各別審斷，非否定其意見。 

範例 4、若「未」涉及銀行法犯行，純粹以傳銷商收入來源非主要（大於 50％）

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則依多層次傳銷相關規定，此較無疑問（表

1 之類型七22、類型十一23）。 

2.法定刑度 

考量變質行為之受害人數、金額、影響層面較廣泛，社會大眾面臨不安感，威

脅經濟交易秩序安定性，其惡性與銀行法非法吸金經濟犯罪相仿，故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29 條規定的立法理由，參酌銀行法規定，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犯罪所得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相較之，修正

                                                        
22 舉例：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51 號刑事判決（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7 年度上

易字第 176 號刑事判決）（廣西南寧案件） 
原判決認定被告 11 人參加大陸地區廣西省南寧市純資本運作投資案，均明知純資本運作案，以

多層次傳銷為經營型態，基於共同犯意聯絡，先後招攬被害人（投資人）加入之犯行，犯修正

前公平法之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此經三審上訴駁回確定。 
23 舉例：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75 號刑事判決（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 年度上

易字第 422 號刑事判決）（廣西南寧案件） 
原判決認定被告 2 人參加大陸地區廣西省南寧市純資本運作投資案，參加者繳交申購份額，每

人購買 21 份額（合計共人民幣 69,800 元），此種份額雖沒有實質，而係抽象、虛擬的，但凡參

加者繳款加入後，即可取得推廣、銷售投資純資本運作資格，並非是單純繳交投資金額，或者

無任何商品存在（權利或資格亦包括在商品範圍內），與多層次傳銷要件並無相違。……退萬

步言，「縱認於多層次傳銷須搭配所謂商品或勞務推廣銷售，惟依舉重明輕法則，未搭配商品

或勞務推廣銷售情形，更應有該規定之適用」……被告 2 人所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29 條規定論處。且三審判決亦述，關於權利與資格亦包括在商品概念之下，尚難謂本件無任何

商品存在，與變質多層次傳銷罪要件並無相違，未採公平會意見（公平會 104 年 5 月 29 日公競

字第 1040007612 號函及同年 7 月 6 日公競字第 1040009917 號函）；三審判決更論二審判決之

「依舉重明輕法則，未搭配商品或勞務，更應適用」等言，僅係本件主要論據以外之旁論，旨

在加強原判決論斷之正確性，並非說明本件並未搭配「商品」，卻可適用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原判決經三審上訴駁回確定。須說明的是，一般認為，由實務案例，二、三審判決認定本件廣

西南寧案件，或認未有銷售商品，法律適用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裁判結果均有罪之誤解；細

繹判決內容，謂「未」搭配商品銷售的情形，僅為「旁論之說」，或為了解釋法律爭議之無形

商品應屬於商品，適用「商品」要件之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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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平法第 35 條第 2 項罰則（3 年以下有期徒刑）稍嫌過輕，爰提高刑罰24。又原本

法定刑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受限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

得上訴第三審法院，除非有但書例外情形，方得上訴25。而 2014 年 1 月 29 日公布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提高法定刑度，於第 29 條第 1 項

規定法定刑為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則無受此限。 

3.兩罰規定 

(1)處罰法人理論依據 

法人係出於法律擬制，法律行為須委由自然人為之，源植於羅馬法法人無犯罪

能力觀念，深刻地影響刑法學或刑事立法之思考。然附屬刑法常見的兩罰規定，除

了處罰行為人以外，法人或自然人科以罰金規定，以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法人亦有

罰金刑規定，論據理由為何？ 

a.確立法人有、無犯罪能力 

事業主為法人時，沿襲傳統羅馬法法人無犯罪能力觀念，面臨企業犯罪處罰不

足之疑慮。於此，先釐清與「兩罰規定」相對之「轉嫁罰」，係代理人、雇用人等

執行業務時，產生違法行為，同有處罰事業主，事業主為法人，則處罰理事、董事

或職員。轉嫁罰立論基礎，早期看法，刑法犯罪主體與刑罰主體須一致，即行為人

與被處罰人均同一；然於特別刑法，則設有例外，以仿若連坐罰之轉嫁罰，同為處

罰，有違反憲法之責任原則及自己行為由自己負責之「刑止一身」刑法理念。甚至，

行為人負擔刑罰，轉嫁於事業主代罰，若再處罰行為人，產生同一行為、雙重處罰

之弊。理論後續發展，認為處罰事業主規定，法人無從為自己負擔自由刑責任，無

法接受法律制裁之身體權、自由權、生命權等，因法人非真實存有犯罪主體，僅有

剝奪財產權之可能性。因此，基於刑事政策考量，轉由公司負責人適用有期徒刑處

罰，屬「代罰」性質。雖法人事業主無法處罰生命、自由、身體刑等，應從法人事

                                                        
24 李禮仲，前揭註 8，24。 
25 觀察廣西南寧案件於修正前公平法時，礙於法定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於 2017 年 11 月 16

日前適用刑事訴訟法，案件審理結果，依據本法第 8 條規定，多採認不符合多層次傳銷之「定

義」，毋須探討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是此類投資案件，大多數於二審無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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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經濟活動，係由自然人從業者實際所為，處罰從業者，有抑制違法的動機，促

使法人對於選任從業者之監督權限，為法人應受刑罰轉嫁於自然人從業者之理由26。 

b.再論兩罰規定 

肯定法人得為「犯罪主體」之兩罰規定的功能有三，如下27。 

第一、構成要件修正功能 

附屬刑法對於行為人，課予義務的對象是否特定，區分為「非特定型」與「特

定型」。前者規定未限定行為人資格，法人事業主之自然人從業者，基於自己責任，

因違反法律而受罰則拘束。所以，法條未將法人與自然人之處罰予以特定，依據自

己責任論點，均要負責而受罰。而後者已明文規定事業主為行為人主體，如事業主

是法人，法人與自然人從業者，分屬不同人格，法規範課予法人行為，自不能拘束

自然人。所以，將法人與自然人的處罰於條文（構成要件）為特定，各自負責。 

第二、課予事業主選任監督義務功能 

附屬刑法常規定事業主若可證明，對於選任、監督從業者，因無過失而免責，

且實務見解亦採此看法，並認定若法規就從業者，因執行業務違法而受處罰以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易科罰金；又，基於事業主為事業主體，應負擔從業人員執行業

務的注意義務及監督義務，導出兩罰規定，即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事

業主，從業人員依自己違法行為負責，事業主依事業主監督不週的責任，「各就各

自」之犯罪構成要件負責。 

第三、創造法人處罰功能 

法人事業係基於不作為之選任、監督過失負責，依「罰金刑」論，是「法定犯」，

須有法律明文處罰為前提，將法人視為「犯罪主體」28。 
                                                        
26 王乃彥，「兩罰規定的適用與法人的處罰根據」，玄奘法律學報，第 23 期，62-80（2015）；蔡

聖偉，「從犯罪行為與刑罰的基本理解檢視法人之可罰性－兼論不同的歸責種類」，月旦法學

雜誌，第 299 期，5-32（2020）。 
27 蔡聖偉，同上註，25-26；另，學者亦認，兩罰制的附屬刑法均肯認「罰金刑」為唯一對法人科

處之主刑，但法人刑法理論基礎為何？歐洲大多數國家及歐盟法採肯定立場，甚至已提升至「法

人刑法」，此同於 1997 年 7 月 19 日「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 2 議定書第 3 條法處罰條款，

闡釋法人因自己行為負責、決策者行為是法人責任的連結因素，即法人「本身」具有罪責，並

非法人「為他人犯罪」負責，且法人係「為自己監管疏忽」負責，詳參林鈺雄，新刑法總論，8
版，元照出版公司，124-126（2020）。 

28 立於英美法觀點，劃分自然犯（mala in se）與法定犯（mala prohibita），論述英美法向來無行政

犯名稱，但基於當時產業革命時代，行政法規中不斷出現所謂「公共福利犯罪」（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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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三項功能，「肯定」法人得為「犯罪主體」，統稱「形式處罰依據」。 

另就「形式處罰依據」，補充較接近於第一、三個功能之論述，如下。 

日本學者所提「法人處罰理論」之構想，同有法人業務主之監督義務，深究「義

務違反」議題。 

第一、「義務違反」之法人處罰 

行政法之義務違反，係以行政犯所負擔的構成要件義務，為處罰的對象。因此，

法人也是行政法之義務者，肯定認同法人犯罪能力，有違反義務的可能性；同時，

所謂「義務違反」之構成，無精神能力的法人也須肯定具有「自己責任」的論理。 

第二、「義務違反」之判斷方法 

此議論始於 19 世紀半之英國，係以「義務違反的存否」為判斷，基於義務違反

之法人處罰概念，與法人內構成員的行為，並「無」關係的論斷，形成現代組織的

範本之原創，而提倡義務違反的構成，後來被學界所繼受，肯定不以自然人為媒介，

而主張「組織自體的義務違反之存否」為判斷。如此見地，透由所謂「義務違反」

之構成，對於無肉體、無精神的「法人自己責任」構想及假設，排除以自然人為媒

介之判斷方法。 

日本學者論點，法人的義務違反法律評價之前提，係不侷限於具有肉體的自然

人所惹起構成的事實（無肉體、無精神的法人亦可構成事實，即肯定法人為犯罪主

體、具有犯罪能力）。因而經濟刑法中，業務主處罰規定之解釋論，法人處罰的範

圍，須依據處罰業務主的規定條文為解釋，並藉由法人處罰理論，界定處罰範圍29。 

至於「實質處罰依據」，有論基於刑事政策考量及社會倫理非難，亦有論應正

視法人的犯罪能力，著眼於法人與可能發生的法益危害結果之間，對於造成危害結

果，特定個人行為抑制可能性，雖為法人組織體，執行機關的個人行為，有實現預

防法益受到侵害發生的機會，應等同法人自身行為看待。另，參酌刑事犯與行政犯

之「量的差異說」，縱使法人未如同刑法之非難行為具倫理性，以「行政刑法」角

度，不採昔日刑事犯與行政犯本質不同之「質的差異說」，近年傾向採「量的差異

                                                                                                                                                  
offense）概念，影響所及，於刑法理論中，也盛行「法定犯」之說，例如法人犯罪能力及企業

主違法所擔負的責任，此背景之下，立法規制手段，多以「法定犯」，詳參段重民，「論藐視

法庭罪」，政大法學評論，第 38 期，158-159（1988）。 
29 樋口亮介，「法人処罰（特集 刑法典の百年）」，ジュリスト，第 1348 号，69-72（2008）；

高山佳奈子，「法人処罰」，ジュリスト，第 1228 号，73-7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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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淡化刑法倫理色彩，承認法人為犯罪主體，尤其抑制大規模經濟犯罪，企業

犯罪漸多，處罰法人有其必要性30。 

(2)兩次立法皆處罰法人（兩罰規定） 

修正前公平法第 38 條規定（2011 年 11 月 23 日），處罰法人明文規定罰金刑；

即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第 35 至 37 條，已含修正前公平法第 35 條罰則規定），除

依前三條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罰金31，立法理由係參照勞工安

全衛生法第 28 條第 3 項立法例。採肯定處罰法人之刑事立法，並科以罰金刑；觀諸

本法第 35 條第 2 項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罰則，僅規定行為人，另於第 38 條所定法人

亦與行為人同受有罰金刑，且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互為適用。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等，因執行業務

違反第 18 條規定者，除第 29 條第 1 項處罰行為人以外，對於法人，亦科處第 29 條

第 1 項所定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32。可知處罰法人，移列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且科處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同設有處罰行為人罰金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 

由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2014 年 1 月 29 日）之立法理由，雖立法理

由說明一，此條規定參酌修正前公平法第 35 條及第 38 條規定，明定變質多層次傳

銷行為人刑事罰責任，但修正前該法第 38 條已規範法人同有罰金刑，故立法說明一

（罰則）及二（參考銀行法規定提高罰金），應不限於說明行為人，於法人部分應

同為理解。因此，變質多層次傳銷罪處罰法人，均一致肯認法人具有罰金刑之科處，

亦肯定法人同樣受有刑事處罰之適用，但限於罰金刑，且於 1 億元以下罰金；而有

關於行為人之身體及自由刑，因法人不具有自然人身份，法條規範無由為科處33。 
                                                        
30 溫祖德，「美國法人經濟犯罪之刑事管制架構－兼論對我國刑事管制之啟示」，月旦法學雜誌，

第 278 期，215-217（2018）；王乃彥，前揭註 26，62-80。 
31 修正前公平法第 38 條（處罰法人）（2011 年 11 月 23 日） 

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前三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本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32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9 條 （處罰行為人及法人） 
 違反第 18 條規定者，處行為人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 18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33 參考銀行法第 125 條規定（2004 年 2 月 4 日）立法理由，提高罰金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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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立法皆有處罰法人規定，於附屬刑法之中，藉由法定犯立法，抑制企業組

織犯罪，採「肯定」法人有犯罪能力，科以罰金刑，此極為重要的刑事立法之依據。 

    綜合前述，本文將假設組合（含法定刑度、兩罰規定），扼要整理如表 1。  

 

表 1 修法前、後假設案例之法律適用與裁判結果 

 
 

立法前 1991.2.4 以前 
（無法時期） 

類型一、投資吸金、未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刑法詐欺罪 
  論罪科刑：論刑法之罪 

類型二、投資吸金、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銀行法§29、29-1、125 非法收受存款業務罪 

       刑法§339 普通詐欺罪 

  論罪科刑：依刑法§55 想像競合 從一重處斷 論銀行法之罪 

 

 

 

 

 

 

 

 

 

 

 

 

 

 

 

 

立法後 

（有法時期） 

 

 

 

 

 

 

修正前 

公平法 

1991.2.4 

至 

2014.1.28 

 

 

法定刑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 兩罰規定 

定義 

未具有 

給付一定

代價要件 

類型三、不符合多層次傳銷定義 

  無罪 

 

定義 

須具有 

給付一定

代價要件

及 

變質多層

次傳銷罪

要件 

類型四、未銷售商品、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 

  論罪科刑：論銀行法之罪 

類型五、未銷售商品、未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刑法詐欺罪 

  論罪科刑：論刑法之罪 

類型六、有銷售商品、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銀行法及修正前公平法 

  論罪科刑：論銀行法之罪 

類型七、有銷售商品、未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修正前公平法 

  論罪科刑：論修正前公平法之罪 

 

 

 

 

法定刑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 兩罰規定 

 

 

定義 

類型八、未銷售商品、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 

  論罪科刑：論銀行法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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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 

2014.1.29

迄今 

 

 

不須具有

給付一定

代價要件 

但為 

變質多層

次傳銷罪

一般要件 

 

 

類型九、未銷售商品、未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刑法詐欺罪 
  論罪科刑：論刑法之罪 

類型十、有銷售商品、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銀行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論罪科刑：論銀行法之罪 

類型十一、有銷售商品、未涉銀行法 
  適用法規：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論罪科刑：論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罪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4.其他重要刑事立法（超個人法益及抽象危險犯）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 條所定健全多層次傳銷之交易秩序，保護傳銷商權益

之立法目的，侵害法益與否（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的保護法益），係以健全多層次傳

銷制度的交易秩序及保護傳銷商的權益，即保護整體制度之穩固，以及成員權益的

經濟價值及利益，保護範圍不侷限於個人法益，尚兼及超個人法益。純資本運作之

多層次傳銷組織及營運，違反第 18 條所定不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反以介

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之變質行為，已引起侵害多層次傳銷制度之危險存在，

對於整體制度的交易秩序及傳銷商的權益形成威脅，侵害法規範保護自由經濟交易

市場秩序的超個人法益。此條文非難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之變質行為，有

侵害整體制度之危險可能性存在，並以抽象危險犯之立法假定。對於抽象危險犯解

釋，判斷危險的構造及處罰，係法益侵害可能性或蓋然性，甚至是可能性有、無及

程度。又，法益侵害法益可能性有、無及程度，日本學者採認廣義抽象危險犯概念，

分析出抽象性具體危險類型，即準抽象危險犯（量相異）（相對於德國學說之特殊

抽象危險犯、潛在危險犯、適性犯）34，藉由裁判者個案判斷，某種程度具體性危險

說該當規範處罰之目的35。以某程度具體危險理解不成文要件要素，認定抽象危險犯

具有高度抽象化判斷及低度法益侵害可能性，於經濟刑法之超個人法益的保障，法

院個案認定及解釋，更為重要。 

                                                        
34 德國學說看法，詳參林東茂，刑法總則，2 版，一品文化出版社，73-76（2019）。 
35 山口厚，危険犯の研究，初版，東京大学出版会，51-57、198-201、249-251、261-263（1982）；

同參葉慧萍，前揭註 6，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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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質行為係非難傳銷商收入來源，非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以

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即未為真正銷售商品，反以介紹他人參加，形式

上僅有行為存在，尚不須已發生具體損害結果，為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惟採認準抽

象危險犯概念，則可釋義為，裁判者個案審理時，依規定可解釋為，若變質行為已

引起某種程度具體性危險，可認定該行為已具備對於整體制度，引起妨害經濟及交

易秩序之危險可能性。 

倘若裁判者就行為人銷售「無實體商品」，是「未」為銷售商品，亦非立法設

計抽象危險犯之刑罰前置化所拘束，銷售無實體商品與損害危險可能性之發生，未

有因果關係，而認行為人以此銷售手段及商品類型，未足以引起整體制度經濟交易

秩序之某種程度具體性危險，則行為人所為犯行之具體事實，裁判者以主觀價值觀

所導出事實判斷之結果，認定縱使行為人於廣西南寧案件之中，以無實體商品作為

銷售商品，尚無引起危害整體制度之危險風險存在，只因該條文未有具體結果發生

為要件，然抽象危險犯之立法，個案審理之損害結果發生可能性及因果關係判斷，

則將會面臨具體個案多起違犯行為，已形成社會危害、動盪與社會倫理價值非難性

之挑戰，卻受限於法律條文文字形式上之拘束，而無為涵攝與論斷，此勢必產生極

大的法律規範與社會價值之衝突，例如食安案件，亦是如此36。因此，或可由學說提

出準抽象危險犯概念，融入量相異判斷基準，為法律條文文義解釋的補充。 

綜上，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立法，廣及法益概念、抽象危險犯及兩罰規定等，後

述僅以變質行為與客體內容之法條文字要件要素所生爭議，以解釋論為釋義範圍。 

三、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法律爭議 

（一）廣西南寧案件之爭議 

1.最大宗案件及特徵 

國內法院裁判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法律適用，搜尋設定自 2001 年起之裁判資

料，觀察近 10 年（約從最初廣西南寧案件發生 2009 年或最初裁判日 2012 年起，迄

                                                        
36 謝煜偉，「風險社會中的抽象危險犯與食安管制－『攙偽假冒罪』的限定解釋」，月旦刑事法

評論，第 1 期，75-82（2016）；曾根威彥，「違法論（特集 刑法典の百年）」，ジュリスト，

第 1348 号，24-25（2008）；山口厚，刑法総論，3 版，有斐閣，45、47-48（2016）；山口厚，

同上註，198-249；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3 版，成文堂，111、116-1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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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之發生案件總數，約 324 件，且多集中於 2017 年以前（達

233 件）；近 10 年內，廣西南寧案件繫屬於國內各法院約 142 件，占變質多層次傳

銷罪案件之比例，約四成三（43.8％），為典型案例37。 

廣西南寧案件之所以有重要參考價值，除占有比例相當高，最重要的是案件特

徵，犯罪事實及犯罪手法幾乎雷同，歸納裁判之犯罪事實，如被害人經招攬，參加

大陸地區廣西省南寧市之純資本運作（多層次傳銷經營型態）投資案，加入組織成

為會員後，接受組織安排、講解傳銷計畫、運作模式，並認購（每 1 球費用人民幣

69,800 元（21 股））繳交，次月退回每球 19,000 元，取得招攬下線的資格。於 2009

年至 2021 年初，犯罪發生至法院裁判確定，反覆發生為數頗多的類似案件，故稱「廣

西南寧案件」。共同特徵為，犯罪事實相仿、適用法規範相同，然法院審理卻因不

明確法條文而法律見解不同，產生歧異裁判結果；包括同一件個案歷審判決不同（垂

直），或不同數件個案，分別繫屬於不同法院各別審理，各法院間所為認定不同（平

行）。而此類案件產生法律適用爭議，以「商品」要件為主。本文扼要說明如圖 1。 

 

  特徵： 

    犯罪事實相仿 ＋ 法規範相同 → 法院判決所持見解「不同」 

                    產生裁判結果「不同」 

圖 1 「廣西南寧純資本運作案」案件群特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商品」要件之法律爭議 

第一個爭議，法律適用傾向於解釋客體內容之爭議。最早發生廣西南寧案件個

案，舉例以起訴於一審法院的判決為觀察，約於 2009 年38、2010 年39兩則為代表。

                                                        
37 各級法院案件數據，以關鍵字串同交集「多層次傳銷罪」，剔除不相關案件，數據含同一個案

件歷審審理（例如同一個案，經一審至更一審，查詢數據 4 個件數，實際只有 1 件個案）。故

實際發生個案件數少於查詢數據，且關鍵字詞不同，得出數據微小差距，容有合理誤差值，不

影響研究判斷。 
38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度矚易字第 5 號刑事判決（案發約 2009 年 8、9 月，一審裁判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3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7 號刑事判決（案發約 2010 年 3 月，一審裁判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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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律引發最多爭議者，不外乎個案中認購份額（無形商品），是否為變質多層

次傳銷罪之「商品」要件（引為法律爭議之一）。另，如何判斷變質行為之「主要」

及「合理市價」要件要素及其判斷標準（釋字第 602 號解釋），是否符合行為人法

之預知？同為闡釋概括立法，釋字第 702 與 602 號解釋之論證差異何在（引為法律

爭議之二）。 

法院審理廣西南寧案件之「商品」要件爭議，歷年實務裁判結果均立論於罪刑

法定原則，簡要分持肯、否定看法。 

第一、否定論 

主張不得任意類推適用或過度擴張解釋，認為商品虛化空泛與不確定性，依罪

刑法定原則，不宜擴張解釋，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892 號、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 年度金上訴字第 2 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931 號

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1451 號等刑事判決，屬於較早期法院見

解，故裁判適用法規，多依據修正前公平法。 

第二、肯定論 

立於罪刑法定原則擴張解釋，認為商品要件藉由解釋論，合理擴張解釋，不以

實體存在為限，凡提供經濟利益及價值之服務、勞務等，以及非物理性實體存在之

無形商品，均包括在內，例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75 號（裁判日 2018 年

11 月 1 日、三審判決首例肯定）、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51 號、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560 號及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581 號等刑事判決，屬於較

新的法院見解。 

（二）釋字第 602 號解釋之爭議 

第二個爭議，解釋變質行為之爭議。依釋字第 602 號解釋，修正前公平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未違法律明確性原則。釋字採有條件

承認，刑事立法可導入不確定法律概念，抽象要件尚具可理解性、受規範者可得預

見性及司法可為審認之檢視，即符合刑法原理。 

1.「主要」與「合理市價」要件之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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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質行為具有高度非難性而入罪化，但立法後，法律適用之判定標準不易，於

1992 年 3 月 23 日，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8 號解釋，提供了認定標準40。於 2005 年 7

月 29 日，釋字第 602 號解釋就兩個要件要素之爭議於理由書中，同引為「主要」部

分之研析意見，說明有關市場無同類商品或勞務可資比較，只要多層次傳銷事業訂

有符合管理辦法退貨規定，並確實依法執行，可視為「合理市價」，並將此引為具

體判斷標準；繼之，為實務採納的標準，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18 條與多層次傳銷管

理法施行細則第 6 條，所稱「主要」及「合理市價」判斷原則，同為補充前述釋字。

本文併陳分述(1)、(2)，並比較之。 

(1)釋字第 602 號解釋之判斷標準 

a.主要 

(a)利潤可劃分 

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利潤來源「可清楚劃分」各占比例，一為單純來自介紹他人

加入，一為來自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應先認定其利潤來源，若主要係

來自介紹他人加入，即違反公平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至於「主要」之認定，美國

法院解釋，主要為「顯著地」之意，曾以「50％」為判定標準，再依個案是否屬蓄

意違法及檢舉受害層面和程度等實際狀況為認定。 

(b)利潤無法劃分 

多數的傳銷行為，若參加人利潤來源無法分割來自介紹他人，或來自推廣、銷

售商品或勞務，難劃定各占有比例時，即兼含兩者報酬，判斷是否符合「主要」，

應從「商品售價是否係合理市價」為判定。 

綜上，釋字以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8 號解釋之意見，判定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

「主要」要件，若利潤來源可區隔，採美國法院「50％」及「顯著地」為標準，且

衡酌個案蓄意違法及受害情形。但若利潤來源無法劃分比例，則轉由審查「合理

市價」要件為判定。 

b.合理市價 

(a)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勞務 
                                                        
40 同參吳英同，前揭註 8，42；林宜男，前揭註 4，17 註 36；林宜男，「變質多層次傳銷新舊條

文解釋及適用之研析」，台灣法學雜誌，第 344 期，155-16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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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商品或勞務是否為「合理市價」，以國內外市場相同、同類產品或勞務之

售價、品質為最主要參考依據。另參酌其他因素，如多層次傳銷事業獲利率與非多

層次傳銷方式行銷相同或同類產品行業獲利率之比較，可供參考，其他考慮因素尚

包括成本、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 

(b)市場「無」同類競爭商品或勞務 

因無同類可資比較，認定「合理市價」較為困難，若多層次傳銷事業訂有多層

次傳銷管理辦法退貨規定，且確實依法執行，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可視

為「合理市價」。 

綜上，釋字判定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合理市價」要件，若市場「有」同類競

爭商品或勞務，先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產品或勞務為最主要參考依據，另酌量

其他因素為輔助判定。反之，若無同類者，如有相關退貨規定，則商品或勞務之價

格視為「合理市價」。 

c.兩者差異 

綜合釋字第 602 號解釋就兩項要件之判斷標準，判定「主要」要件，利潤來源

是否可區分比例，若可區分收入來源的比例，採「顯著地」及「50％」為標準。反

之，無法區分收入來源的比例，轉由認定「合理市價」，推論「主要」要件。另，

判定「合理市價」要件，區分市場有、無同類競爭商品或勞務，前者以市場同類商

品或勞務為「主要」之依據，酌參其他因素輔助判定。後者因市場無依據，若有相

關退貨規定，以此價格為「合理市價」。 

(2)嗣後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18 條與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6 條所稱「主要」

及「合理市價」之判斷原則（立法的依據為實務採納） 

前述解釋認定標準以外，實務個案另透由立法的依據，以多層次傳銷管理法及

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行細則規定為準據。此施行細則當初立法「修正草案要點四」41，

明確說明如何為判定，實務參酌並引為判斷準據42（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6

條43），此施行細則第 6 條同為嗣後修法後，此兩項要件之判斷原則，如下。 
                                                        
41 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行細則，共計 20 條，其立法總說明：其中之「四、合理市價之判斷原則及

主要之認定方式」（對應當時草案第 6 條）。 
4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21 號刑事判決（慶○公司骨灰罐案），適用此處

所論（1）大法官闡釋標準，以及（2）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判斷標準。 
43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2015 年 10 月 7 日公法字第 1041560858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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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要 

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18 條判定「主要」要件，以「50％」為標準，再依個案是

否屬蓄意違法、受害層面及程度等實際狀況為認定。本文認為，此同於釋字所述，

但未見若收入來源無法劃定時，如何處理。 

b.合理市價 

(a)市場「有」同類競爭商品或服務者 

最主要參考依據，以國內外市場相同、同類商品或服務之售價、品質，輔以比

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多層次傳銷事業行銷相同、同類商品或服務之獲利率及考量特

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本文認為，此同於釋字所述，相類似之主要

參考依據及輔助標準為判定。 

(b)市場「無」同類競爭商品或服務者  

依個案認定之。本文認為，此相較於釋字所述，依據退貨規定的價格為判定合

理市價，則為不同。 

(3)前述(1)釋字與(2)嗣後立法的依據，就兩項要件判定之差異 

釋字第 602 號解釋與實務個案所採立法的依據（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6

條），所認兩項要件判斷標準，略為不同。前者（釋字），「主要」的認定，可分

割收入來源比例，主要以顯著地、50％為判定，輔以個案是否蓄意違法或其他因素；

若未可區分收入來源比例，轉以商品價格是否為「合理市價」判定。而「合理市價」

的認定，則區分市場有、無同類競爭商品，若有，則綜合國內外市場的售價、品質，

輔以傳銷事業的獲利率、成本、技術等因素判定；反之，若無同類競爭商品，由退

貨規定判定。而後者（實務所採），主要認定不區分收入來源的比例，與釋字同為

50％之判定；而施行細則第 6 條合理市價的判斷，市場有同類競爭商品（實務所採），

與釋字相同；反之，市場若無，則依個案認定，為不同之處。 
                                                                                                                                                  
 第 6 條 
 本法第 18 條所稱合理市價之判斷原則： 
 一、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得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售價、品質為

「最主要」之參考依據，「輔以」比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非多層次傳銷事業行銷相同或同類

商品或服務之獲利率，以及考量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因素，綜合判斷之。 
 二、市場「無」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依「個案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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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釋字與施行細則第 6 條之判定，最大差異有兩處： 

其一、「主要」，釋字區別收入來源的比例數據。 

其二、「合理市價」，均區分有、無同類競爭商品，若無同類競爭商品，釋字

以退貨規定判定，然實務個案採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則依個案認定，此為最大差

異處。 

2.釋字第 602 號解釋衍生諸多疑義 

無論釋字第 602 號解釋或實務採納施行細則，此兩項要件的判斷標準，均繫於

諸項市場交易實際商品銷售情形、售價、品質及獲利率等因素，或退貨規定，或個

案認定等變因，為判定此抽象法律概念的兩項要件，以具體化其文義，顯見個案適

用抽象概念條文並非容易，由裁判者審理立場如是（或由受規範者立場更可理解，

難符合其法律預見可能性）。更論，所衍生問題尚須透由更多此罪名本身法條以外，

受制於其他法律規定，或於不同時、空之整體制度交易市場相關實際數據，或依個

案認定，方能補充說明，明確化適用抽象概念的要件，採認判定之難！或僅供裁判

者審理為參酌，換言之，說明受規範者得預見，顯具困難。固然法學方法及立法技

術容許運用概括立法，刑法法條之不明確、曖昧法律文字規定，基於罪刑法定原則

要求，應持節制、謹慎態度，透由解釋論分析、論證該法規立法目的及意義，或為

文義擴張解釋，或循修法。 

因此，釋字第 602 號解釋所衍生認定適用判斷標準之諸多批判，臚列於後。 

(1)主要以「50％」、合理市價似有混淆實體與程序、兩者關係為「或」或「及」之

疑義 

學者有認，兩項要件產生疑義，有三44。 

a.主要以「50％」 

「主要」的說明，收入有兩種來源，一為來自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業績所

得，另一為因介紹他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之所得。我國並未採外國立法例，認為後者

所取得經濟利益，即為違法，容許可以因介紹他人加入而取得經濟利益，但要求此

                                                        
44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第二三條不當多層次傳銷『主要』、『合理市價』二項要件之分析－評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六○二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4 期，5-2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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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利益與多層次傳銷的所得整體收入之比例，立法以「主要」要件為限制，未

符合時，即為違反，但如何計算？占整體收入之比例？釋字及實務所採「50％」之

判斷標準，參加人收入來源來自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等業績所得，與因介紹他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之所得，兩者要件的「關聯性」，為何將所得經濟利益與佣金、獎

金為一定比例關係，可為認定「主要」？又為何是基於介紹他人加入多層次傳銷高

於基於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依前者高於後者，即為變質行為？此判

斷標準，50％為門檻，若 60％與40％等相近數據，是否相同？公平會、釋字及實務

個案所採意見，「主要」之比例均以「50％」為標準，但僅說明為美國法院所採，

並未說明比例之理由。若商品虛化個案之參加人，已無進行推廣或銷售勞務，還有

合理市價問題？或是若商品虛化所得利益，全屬基於介紹他人加入之所得，主要要

件已是空洞化。 

b.合理市價有混淆實體與程序之虞 

「合理市價」的說明，合理市價具模糊性，引用公平會之意見，即多層次傳銷

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6 條與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18 條所稱合理市價之判斷原則，釋字

肯定施行細則第 6 條市場有同類競爭商品或服務者，最主要參考依據，輔以比較相

同或同類商品或服務之獲利率，綜合判斷。但釋字否定施行細則第 6 條市場無同類

競爭商品或服務者，依個案認定合理市價要件，較為困難，僅以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退貨規定，推論合理市價，此有混淆實體與程序之虞。 

c.兩者關係為「或」或「及」？ 

「主要」及「合理市價」的說明，公平會就大多數處分案，未同時進行此兩項

要件的認定，因而此兩者間關係為何？特別是判斷商品虛化之主要要件，是否為「或」

的關係？是釋字闡釋不明確化要件之論述不足，更衍生疑義。 

(2)「主觀」價值商品無判斷標準 

若商品性質存有個人主觀喜好，如古董，存有鑑賞家主觀喜好因素，或經由設

計師專業設計之衣著等商品，消費者購買時，有不同主觀認知價格的判斷45；所謂價

格應如何認定？合理市價的判斷標準？仍有疑義。是合理市價之認定，尚非易事。 

                                                        
45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37 期，委員會議紀錄，125（1987），會議中曾提出疑

問：「合理市價」若有「主觀」價值，如何認定？修正前公平法草案一讀時，自 1987 年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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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預見可能性不足 

釋字第 602 號解釋與修正前公平法，公平會依授權制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此辦法於 1992 年 2 月發布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廢止，而解釋於 2005 年 7 月公布，

解釋文及理由肯定立法者運用抽象法律概念之概括立法，不違背明確性原則46，然就

受規範者可得預見之要求，似顯得不充足。 

前述兩項要件要素規定，實務尚須複雜地分類個別認定標準，詳加以論述判斷

準據，如何期待國民以一般通念，即可判斷概括法律文字之文義及範圍？無論釋字

闡釋或相關規則的判定，或者裁判者於個案認定，均難以說明一般人易於可為法之

預知！則釋字第 602 號解釋採有條件承認概括立法此兩項要件，無充足理由為說明，

即淪為空談！甚至，如釋字的判斷標準，以及實務個案透由立法的依據，如此繁多

的判斷標準，更凸顯出其複雜性。 

此號釋字理由書所述，「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行為人，就該事業之參加人取

得的經濟利益，主要基於介紹他人加入、非基於參加人推廣或銷售商品等合理市價，

依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具有預見」等語，即認為一般國民就此兩項要件已有法之

預知。於實務審理過程中，補充如何判斷此兩項要件，透由裁判者解釋分析及引用

法條文字以外的各種假設，說明個別認定標準47，歷經多年（1992 年 2 月此辦法發布

                                                                                                                                                  
日委員審查會中，進行審查草案第 23 條規定，黃正一委員曾述及「主觀」合理市價問題，而合

理市價應給予更明確之標示，例如相同衣料，經由服裝設計師設計以後，一套三、四萬元，而

市面上只要三、四千元，類此情形，究竟何為「合理市價」？ 
46 另，學者述及，「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於實務個案審理、學術研究及公平交易實務提出

的判斷基準，容有判定上空洞化等批判，因而質疑有違明確性原則，此具有正當性，並認釋

字第 602 號解釋就抽象概念意義，似乎未能解消疑義，詳參黃士軒，「初探變質多層次傳銷行

為罪（下）」，月旦法學教室，第 229 期，57-58（2021）。 
47 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2454 號刑事判決（廣西南寧案件） 
 本案例一審判決僅述及「主要」的認定，為「主要」不以全部為必要。 
 於此，「未」發現法院就「主要」與全部為具體說明，又何從判斷？法條本即未以「全部」為要

件，故僅略述「主要」非全部，此以更抽象用語描述本欲被解釋的「抽象概念要件」。 
 2、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 103 年度金重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一般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案件） 
  本案例一審判決以釋字第 602 號解釋之外，尚引用公平會出版「認識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一書第

67 至 68 頁，傳銷商之佣金及獎金取得，並非純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兼有銷售或推廣之實績，

實務或許無法分割多少來自於兩者，故取得佣金或經濟利益之主要來源，形式上均來自推廣或銷

售商品，並「無」純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欲判斷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必須從

商品或服務售價是否係「合理市價」判定之。並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與施行細則第 6 條

規定，互為補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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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5 年 7 月釋字公布），直至此號釋字為法院裁判認定的具體依據，實難掩判斷

基準之高難度，又如何要求一般國民（不正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行為人）以一般生活

知識之認知，為事先法律預測與認識？足見所論，漠視了一般國民具有可預測性認

識之理解範疇！ 

換言之，法院審理尚無法僅由法律表面抽象文字語意，適用於犯罪事實而無異

議，而可為大多數裁判一致性認定，則釋字如何推論概括條文要件本身，已具備一

般人有可預見？甚至，推論概括立法符合明確性原則？未見說明一般人法預測可能

性之「理由」（後述比較釋字第 702、602 號解釋）？或者縱使認定條件式的肯定立

法者可運用概括立法，仍應透過解釋的過程，檢驗系爭規定有、無符合「受規範者

得預見」，再導出解釋結果。而前揭兩項要件，似有遺漏論述過程及說明理由，以

諸多具有高難度的假定，或僅為供裁判審理參酌之依據，卻論已符合一般人法之預

知或社會通念！ 

3.釋字第 602 號解釋未述及商品要件 

此號釋字僅探究「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之爭議（變質行為），而罪名另

一爭議之「商品」要件（客體內容），國內實務廣西南寧案件或一般純資本運作案

件，無實體存在之權限及服務等，衍生商品形骸化、商品虛化或無形商品，是否同

為適用？釋字未論及（詳前述第一個法律爭議）。 

4.相較於釋字第 702 號解釋之立法者事前監督 

釋字第 602 號解釋以符合三項條件，肯定概括立法之合憲性；繼之，釋字第 702

號解釋，同揭示概括立法符合明確性原則，但並不限於此；概括立法之合憲性爭議，

曾揭諸於釋字第 432、521、545、623、767 號等解釋之中，皆不否認立法者事前監

督的機制，然不乏受到國內學者強烈批判48。且無論於解釋內文之形式觀察，無詳加

                                                                                                                                                  
 於此，固然肯定實務力求具體化判斷標準，另一方面，也凸顯出此爭議要件的判斷，極為高度複

雜，以及不符合一般人有法之預知！專業裁判者猶須多方為闡釋，如何期待一般國民通念可預見

法律文字之真正意義內涵！ 
48 「概括立法」之運用，法學方法觀點持節制態度，為文批判者仍多，多以釋字提出審查條件之

「受規範者可得預見」為題，釋字第 521 號，詳參黃源浩，「租稅法律上概括條款、法律漏洞與

法治國原則－評大法官釋字第 521 號解釋」，財稅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87-91、94-9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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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審查判斷之理由（如第 521、602、623 號），或雖有說明理由，於法學論理上，

質疑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如第 545、702、767 號），其重點在於，釋字所提條

件之一，「受規範者得預見」，流於形式審查之譏。 

本文認為，應就系爭規定（概括要件要素）、行為主體（受規範者）及審斷內

容為判斷，並詳細說明其理由。如後僅擇一，以釋字第 602 與 702 號解釋互為比較。 

(1)概括立法適用於刑罰之理由須充足且完備（符合一般社會通念的理由） 

刑罰受限於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應依刑法第 1 條所定行為處罰，以行為時法

律有明文規定為限，縱使由立法學及法學方法觀點，肯定此類概括立法之運用，然

截堵疏漏與不可恣意之間的取捨，實為艱難任務，甚至，於刑法上，應「節制」使

用49。而釋字第 602 號與第 702 號解釋，分別為相關條件之審認，應具體可行且充分，

方足稱之。 

觀諸釋字第 602 號解釋之理由書，僅說明「不正當多層次傳銷行為人，對於事

業參加人取得經濟利益，主要基於介紹他人加入、非參加人推廣或銷售商品等合理

市價，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具有可預見」等語，但未說明行為人就主要及合

理市價要件，如何具備專業知識或一般人社會通念有法之預知的理由？或者行為人

有何專業知識，已具備判斷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或係行為人如何以一般社會通

                                                                                                                                                  
釋字第 545 號，詳參陳愛娥，「如何明確適用『法律明確性原則』？－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5 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88 期，249-258（2002）；釋字第 767 號，詳參許育典，「當大

法官的常見並非人民所見的憲法悲歌－兼評欠缺同理心的釋字第 767 號解釋」，月旦裁判時報，

第 77 期，5-14（2018）；李念祖，「誰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誰的釐清責任？－論釋字 767 號解釋

中知情同意原則的質變」，月旦司律評，創刊號，48-61（2018）；楊智傑，「釋字 767 號法律明

確性原則論述爭議」，台灣法學雜誌，第 352 期，113-127（2018）。甚至，本文引為比較之「釋

字第 702 號」，詳參黃舒芃，「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制度功能－評釋字第 702 號解釋對法律明確性

原則之認定」，月旦裁判時報，第 17 期，5-14（2012）；李仁淼，「教師法之『行為不檢有損師

道』與法律明確性－大法官釋字 702 號解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22 期，18-27（2013）；
許育典，「當教師工作權遇到學生自我實現權－釋字第 702 號解釋的憲法疑義」，月旦法學雜誌，

第 211 期，71-87（2012）。 

   於此，本文僅就釋字第 702 號理由書是否充足，為形式上審查之比較，而不予深論，至於論者

所質疑與法律明確性不合，似以專文研究為妥。 
49 立法學論點，詳參林明鏘，「立法學之概念、範疇界定及功能」，政大法學評論，第 161 期，73-74、

93-94（2020）；法學方法論點，詳參劉幸義等合譯，Arthur Kaufmann（亞圖‧考夫曼）著，法

律哲學，初版，五南出版公司，94-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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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足為行為時，對於數據概念或比例之兩項要件，已具有法之預知？均須詳加說

明，否則形式上即為理由說明不足。 

相對地，釋字第 702 號解釋係就系爭規定之受規範者為「教師專業人士」，基

於養成教育及有關教師行為標準之各種法律、規約（教師法第 17 條、相關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全國教師自律公約等），以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受到本身專業領域

相當多倫理與法律之約束，解釋理由書中，形式上說明行為人就其自身行為違反規

定，具有預見可能性的理由。 

形式上比較兩號釋字之解釋理由書所據理由（容有為文批判，如註釋 48），釋

字第 702 號解釋係就專業養成之「教師」，而釋字第 602 號解釋以「一般人」為受

規範者之適用基準，立足點不同。釋字第 702 號解釋，係教師適用系爭條文「行為

不檢有損師道」，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之教師得以預見，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反觀之，釋字第 602 號解釋，不正傳銷行

為人就「合理市價」與「主要」要件，如何為一般人民可為法律之預見？甚至，該

不正傳銷行為人有、無特殊專業知識能力，足為不同標準的法之預知，以及具備專

業知識判斷之論據（養成教育、訓練或專業規範等）？以「一般人」或以「專業知

識人」，各別理由為何50？ 

(2)一般人通念不等於裁判者判定標準 

釋字第 602 號解釋一般社會通念與法院判斷標準，為不同議題；縱使於解釋理

由內，肯定系爭規定具備一般人民之法預見性，以及引據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8 號

解釋認定標準，此為主管機關之專業判斷之研議標準，或法院裁判可為參考依據，

然一般人法之預知（前者）與專業機關之判斷標準（後者），截然為兩個不同的命

題；一為「事前或事中」一般人對於法之預知，另一則是「事後」裁判者審判認定

                                                        
50 附帶一提，同於「兼及審查法律及行為」論點，國內學者引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依據基

本法 103 條第 2 項規定（相當於我國刑法第 1 條規定），國民得以認識何行為是刑事可罰的，相

對地，由立法者決定何者為刑事可罰行為，要求的法明確性即是，「應使國民得以認識其行為之

刑事可罰性，且司法權不得超越受規範者可得認識之意義範圍，而類推適用創設刑法要件」。故

結論有二，「法院以明確性審查法律」與「以此標準審查法律所適用的行為」。更述及，法律明

確性可理解為，法律應明確，使受規範者得以認識受到法規範的狀態及地位，並據以安排、決

定自身的行為。同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調，法律明確性要求並未一律禁止立法者運用不確

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判斷重心須重視「各該規範對象的特質」，詳參陳愛娥，前揭註 48，
252-254。此同於本文區分規範對象為「一般人」或「專業人士」，而適用不同的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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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申言之，前者是以一般人（受規範者）行為時，就主要與合理市價要件，

有否具有一般社會通念，足為判斷自身行為已具有違反法律規定之可能性（受規範

者所得預見之條件），而後者為司法審查可判定案件所涉概括要件，法院裁判者如

何判定的標準（經司法審查認定及判斷之條件），則一般人民與裁判者本具有專業

知識之落差，無法一概同視，且釋字提出公平會研議解釋意見，內容說明極為細膩、

複雜，困難度亦高，非一般人社會通念可及。 

(3)三項條件均為必要條件關係 

最重要的是，由釋字第 602 號或第 702 號解釋闡釋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條件：

立法者使用抽象概念，若 a.意義非難以理解、b.「且」法律所欲規範對象所得預見、

c.「並」可經司法審查認定及判斷，即無違明確性原則。前述三項條件是「同時具備、

缺一不可」之必要條件關係。因此，若將釋字第 602 號與第 702 號解釋，以形式審

查理由書是否說明理由，互為比擬及適用，猶未解疑義！ 

綜上，法律明確性原則於兩號釋字系爭規定之比較，本文扼要說明如圖 2。 

兩號解釋（理由書）均闡述 

立法者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為對應規定 

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三項必要條件（「且」、「並」）： 

‧意義非難以理解 

‧受規範者得預見 

‧經司法審查確認 

檢   驗 

 

♠釋字第 602 號解釋 

       爭議：修正前公平法之「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 

 

  ‧意義非難以理解 V 

  ‧受規範者得預見 X  ○1 不正傳銷行為人就參加人取得經濟利益，如何依專業知識及社

會通念預見系爭要件？一般人或專業者？未見說明 

             ○2 引據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8 號解釋認定標準（專業判斷≠一般

人判斷） 

  ‧經司法審查確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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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02 號解釋 

 爭議：教師法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要件 

 

  ‧意義非難以理解 V 

  ‧受規範者得預見 V （教師藉由養成教育及教師行為標準之各種法律、規約預見系爭要

件，但容有為文批判） 

  ‧經司法審查確認 V 

 

圖 2 釋字第 602 號與第 702 號解釋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刑事立法解釋論 

（一）與罪刑法定原則調和  

法律適用過程的分析，今日多數法學者試圖以更明確及精準的方式，藉由概念

界定、體系建構、利益衡量及價值判斷，致力於周延論證，為不變的規則；因此，

解釋論承擔了提供具體問題更為合理解答之任務。於主流思潮或體系思維之外，任

何分析方法解讀爭論時，應同受到重視。循解釋論的多元性理念，解釋方法多運用

文義、體系、歷史及目的解釋，但有論，傳統方法以外，尚有其他論證方式，如衡

平、法安定性、公平正義、法一致性及裁判結果等，當爭議與結果處於緊張關係，

常遭質疑與一般社會通念相容與否51。由我國民法第 1 條規定，依習慣、法理補充法

律的不足，讓法律與社會接軌，透過法律解釋，具體化概括性質的規定，實踐私法

自治、契約自由，以及訴訟經濟、解決紛爭之目的；反觀之，於刑法第 1 條規定，

立論於罪刑法定原則，法律處罰，以行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一部以非難違

法行為及一般預防目的之「行為刑法」；法規範間之基本法律理念，乃不盡相同。

是經濟刑法概括立法之具體化，會是一項挑戰；然而，不明確法律要件具體化過程

                                                        
51 許政賢，「民法解釋學方法論的不確定性－以概括條款具體化為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7

期，28-30（2015）；劉幸義等合譯，Arthur Kaufmann（亞圖‧考夫曼）著，前揭註 49，93-2、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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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利用解釋論或其他論證方法，考量、採納多元化思維，正當化抽象法律概念

之論證分析，放諸於各法律領域，則是相同的52。 
                                                        
52 學者肯定將法律經濟分析之方法，引為解釋法律學的分析工具，採取多元化思維，存在於民商

法及經濟法，略說明如下。 

  1、民商法及實務裁判： 

學者有論，以多元動態法律體系的理念，藉由歷史經驗，無法僅依單一、絕對因素而解釋法律

制度，各種社會、經濟、心理、歷史及文化因素，以及各種價值判斷，影響及限制法律的形塑

與運作；法律的適用，難以獲得正確答案（或永遠不可能獲得）的理由，乃因法律與社會之間，

具有相對關係，而社會情事與時代價值理念，決定了妥適正當的法律判斷，此永遠為相對關係

的判斷，故肯定引導法律體系的圖像、世界觀，應於多元、風險社會之中，融貫詮釋法律，闡

釋法律採取多元、互補，不侷限於對立立場。且實務裁判結果分析，民事裁判理由採用法律經

濟分析之案例（包括判斷法律構成要件的標準、是否符合公平正義），頗為可觀且日益增多；

故學理上，法律經濟分析得列為獨立的解釋方法，對於法律規範要件較模糊而須評價，法律經

濟分析可於結果評價階段，作為分析工具的選項，並發揮一定功能，與目的解釋相互結合。學

者援引 Posner 所提，於追求法學知識過程中，傳統方法遭遇瓶頸，法學方法出現真空狀態，主

張典範轉換，轉向運用內置於經濟學中之數學、自然科學方法，達成更完善理解法律的目標。

法律規範與社會經驗事實之交錯影響或詮釋循環，法學將不可避免與其他領域，尤其社會學、

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產生互動影響，以此肯定多元化思維之解釋論，詳參許政賢，「契約結果

導向的司法控制－初探民事裁判結果導向案例」，政大法學評論，第 135 期，136-137、140、

148-149、152、161（2013）。 

  2、經濟法： 

學者有論，法律經濟分析於 60 年代美國興起以來，已成為美國及全球法學界高度重視之一項法

學方法論，分析方法被運用於各法律學門，影響了法解釋及法政策制訂，為分析事理的「思維

方式」，而非對於人類理性的「量化過程」，不應過度拘泥於將法學視為自成一格的學術絕緣

體；引入此一跨領域研究方法，將有助於理解法律，且述及 Posner 所言「1960 年之前，所謂法

律經濟分析，即為『反托拉斯法的經濟分析』」。並肯定以公平法為例，各該法律文字意涵，

很難自外於經濟學理而為理解，於公平法理論成長與提升執法品質，有高度必要性與關聯性。

於 1960 年，美國學者 Ronald Coase 及 Guido Calebresi 發表重要論文以後，建立了人類追求理

性及效用極大的一項前提，任何社會爭端具有雙面性，以效率配置作為法律建構解決爭端的基

準，此論於美國法學教育之中，開啟且扮演重要角色，廣泛地被運用於各法學研究領域；更提

出經濟分析方法對於法律的價值，有「強化法律論述」、「協助法律改革」及「必要多元」等

功能，強調此並非否定法學分析的價值，而是可提高法律的明確性與可預測性（評估「定性」、

「構成要件」之依據），降低法規遵循的成本，詳參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

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27 期，47-89（2011）。 

綜上，國內論者傾向於肯定民商法領域，將法律經濟分析作為解釋法律分析工具之一（實務民

事裁判同採）；而經濟刑法領域，係結合刑法與經濟法，此類經濟犯罪行為人置身於實際經濟

交易市場環境因素，主觀具有詐欺、欺瞞性質，行為本身未脫離刑法所欲非難的構成要件，固

然須依循刑法基本原理原則，如罪刑法定原則或法律預見可能性之要求。倘涉及實際經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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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刑事立法疑義，由廣西南寧案件與釋字第 602 號解釋闡釋

修正前公平法之爭議，立法者以抽象法律概念為立法，須有相關必要條件；然此，

尚不足論釋字第 602 號解釋系爭規定已符合明確性原則。究其因，釋字第 602 號解

釋導出一般通念之說明不足，即不正傳銷行為人如何具有一般通念，可預見抽象意

義之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的文義範圍，足為行為時，為法之預知而認知違法。故於

後提出不同面向的解釋論，分析本文所提出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兩項法律爭議。 

其一、日本刑法容許擴張解釋論，以限定解釋論及明確性原則，憲法及實務就

一般社會通念之闡釋，作為刑法實質性解釋範圍及擴張解釋界限。 

其二、立於多元化思維，引入法律經濟分析解釋，認識不明確化法律要件於經

濟刑法適用可能性。 

1.法律解釋概念 

法律的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關係，法律解釋之任務，為裁判者適用法律時，

必然的歸納結果；以法律為大前提，認定事實為小前提，產生法律效果的結論，為

三段論法。確認小前提之認定事實與大前提之法律適用，缺一不可的工程，即「法

解釋」。而學者提出法解釋重點有二，如下53： 

其一、實質法解釋，即「價值判斷」，第一種情形，以立法者意思為基準，明

確化判斷範圍，藉由解釋者（裁判者）之主觀基準。此立法者意思說，係為何種態

樣的事實，該當法律條文適用範圍。第二種情形，以法律的立法目的及意旨（法理）

為基準。第三種情形，以歷史的演變為價值判斷基準。第四種情形，以合憲性為基

準。 

                                                                                                                                                  
市場相關的不明確化法律要件，有賴於解釋論釋疑。於後，嘗試以此為解釋方法，明確化變質

多層次傳銷之「定性」（入罪化），並說明變質行為之「構成要件」。 

更進一步言之，法律經濟分析之理性選擇中的價值取捨及法律判斷，於刑事實務，類似犯罪事

實的個案，相同的法律爭議，適用相同的法律見解（一致性），更具體實踐了法院法律見解統

一，以避免裁判歧異。故法律經濟分析的運用，從制度面至法律見解取捨的判斷，非僅是狹隘

的制度資源的節約，更廣及保障人權及人民信賴司法判斷，此不區分行政、民事事件及刑事案

件，共同追求法律見解一致性之終極目標。 
53 前田達明，「法解釈について」，法曹時報，第 64 巻第 1 号，2-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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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形式法解釋，即「言語的表明方法」，第一種情形，以法律條文「內」

的解釋，為文理解釋，即從法律條文的字句、文法的意義，作為條文的明確性意義，

稱為「文字通常意義」；另，論理解釋，為確定法律條文的適用範圍的解釋方法，

有分為二，擴大解釋（擴張解釋）及縮小解釋（目的論的限制解釋）。而第二種情

形，以法律條文「外」的解釋，又稱為反對解釋，與前述文理解釋及擴張解釋相反，

法律條文適用之外的解釋；尚有另一種類別，即為類推解釋。 

由上可知，罪刑法定原則於解釋論，可得確定的是，應排除法解釋的形式面之

法律條文「外」的解釋，以及類推解釋的適用。 

2.附屬刑法適用罪刑法定原則 

刑法第 11 條所定其他法律適用罪刑法定原則，包含經濟刑法（附屬刑法）。罪

刑法定原則係德國於 19 世紀初，反映於法典之原理原則，構成要件論的重要性意義，

規範犯罪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為適用對象，功能在於界定國家刑罰權範圍；其內涵

須考量人民對於刑罰之預見可能性，藉由民主正當之立法者，決定刑罰權範圍，構

成要件概念與罪刑法定原則，互為表裡54。 

雖日本經濟刑法曾於初期戰時統制時代，學說提出經濟刑法內修正罪刑法定原

則說55，且 1970 年以後，企業主體經濟犯罪結構改變，實務及學說之演變，逐步採

取肯定企業法人的犯罪能力，以兩罰規定擴大處罰法人犯罪，修正個人責任之轉變

56。然修正說僅因當時社會背景，提出必要的因應；而此說，更益證經濟刑法（附屬

刑法）「本」適用罪刑法定原則。 

刑法與經濟法交集之經濟刑法，具有經濟法特性，與社會產業及經濟秩序，恆

持彈性，亦依刑法構成要件明確性與預見可能性，概括立法為立法選擇及利益權衡

                                                        
54 山中敬一，「ドイツに対する近代犯罪論の生成の現代的意義（特集 刑法学における『犯罪体

系論』の意義）」，法律時報，第 84 巻第 1 号，22-28（2012）；安達光治，「構成要件論の

意義（特集 刑法典施行一〇〇年─今後の一〇〇年を見据えて）」，法律時報，第 81 巻第 6
号，12-13（2009）；薛智仁，「刑法明確性原則之新定位：評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背信罪合

憲性裁定」，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第 2 期，615-625（2015）。 
55 金沢良雄，経済法の史的考察，初版，有斐閣，59-87、91-98（1985）。 
56 金沢良雄，同上註，59-87、91-98；佐久間修，最先端法領域の刑事規制－医療・経済・ＩＴ社

会と刑法－，初版，現代法律，184-185、19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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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57。憲法以人民基本權為原則性抽象規定，須透過刑事實體法之強制、誡命規

定，具體實踐憲法原則58。因此，時代科技與經濟變遷，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構成要

件，為立法的選擇，亦應依罪刑法定原則為法律解釋，並明確具體化其內涵。 

（二）日本容許擴張解釋  

1.限定解釋 

(1)日本憲法理論與實務解釋 

日本憲法第 31 條所定刑罰明確性原則，舉例後述五則實務見解之認定基準。第

一則案例，說明當刑罰法規構成要件曖昧、不明確時，有違日本憲法第 31 條規定而

無效。曖昧、不明確的判斷基準，以「一般人通常判斷能力」（一般社會通念）判

定法律禁止不法行為，有、無認識及辨別可能性，立於一般國民可瞭解法律明文拘

束的行為，有受到告知的機能，防止國家或機關流於恣意主觀判斷及濫用刑罰權59。

第二則案例，說明槍砲刀械管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所定刀械類，法律文字有曖昧、

不明，有違憲法第 31 條規定，衡酌使用菜刀型態及長度（約 33 公分）之刀具，為

先進銳利鋼鐵製所研磨成銳利之刀刃，符合一般社會通念「刀」外形之適當性意義，

因而認定已經實質具備法條文字之「刀」要件60。第三則案例，說明食品衛生法第 4

條第 2 項所定販賣有害物質要件，違犯行為以抽象性文句為範圍，三審法院對於原

審判決採認基於「一般人通常判斷能力」（一般社會通念），本案中之鮮魚商添加

系爭有害物質於海鮮肉品，是否造成消費者身體不適之可能性（因果關係判定）？

                                                        
57 吳元曜，「論經濟刑法概括條款之規範模式」，軍法專刊，第 51 卷第 10 期，33-39（2005）；

亦有認，證券交易法之法律構成要件，刑法第 11 條規定同適用罪刑法定原則，詳參靳宗立，「台

灣有關跨域經濟犯罪之防制－以證券交易犯罪為核心」，輔仁法學，第 43 期，28-30（2012）；

靳宗立，「證券交易法之刑事規制與解釋方法－以特別背信罪為例」，台灣法學雜誌，第 166
期，7、19-21（2010）。 

58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10 版，元照出版公司，61-63（2008）；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初版，

學林文化，6（2001）。 
59 最大判昭和 50.9.10，刑集 29 巻 8 号，489；判時 787 号，22。 
60 最決平成 8.2.13，刑集 50 巻 2 号，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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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法院認為，系爭法律條文具有明確性，而維持原審判決認定61。第四則案例，說

明實質構成要件解釋界限，即法律條文語義及立法目的，適用行為時法律，以國民

可預測行為具有處罰可能性，通常以禁止類推解釋、容許擴張解釋；而容許擴張解

釋的界限，裁判者須從國民認識法條文字、語句可能意義範圍，以及預測可能性，

為實質性判斷，劃定擴張解釋的界限。由於語言及文字可解釋範圍，非屬於單一解

釋（複數），而客觀判斷則須衡酌、分析法律文字之核心意義、犯罪體系論、犯罪

類型保護法益等因素，導出合理結論62。第五則案例，說明合憲性限定解釋與明確性

原則的關聯，限於一般社會通念而為解釋，此限定解釋依條文與實際案例情形，衡

酌條文處罰，符合立法目的正當性與弊害防止手段間的合理性，以及法律適用所得

利益大於所失利益間為判斷，即為合憲判斷63。以上，基於日本憲法所揭示原則，實

務於具體個案當中，判決闡述刑罰明確性原則如何解釋及認定64。 

(2)處罰結構妥當性與法律主義 

實務見解亦述，刑法處罰對象（行為）及處罰正當性，會隨著時代變遷與社會

變動，犯罪本質概念未明確化而訂定於一般成立要件，刑法規範犯罪基礎在於立法

者選擇特定政策原理，如法益保護原則、責任主義、罪刑法定原則，以建構刑法體

系，藉由各項原則解釋處罰必要性，檢視犯罪成立要件內容是否具體、明確。而處

罰時須考慮「結構妥當性」，避免因政策原理而損及重要性價值。此外，犯罪要件

須兼及法體系一貫性。罪刑法定原則係日本憲法第 31 條規定，基於法律主義，由國

會立法並通過法律，法院依據法律而適用於具體個案。且法律主義與解釋之關係，

法律主義是由裁判者為解釋及適用法律之原則，否定其適用習慣法或類推解釋，刑

法解釋是容許擴張解釋，但不許類推解釋。擴張解釋係擴張處罰對象（行為），依

法律文字文句及語意範圍，可得理解為限，如竊盜罪（日刑法第 235 條）規範竊取

                                                        
61 最決平成 10.7.10，刑集 52 巻 5 号，297。 
62 最 1 小判平成 8.2.8，刑集 50 巻 2 号，221；判時 1558 号，143。 
63 最 3 小判平成 19.9.18，刑集 61 巻 6 号，601；判時 1987 号，150。 
64 前述五則實務見解，詳參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5 版，東京大学出版会，63-65（2011）；

同參前田雅英，刑事法最新判例分析，初版，弘文堂，19-21（2014）；前田雅英，最新重要判

例 250（刑法），11 版，弘文堂，2-4（2017）；曲田統，「一般理論（特集 刑法典施行一〇

〇年─今後の一〇〇年を見据えて）」，法律時報，第 81 巻第 6 号，10-11（2009）；佐伯仁

志，「規制緩和と刑事法」，ジュリスト，第 1228 号，47-4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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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客體「財物」，擴張至「電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則65。惟罪刑法定原則是排

除以處罰行為具有惡害性或當罰性為由，而為類推解釋，此以「結果為正當化的論

理」，係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如過失往來危險罪（刑法第 129 條）之客體為「汽車」，

若「汽動車」（燃料的車），則不得類推適用66。以上，固然憲法揭示原則，惟適用

於具體個案時，仍應與時俱進而為解釋，但須留意，禁止類推解釋67。 

(3)適正明確性原則 

法律事先明文規定罪與刑，為處罰不法行為之依據。若未規定，則無處罰正當

性，立於憲法，為違憲且無效（憲法第 31 條規定）。明確性原則，如罰則內容不夠

明確，構成何種犯罪有不明確、曖昧的要件，「等同」未事先有法律，若適用於具

體個案，等於犯罪事後才規定，與犯罪行為未立法同，違反法律主義及事後法禁止，

個案須很明確是罰則所規範處罰之對象。故應限制個案適用不明確罰則，且不明確

罰則因自身不當，而產生萎縮效果。亦即，依據憲法第 31 條，犯罪成立要件明確性

須限定解釋罰則，利用限定解釋成立要件的內涵，以一般國民可認識及理解為範疇；

若不明示明確性處罰範圍，存有曖昧、不明的罰則，將因不當性（即剝奪預測可能

性）而產生萎縮效果，自由等權利受到侵害，同於前述第一則，以「一般人通常的

判斷能力」（一般社會通念）為標準68。此外，明確性原則另一重點「限定解釋的明

確性」，即適用形式法律規定條文，以限定解釋擴大處罰範圍，因而產生「實質性

解釋」明確化與否問題。合憲性處罰範圍的限定解釋，法院裁判者就個案為解釋，

側重於目的必要性，以國民對於法規條文之期待及認識可能性，法律條文的解釋，

導入立法旨趣、法律條文意義範圍內，具體且妥當性限定處罰範圍。關於犯罪與刑

罰，係國民基本價值的選擇，立法者就具體事態之假定，犯罪型態且設定處罰範圍，

當具體案例適用法律條文，常透由法官（裁判者）的解釋為補足69。 

                                                        
65 日舊刑法第 366 條，大判明治 36.5.21，刑錄 9 輯，874。 
66 大判昭和 15.8.22，刑集 19 号，540。 
67 前述兩則實務見解，詳參山口厚，刑法総論，前揭註 36，3-4、9-14；同參曲田統，前揭註 64，

10-11。 
68 最大判昭和 50.9.10，刑集 29 巻 8 号，489；判時 787 号，22。 
69 前述一則實務見解，詳參山口厚，刑法総論，前揭註 36，17-20；同參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

前揭註 64，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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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質性刑法解釋 

(1)擴張解釋 

最傳統的罪刑法定原則，係國會制定法律，法院裁判者依據法律為解釋及適用；

此原則會隨著當代社會國民的價值觀而變遷，以謀求國民利益。犯罪與刑罰的妥當

性，反應國民的規範意識，個案適用處理時，裁判者須賦予更廣義而體現國民的規

範意識，負起此原則之民生主義機能，故審理個案及適用法律，須立於「現代社會

國民之思考」。學界採「實質性刑法解釋」，除了禁止類推解釋以外，應隨著社會

變化，當社會產生處罰性（非難性）較高的行為而刑法來不及修正時，適用目的論

解釋處理個案。而實質性刑法解釋的基準，從文字語句原本核心意義、衡量處罰必

要性，客觀化實質正當性，犯罪論體系化、保護法益分析、社會必要性、國民預測

可能性構成要件外延性，解釋實質性容許的範圍，實質正當性（處罰必要性）、比

例原則，法律條文通常語意等射程範圍，為容許擴張解釋的「界限」。斟酌處罰必

要性提高，藉由解釋擴大可罰性範圍，除了解決問題以外，尚須考量其他影響，例

如妥當性與否70。 

(2)擴張解釋界限 

禁止類推解釋、容許擴張解釋，但仍須限制範圍。當擴張解釋將日常用語的標

準意義為廣泛地解釋時，超過標準意義範圍，即為類推解釋而須禁止。因此，類推

解釋與擴張解釋，本質上屬於不同概念，類推解釋「超過」法律條文意義範圍，同

於刑法未預定事態，而超過一般人預測可能性，違反明確性原則。相對地，擴張解

釋僅針對法律文字意義，日常語意包含範圍「內」為擴張，無損及一般人預測可能

性，故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71。 

 

                                                        
70 前田雅英，同上註，54-55、73-74。 
71 板倉宏，刑法総論，初版，勁草書房，29-31、38-40（2007）；川端博，前揭註 36，43-45、52-55；

山口厚，刑法総論，前揭註 36，8-12；前田雅英，最新重要判例 250（刑法），前揭註 64，2-4；
前田雅英，刑事法最新判例分析，前揭註 64，19-21；大谷實，刑法総論，5 版，成文堂，33-3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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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要件（客體內容）採限定解釋 

(1)無形商品以「一般社會通念」為解釋 

日本憲法理論與實務判斷基準，當法律條文為曖昧、不明確時，裁判者以一般

人通常判斷能力衡斷禁止該不法行為可識別性，本於國民就法律受有法之告知，防

止國家恣意主觀判斷及濫用刑罰權。故法律條文具有抽象概念，採認基於一般人通

常判斷能力基準（一般社會通念）。 

變質多層次傳銷罪適用解釋論，日本實務所採實質構成要件解釋界限，依法律

條文語義及立法目的，國民可預測處罰可能性，採行禁止類推解釋、容許擴張解釋；

而容許擴張解釋的界限，裁判者從國民認識法條文字語句可能具有的意義範圍之預

測可能性，為實質性判斷，劃定擴張解釋的界限。尚須衡酌法律文字核心意義、犯

罪體系、保護法益因素。是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商品要件，其法律文字及語意，當

代社會中普遍客觀價值判斷為理解，就物理性存在之實體商品，本無爭議；而有爭

議者，為無實體存在之無形商品須否受到規制。由廣西南寧案件之犯罪事實，一般

人通常判斷能力可理解「商品」要件文字之語意、核心意義及法規所欲保護法益，

衡酌其實質正當性（處罰必要性）與妥當性，若不擴張解釋至無形商品，將會與社

會發生為數頗豐的具體個案，產生極大危害性，以及導致整體制度面臨崩危的狀態，

僅因解釋意義受囿於法律文字之形式意義而無以處罰，則立法目的正當性，與防止

弊害手段間之合理性，涵括適用於無形商品，所得利益大於所失利益間之價值判斷，

選擇合理性及合目的性之法律見解，故應肯定擴張解釋至無形商品。 

(2)無形商品適用擴張解釋界限 

可為交易的商品隨著社會產業結構變遷與發展趨勢，衍生諸多服務、權限性質

之產品，傾向於無實體存在，同是社會經濟交易客體之常態；基於擴張解釋的界限，

對於「商品」要件的意義，藉由科技衍生商品定義已演變，除了商品實際外觀存在

以外，常見同有財產利益及經濟價值之權利、資格、權限及服務等，雖無實體外觀

存在之具有財產價值的無形商品，應同於一般社會通念為合理解釋。而限定解釋明

確性，法律文字曖昧、不明確，「商品」要件原本以法律條文所定處罰有形物理性

商品，因運用實質性解釋（限定解釋），擴張刑罰範圍至無形商品。因而裁判者審

理個案為法律解釋，立於國民對於法律的期待、認識可能性及條文解釋導入立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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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及意義範圍內，依憲法抽象原則而推認，具體且妥當地限定處罰範圍。此解釋論

目的，於立法尚不及因應時代變遷，而以國民法規範意識（當代社會國民思考），

予以補足。 

現代科技服務、產業結構變遷及消費大眾需求，產品類型繁多，舉凡旅遊行程

安排、生前契約、健康諮詢服務、電子化電信服務、線上教學課程及網際網路服務

等，為一般人判斷能力（一般社會通念）可得理解範疇，解釋時應與時俱進而採行

擴張解釋。至於是否須以修法為補充，則考量其必要性，昔日或有採此為根本解決

方法，兼顧未來可能產生更多未知的產業型態，如日本與我國於刑法，曾就動產與

準動產之修法，而今日或以擴張解釋即足，蓋依當代社會國民法規範意識為判斷。 

且觀察日本立法例，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最新修正，以之對應條文為第三章「連

鎖販賣交易」（連鎖販売取引之第 33 条定義），法律明文「物品（施設を利用し又

は役務の提供を受ける権利を含むの販売。又は有償で行う）」，販賣客體（商品）

亦包含「權利」72之肯定看法。因而商品是否以實體為限？利用設施的權限及接受勞

務提供等權利，均以無實體存在之使用權限或權利為商品交易的標的，商品不須以

實體存在，亦肯定權限或權利可為簽約交易的客體。於廣西南寧案件或者一般純資

本運作案件均有此爭議，亦應同此解釋。 

故實務之所以命名該案件群為「純資本」一詞，應理解為「實體財產利益以外

的權利且具有交易價值利益」的客體內容為宜。 

 

                                                        
72 李蒨蔚，前揭註 8，51-52；另，同參相關日本法規之修正（日本立法例嗣後最新修法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新公布的條文條號為主），關於「訪問販売等に関する法律」，後改為「特定商取引

に関する法律（昭和 51 年法律第 57 号）」，公布日：昭和 51 年 6 月 4 日（1976 年 6 月 4 日），

最後一次修正及施行時間，令和 3 年法律第 72 号による改正，改正法令公布日：令和 3 年 6 月

16 日（2021 年 6 月 16 日）。第三章「連鎖販売取引」第 33 条（定義）之第 1 項「この章並び

に第 58 条の 21 第 1 項及び第 3 項並びに第 67 条第 1 項において『連鎖販売業』とは、物品（施

設を利用し又は役務の提供を受ける権利を含む。以下この章及び第 5 章において同じ。）の

販売（そのあつせんを含む。）又は有償で行う役務の提供（そのあつせんを含む。）の事業

であつて、……。以下この章及び第 58 条の 21 第 1 項第 4 号において同じ。）を伴うその商

品の販売若しくはそのあつせん又は同種役務の提供若しくはその役務の提供のあつせんに係

る取引（その取引条件の変更を含む。以下「連鎖販売取引」という。）をするものをいう。」 

以上，e-Gov 法令検索，「昭和五十一年法律第五十七号  特定商取引に関する法律」，

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51AC0000000057，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 

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51AC0000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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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變質行為）面臨解釋之困境 

前述第二個法律爭議，有判斷標準之困境，如主要以「50％」、合理市價有混

淆實體與程序之虞、兩者關係為「或」或「及」，以及「主觀」價值商品無判斷標

準，同時，釋字第 602 號解釋尚有「受規範者法預見可能性」之說明不足等解釋上

困境，故解釋變質行為之意義，仍有諸多疑義。 

國內有論，或以刪除要件文字說（贅字說）之看法，認為依據釋字第 602 號解

釋或公平會公研釋字第 008 號解釋意見之判斷標準，不宜適用，主張贅字宜刪除，

縱使基於介紹他人加入如低於 50％，仍應禁止，蓋參加人報酬中含有介紹他人加入，

即喪失多層次傳銷販售商品或服務之原意，易形成變質而獲取經濟利益，且國內立

法重點，側重於禁止「拉人頭」的變質行為；又，立於經濟學觀點，市價取決於市

場價格機能，主管機關不可能決定市場價格是否合理，無法實現合理市價要件，更

無由從退貨規定推論合理市價，且退貨與否與合理市價，實不相關73。 

此外，觀察日本立法例，區別有、無商品介入而為不同規範；其中，「有」商

品介入者，「訪問販売等に関する法律」（訪問販賣等相關法律）之「連鎖販賣交

易」，後改為「特定商取引に関する法律」（特定商交易等相關法律），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最近修法（現行法）中，綜觀該法各類販賣，第二章「訪問販賣」、「通

信販賣」、「電話勸誘販賣」（第 3 條至第 10 條、第 11 條至第 15 條之 3、第 16 條

至第 25 條），以及第三章「連鎖販賣交易」（第 33 條至第 40 條之 3）；依據「訪

問販賣」之第 6 條、「電話勸誘販賣」之第 21 條，以及「連鎖販賣交易」之第 34

條，均設有「禁止行為」，以連鎖販賣業及其參加人，「勸誘他人」加入簽訂契約

等行為，將變質行為定性為，以勸誘他人加入不法多層次傳銷者，刑罰處 3 年以下

                                                        
73 論著述及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多泛稱為「老鼠會」，沿襲日本立法例說法，但日本細分為二，

一為「無商品」介入之斂財組織，稱銀老鼠、金錢老鼠或無限連鎖會，由「防止無限連鎖會法

律」為規範。另一則為多層次傳銷予以變質化，以銷售商品為幌子，「有商品」介入，達成獵

人頭獲利目的而成的斂財公司，稱老鼠公司、惡德商法、變質多層次傳銷或連鎖販賣交易，由

「訪問販賣等相關法律」之「連鎖販賣交易」（簡稱日本訪販法）為規範，後來更名為「特定

商交易等相關法律」。此外，美國立法例，就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又稱金字塔銷售術，立法態

樣繁多，此為非法的，與我國相近之亞利桑那州金字塔銷售術法，以主要報酬來自於參加人介

紹他人加入計畫或活動的行為，有「主要」規定。以上整理，詳參吳英同，前揭註 8，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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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或科以 300 萬元以下罰金，或併科之74。從中，要件意義多為「勸誘他人」、

「勸誘行為」、「以勸誘為目的」，未見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尤其是「連鎖販賣

交易」中的第 33 之 2 條及第 34 條禁止規定。 

因此，若依一般人通常判斷能力，於解釋變質行為時，無法預知法條要件文義，

或如釋字第 602 號解釋及實務個案所採的判斷標準，於一般通念仍有窒礙難行。是

借鏡於日本立法例，以非難「勸誘行為」為重心，此兩項要件或為贅字可刪除，較

不會衍生解釋變質行為之無端爭議，即一般人就此等要件要素無法預見可能性，反

強加本欲非難的「行為」諸多數據概念判斷的限制。甚至，將經濟刑法刑罰規定，

明訂主觀要件及客觀（行為）要件，此立法技術與普通刑法之立法體例為一致性。 

（三）法律經濟分析解釋 

1.基礎理論依據 

(1)權利劃定 

法律經濟分析因科學性而廣為發展；前期的「法律科學」，被當作「形式主義

（formalism）」或「概念法學（conceptualism）」，非屬於科學性，如英美法系普通

法之藍得兒主義（Langdellism）與歐陸大陸法系之法釋義學（doctrinal study）。今

日主流法律經濟分析，利用建構數理模型及分析計量統計方式，以經驗價值為認證，

將量化數據資料、社會現象與法規範間，因果關係（相關性）依據科學性所顯現的

                                                        
74 李蒨蔚，前揭註 8，50-53、57；相關日本法規之修正，「特定商取引に関する法律」中，關於

「禁止行為」（跨及第 3 條至第 40 條之 3）規定，其中「連鎖販賣交易」所規制（變質）行為

係「勸誘行為」，並於第 7 章規範罰則： 
 1、勸誘行為 
 第 33 条の 2 條文中之「勧誘を行わせる」、「その勧誘」、「勧誘をする目的である旨及び当

該勧誘に」。 
 第 34 条（禁止行為）條文中之「勧誘をする」。 
 2、罰則 
 第 70 条 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は、3 年以下の懲役又は 3 百万円以下の罰金に処し、

又はこれを併科する。 
 一 第 6 条、第 21 条、第 34 条、第 44 条、第 52 条又は第 58 条の 10 の規定に違反した者。 
 以上，e-Gov 法令検索，前揭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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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為價值判斷基準。法律經濟分析論者，首以寇司定理（Coase theorem），提出

「無交易成本」假設，導出效率概念，定義為「假設無交易成本，法律則無意義，

法律法令係相互對應於交易成本而產生」，但被批為邏輯謬誤。隨後，法律經濟分

析主流，即卡樂布雷西與梅樂米得之「財產法則、責任法則、不可剝奪性」（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Cathedral），提出市場交易為核

心，以國家的裁量權為基礎，被批判係政治的經濟分析。反觀寇司於「社會成本問

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之一項重點，即權利劃定係市場交易之前提

要件；權利劃定清楚，交易市場可得出社會經濟財產利益之最大化產值，論述當交

易市場趨於完全競爭，要求一套極高密度的法令系統為管制，因而經濟市場的交易

成本，比一般認知更高，但僅止於經濟學討論。之後，被批此一般經濟分析常忽略

了交易成本，造成所謂「經濟學的缺漏」，實質相關性因素，除考量市場交易成本

（市場成本）以外，須納入考量因應交易成本所產生或轉換的各種制度間，互為移

轉之交易成本（制度成本），且立於實證經濟學觀察，解釋各個制度間的形成與轉

換必要性，不應僅從規範經濟學理論，提出改良制度（極大化社會福利）75。 

另，亦述理論經濟學者傾向於將法律當作侷限條件（法令），但法經濟學者，

則將侷限條件（法令）改變，找更好的替代方案，以提升效率。於此，足以回應前

述寇司所論權利劃定之法律制度（權利劃定或權力定分），主張法律為制度之一，

法律學係以權利劃定（權力定分）為基礎的法律體系，有私法自治、刑罰謙抑、公

法權限及憲法統合所組成。從權利劃定之法律內在觀點，經濟分析應極小化「同案

同判、不同案不同判」之操作成本，裁判時應考量法律體系之「一致性」與「融貫

性」；因「一致性」才不會「同案而不同判」，而「融貫性」才可「不同案而不同

判」76。 

(2)法令介入 

演化中法律經濟分析之理論與研究，證明法律經濟分析側重於科學性判斷，應

兼論市場成本與制度成本，並「不」排斥以法令介入經濟交易市場。而立於法律經

濟學，無論以何種法律制度介入經濟交易市場，各法領域分別藉由各法律制度之價

                                                        
75 簡資修，「論法律經濟分析之科學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66 期，3-26（2018）。 
76 簡資修，「法律經濟分析方法論」，台灣法學雜誌，第 411 期，37-39、49-5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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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斷與衡量。肯定當新興社會產生法律爭議，合於法制度價值之法令介入，具有

提升及達成經濟學所追求最大原則「經濟效率」。 

2.效益最大概念「財富極大」與「公平正義」 

(1)我國法律經濟分析建置可能性 

法律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係將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及研究方法，

運用於法律領域，或以法律為分析的對象、以經濟分析方法，借重於不同學科領域

的知識，共同跨領域為研究，社會現象藉由經濟分析，更具客觀性、正確性及說服

力。而互為補充、融合的過程之中，法律學因各國社會背景不同，有其不同的原理

原則，具有地域性、侷限性；經濟學有世界整體經濟之共通性，具有國際性、通用

性；法律經濟學理論在外國已發展，美國於法學教育中，常將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

學科，輔助法律學研究之一項研究方法，反觀我國尚屬建置中。 

國內學者提出，有必要建立一套普及化、客觀性的法律經濟學基礎理論，三項

論點，如下77。 

第一、「經濟學之定位」，狹義意義主要研究如何選擇有限資源，以生產物品、

勞務或服務，供應消費之需；而廣義意義是研究人類的決策行為，任何的決策是透

過選擇，決定如何取捨。因此，經濟學不僅是針對經濟利益之金錢或財貨，舉凡人

類所有決策行為或選擇，均涵蓋於意義範圍內。世界上存在有限資源，然人類的慾

望卻是無限，因而人類僅能於有限資源中為理性選擇。由於「選擇」，是重要的價

值取捨，「法律判斷」包含「法律見解或法律制度之選擇」，均屬於廣義經濟學。

申言之，法律經濟學探討的對象為所有法律規範的選擇，法律經濟分析也可定義為

理性選擇法律規範，等同於「理性選擇」。 

第二、「效率概念」，效率為經濟學最高指導原則，是指社會資源分配的情形，

此效率概念由義大利經濟學家博勒托（Vifredo Pareto）提出，稱為「博勒托最適境界」，

主張社會任何改變，均無法在不損及某些人的情況下，而有益於另一些人，即「有

取得、必有損失」之相對性概念。因而將整體利益做到效益最大，達到博勒托最適

境界之理念，或當作經濟效率的必要條件；另也有將效益定義為財富極大化，或資

                                                        
77 謝哲勝，「法律經濟學基礎理論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4 期，38-5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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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價值最大化，效益的概念與財貨分配及公平與否之間，屬於「無關」，不應

納入效益概念當中。惟學者更認為，運用經濟分析時，雖以效率為選擇，除納入「財

富極大」考量以外，也應納入無法量化的「公平正義」，理由為經濟學重視財富極

大概念，而法律學重視公平正義概念，須衡酌各學科最高價值理念，跨學科更應兼

備，此與「博勒托最適境界」論點不同。 

第三、「廣義經濟學」，係研究人類所有決策行為，法律制度的選擇係一種決

策，可為經濟分析的對象，達到最有效率目標，以及解決多項價值間衝突之取捨。

此論點分述為二； 

其一、法律未有明文規定 

當法律條文未規定時，透由經濟分析協助預測所採見解之影響，有助於對於未

規範的社會現象，若適用法律效力的解釋，解決社會紛爭的策略。 

其二、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但未明確 

社會犯罪事實適用法律，有些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但有些雖有規定，適用時，

法律文字之文義有不明確，仍有解釋空間。因此，藉由相關解釋或目的性限縮的可

能性為解決犯罪事實之法律適用，即有法律經濟分析應用的空間。 

另有論，將「公平正義」概念為經濟分析經濟效率之「限制」，視為法律經濟

分析的「極限」，認為探究各類法律制度，固然法律經濟學可為分析研究方法，惟

不可過度盲目、迷信於經濟效率而忽略其他社會價值的存在與期待，如公平正義、

倫理道德等公益價值判斷，或者國民法感情，以及對於人性尊嚴的重視等議題，採

取法律經濟分析，應有其極限性適用，故肯定公平正義等價值性判斷為經濟分析之

重要項目78。 

綜上，國內論者傾向將「公平正義」導入法律經濟分析效率理念之中，肯定以

此法律的理念為經濟學追求效率概念要素之一。本文認為，經濟學基本觀念，係研

究如何選擇的一門科學，以經濟學的效率為選擇之最高指導原則，運用於法律學領

域的立法，適用經濟分析方法為最佳法律制度之立法選擇，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經濟

效率或法律應如何建置制度及修正，以符合經濟最大效率。於此，理解為法律政策

的決定及選擇。同時，贊同將「公平正義」納入，尤其刑事立法，「公平正義」理

念重要性價值，更為崇高。而刑法常以最精簡、艱澀的法律文字規範條文，產生法

                                                        
78 林忠義，「法律經濟分析的實際運用與極限」，律師雜誌，第 352 期，76-8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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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字多義性及抽象性概念，常見於經濟刑法之立法，導致見解分立。是應如何適

用於社會新興的犯罪現象，無論有無法律規定的事項，均有法律經濟分析之解釋空

間，即法律文字意義可否為涵攝、認定，具有違犯法規的目的及公平性的考量，同

有適用法律予以制裁。 

(2)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法律經濟分析可能性 

a.入罪化、提高刑度、訴訟程序 

變質行為之入罪化，以刑罰作為處罰變質行為之選擇，依據法律經濟分析，並

「不」排斥以法令介入經濟交易多層次傳銷市場之交易秩序，由權利定分概念，為

求刑法謙抑性理念，具有經濟犯罪的社會現象之變質行為，為刑法概念非難性之行

為對象，採刑事立法入罪化。又，此類非難性行為考量入罪化與否，須斟酌若入罪

化的實質效果，維持整體的社會經濟秩序，可節省國家機關及經濟相關單位，維護

經濟秩序之人力及監督等控管的成本，減少社會大眾投注資金於交易市場，遭受的

經濟利益損害。由實證可知，變質行為入罪化以後，如廣西南寧案件或一般純資本

案件，國內法院數據統計可得出：近十幾年所發生的案件數量及頻率高，尚未立法

前，社會因一連串發生不正傳銷違犯行為，造成經濟秩序動盪不安，如鴻源機構非

法吸金；而經過兩次立法後，又將刑罰提高刑度，加強抑制犯罪發生。入罪化之立

法成效，多層次傳銷制度被利用為犯罪工具，發生變質行為的機率，有逐年降低趨

勢（廣西南寧案件不法行為的機率同），可見藉由刑事立法以抑制犯罪發生之效益

頗高。 

基於法律經濟分析，兼及法律學與經濟學交易成本與制度成本，以法律介入，

權利劃定由刑事立法，降低且節約此類案件之發生率、社會公共支出大量控管財力、

物力，以及國家警調單位及司法機關就此類案件之追訴及審理等程序，所投入及花

費的司法資源成本及社會成本。此項立法確實達成刑法一般預防目的，且合於維護

社會利益之刑事政策目的，於法律經濟分析，符合維護經濟交易秩序與社會利益之

最大效率。 

b.公平正義（極限） 

前述「博勒托最適境界」說，將整體利益做到效益最大，主張效益概念財貨分

配及公平與否，係無關而不應將公平正義概念納入效益概念；惟國內有論，運用經

濟分析時，以效率為最佳的理性選擇，須納入「財富極大」，也應納入無法量化的



10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公平正義」，經濟學重視財富極大與法律學重視公平正義，法律經濟分析應結合

兩門學科之精髓，須衡酌其最高價值理念。 

再者，無論法律明文規定與否，法律未有明文規定，或法律已有明文規定，當

法律條文之意義未明確，適用法律規定時，解釋法律要件以法律經濟分析。將「公

平正義」概念，當作法律經濟分析之效益概念的「極限」，肯定「公平正義」為法

律經濟分析之一項重要因素。於此，變質行為（「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與

客體內容（「商品」要件），可否解釋適用法律形式文字意義範疇內，衡酌造成社

會經濟秩序不安與大眾利益損害嚴重性，並依法律公平正義理念為認定。 

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不明確化構成要件，於法律經濟分析的運用，主要、合理

市價及商品等要件，應肯認基於經濟效率之理性的選擇，而由法令介入，為求抑制

經濟違犯行為所造成社會經濟制度受到破壞，以及經濟秩序動盪不安。不確定法律

要件的解釋範圍，應繫於為了追求自由經濟交易市場的安定性之利益極大的目的，

法律文義的解釋，亦審酌公平正義理念為價值判斷。反之，若未妥適為法律文義解

釋，則有礙於實踐法規範之刑事政策目的。 

3.「法律解釋過程」等同「法律經濟分析」 

採廣義經濟學概念，人類於有限資源為最佳理性選擇，選擇是一項極為重要的

價值取捨或法律判斷，包含法律學法律見解或法律制度之選擇。廣義經濟學研究人

類決策，法律制度的選擇，為一種決策，決定多項價值間衝突之取捨（制度），達

成最有效率目標。而「法律見解的選擇」，法律經濟分析在於極小化「同案同判、

不同案不同判」之操作成本，裁判者須遵行法律體系的「一致性」與「融貫性」；

因一致性，才不會同案而不同判，產生實務個案之歧異見解。 

本文研求同類案件（廣西南寧案件），基於法律經濟分析，釋義不明確法律要

件之法律見解，應求一致性法律見解，而為「同案同判」（犯罪事實類似案件），

極小化操作成本。經由法律解釋過程，將同類案件符合一致性要求，得出相同裁判

結果，亦兼及人民信賴司法判斷。廣西南寧案件「商品」要件之法律爭議，屬於法

律已有明文規定、但未明確，有解釋空間；由實證研究發現，法院裁判歧異極大（商

品要件法律見解不同），與一致性之同案同判相違，達數年之久，徒增司法資源的

成本，不符合法律經濟分析追求之效益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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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釋字第 602 號解釋「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之法律爭議，法院審理之

認定標準較為複雜，須審酌法條以外之規範，或者參酌當時交易市場相關數據而為

判定。固然持此多重認定依據，或可供法院審理參酌之判斷標準，但將數據概念的

要件要素界定變質行為，於一般社會通念之判斷，則難以預測（受規範者得預見）

「合法」傳銷行為與「違法」傳銷行為之界限。而比例數據為何如此劃定？劃定數

據與「違法」有何關係？數據呈現的意義，即可證明行為人有主觀犯意與客觀行為？

進一步言之，縱使（事後）裁判者藉由法律條文以外的諸多實際市場交易情況之參

考數據，透過法律文義解釋補足，卻無法彌補已遭損之一般人（事前或事中）法之

預知，故該立法不符合公平正義理念的價值判斷。此兩個要件要素界定變質行為，

有違刑法基本理念（公平正義概念），為法律經濟分析效益概念之「極限」。亦即，

此概括法律規定違反一般人法之預知，除了與一般社會通念不符以外，尚與公平正

義相違，亦屬於法律經濟分析之極限（與解釋論困境同）。因此，不符合一般社會

通念，以及與公平正義概念未合的法律規定，即為不適切的概括立法。 

申言之，由法律經濟分析、法律解釋論，以及（廣義）經濟學經濟分析間之關

聯性觀之，立於廣義經濟學，當法律已有規定，但不明確，而運用法律解釋為最佳

法律判斷，是價值判斷或取捨，同為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故推論適用法律解釋論之

研究方法，等同於具體執行了經濟學的價值判斷及理性選擇，經由價值取捨（解釋）

過程中，決定最為適切的法律見解，同時，也實踐了經濟學最大效益概念！因此，

本文認為，法律經濟分析實則結合了法律學的解釋論與經濟學的效益概念，兩者關

係應係一體兩面且同軌併行。 

綜上，法律見解分析取捨過程中，係以法律公平正義為最高理念，當發生法律

爭議時，裁判者適用法律時，法律條文已有規定、卻不明確，運用法解釋，即三段

論法歸納出結論。而法律解釋，除了形式面，即法律條文文字「內」之通常性意義、

擴張解釋、目的性限縮之外，也應實質為法律解釋，即立法者的意思與裁判者的價

值判斷（與法律經濟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裁判者透過立法目的、歷史解釋及合

於憲法精神為價值判斷。藉由法學解釋方法，形式及實質，涵蓋社會、經濟、心理

等各門社會科學理論或基本原則，且排除不應為解釋之範圍（法律條文「外」的解

釋及類推解釋），此「法律解釋的過程」，即「審酌法律解釋方法的價值判斷過程」，

概念上，經濟學效益概念或許僅為法律解釋過程之一項考量因素，尚須審酌其他利

弊取捨；法律解釋無非是，同於或大於法律經濟分析，而法律經濟分析亦潛在於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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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者法律適用過程中，有、無類似犯罪事實、相同法律爭議，避免歧異見解之一致

性裁判之法律適用等考量因素。 

更論，「解釋論」一說，或可融合國內刑事立法，須否引入法律經濟分析之分

析工具；若肯定立論，法律解釋論過程實踐價值取捨及法律判斷之理性選擇，合於

經濟學效益概念；反之，若否定立論，法學解釋本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對於法律意

義的解釋，運用法律解釋方法，歸納出法律條文意義範圍，與任何學理並無違逆，

且是法學方法論之必然結果。 

法律經濟分析結合經濟學效益概念與法律學解釋論之關係，本文扼要整理如圖

3。 

 
 

法律經濟分析（效益最大） 
＝ 經濟學（財富極大）＋ 法律學（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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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    理性選擇    →   效率概念 

（廣義經濟學）   （價值取捨/法律判斷）   （效益最大） 

                    法律見解 
 

兩者為一體兩面關係（同軌併行） 
 

        法律學 →        解釋論 
 ex: 概括規定 

 「商品」等要件 

 

圖 3 法律經濟分析（經濟學效益概念與法律學解釋論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商品要件採擴張解釋、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宜刪除 

綜合前述提出兩個法律爭議、解釋論及其適用，或有可合理解決法律爭議，或

有仍產生更大的困境。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構成要件不明確化議題，廣西南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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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要件（客體內容）之法律爭議，藉由解釋論，採容許性擴張解釋，以限定

解釋，慮及實質性刑法解釋及界限，行為人基於一般社會通念，具有法之預知，肯

定擴張解釋至無形商品，且參酌日本立法例，有將權利、權限納入為客體內容，實

屬贊同。復又立於法律經濟分析，一致性之極小化操作成本，避免導出同案而不同

判之裁判歧異結果，於個案法律適用時，裁判者選擇以最具適切妥當性價值取捨的

法律判斷。 

然釋字第 602 號解釋之法律爭議，附加數據概念於變質行為之「主要」及「合

理市價」要件要素，造成非難行為之限制，雖為合憲解釋，惟實難符合受規範者可

得預見，且參酌日本立法例，未見此限制。甚至，釋字第 602 號解釋提供各項判斷

標準，綜合相關實際交易情況的數據及個案具體認定，僅供裁判者審理的參酌標準，

此與一般人法之預知，誠屬不同；立於解釋論，無法依一般社會通念釋疑，故建議

刪除。 

倘若剔除兩個要件要素之後，所欲非難之「行為」，由修正前公平法第 23 條規

定之收入來源，以「基於介紹他人加入，非基於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而取得佣

金、獎金或經濟利益，此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之收入來源，以「推廣、

銷售商品或服務，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修法前、後，僅互為「倒裝句」且「否

定句對調」，非難行為之意旨，仍為相同。是行為人是否有必要受限於此概括文字？

本文認為，兩個概括要件要素，一般人法律預見可能性及判斷，存有認定上困難，

而將外國實務個案判斷之數據計算概念，嵌入變質行為要件要素，更難說明行為人

就數據概念有法之預知，僅加劇複雜化客觀要件的「（變質）行為」之認定。 

簡言之，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所欲非難的「行為」，係「非銷售商品或服務，而

誘引他人（人拉人）加入組織」，重點不在於數據計算判斷比例關係，舉例註釋 80

的竊盜罪（法益侵害較輕微）、持有毒品罪（加重規定），若數據概念的意義是，

顯示侵害法益輕微或嚴重（違法性），此可經立法者事前監督或事後司法審查確認，

或為加重規定79；而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所欲非難，係「變質行為本身」（惡性行為），

                                                        
79 舉例：竊盜行為 

刑法第 320 條規定竊盜罪，竊取他人動產，竊取行為為法所非難；條文規範本身不管到底行為

人竊取他人多少財物，才算竊盜行為，重點在於竊盜行為本身。而竊取財物多寡，僅當裁判者

審理個案，就法益侵害較為輕微（財產利益極少量），如典型案例，竊取一張白紙，以實質違

法性為衡斷，不影響該當構成要件行為，即「竊盜行為本身」該當。 
舉例：持有一、二級毒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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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技術應排除「合法」傳銷行為，而限於惡性違法行為的判斷（即「違法」傳銷

行為）。而法條要件上，重點應著重於解釋，何謂「誘引」他人加入，誘引行為的

意義涵蓋為何？只要能證明行為人非基於傳銷制度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意欲，或者誘

引他人為目的（主觀要件），而為誘引他人（人拉人）加入組織之行為（客觀行為

要件），以獲取獎金利益即足，無須考量實際比例多寡，法律條文無庸模稜兩可設

計合法與違法的數據概念如何劃定，反而混淆（違法）變質行為之判斷，同時，亦

與普通刑法之立法體例呈現一致性，故建議刪除。 

通篇探討法律爭議與解釋論之構思流程圖，本文扼要整理如圖 4。 

 
兩次立法差異與刑事立法重點 

   

概括立法兩項法律爭議 
       法律爭議一 廣西南寧案件    →  「商品」要件 
       法律爭議二 釋字第 602 號解釋  →  「主要」、「合理市價」要件 

 

解釋論 
罪刑法定原則 

 

♠ 日本容許擴張解釋  →  限定解釋  實質性刑法解釋 
 

「商品」要件  
依一般社會通念為擴張解釋至「無形商品」 參酌日本立法例肯定「權利」 

 
「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  

產生解釋困境 參酌日本立法例規制「勸誘行為」 贅字說（宜刪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經濟分析  →   公平正義  
    入罪化         財富極大 →   理性選擇 ＝ 效益概念 
    提高刑度                （價值取捨與法律判斷 → 法律見解） 
    訴訟程序                  一致性 ＆ 融貫性 

                                                                                                                                                  
持有毒品行為經濟利益較龐大，造成重大危害社會經濟與保障國人健康，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11 條第 3、4 項規定，持有毒品純質淨重 10、20 公克以上不等數量為加重規定，課予較重刑

責，法定刑提高。立法者將侵害法益較為嚴重，訂定較重罰則，不影響該當同法條第 1、2 項規

定持有一、二級毒品罪構成要件行為，即「持有行為本身」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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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要件  

法律明文但未明確 

同案同判一致性 極小化操作成本 

價值取捨與判斷之法律見解 

 

「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  

與「公平正義」未合 

數據概念限制 一般人無「法之預知」 

產生解釋極限 參酌日本立法例（宜刪除） 

圖 4 法律爭議與解釋論之構思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結論 

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立法，提出法律爭議有二，一則以廣西南寧案件之歧異見解，

即「商品」要件之法律爭議；另一為釋字第 602 號解釋，闡釋立法者可運用概括立

法，肯定「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符合明確性原則，然衍生受規範者預見可能

性之疑義。此兩項法律爭議源於主要、合理市價及商品等要件之不明確化，適用法

律有疑義者，應循解釋論，以合於刑法實質性解釋，或有未可解釋之困境，循修法

調整。 

合理運用「解釋論」補足概括立法，以日本刑法與實務所採容許擴張解釋，依

限定解釋，基於一般人就個案具有可理解之通常判斷能力（一般社會通念），但禁

止類推解釋。復以容許擴張解釋有其界限，從國民認識法條文字語義、立法目的、

語句的意義範圍及預測可能性之實質性判斷；或謂裁判者審理個案時，就法律爭議

要件存有曖昧、不明時，賦予解釋及補足之任務。立於憲法，以國民的目的性、必

要性及規範意識，導入立法旨趣，於法律條文意義範圍內，具體、妥當地劃定刑罰

之範圍。同時，廣及體現當代國民之規範意識，實踐民生主義機能。而實質性刑法

解釋，隨著社會經濟及產業變遷而調整，法律與社會間的相對關係，動態法律體系

及價值判斷，將會影響法律文字的詮釋，尤其當社會面臨具體事實未及修法之非難

性較高的行為時，更應嚴謹地以多元化思維，尋求解決方法。綜言之，解釋的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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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由原本文字核心意義、衡量處罰正當性及必要性等，向外延伸解釋至犯罪論

體系、保護法益分析、國民預測可能性及妥當性等，為擴張解釋的界限。 

法律規範與社會事實之合理性適用，法學不可避免地與其他社會科學，產生交

集、互動，故肯定多元化思維之解釋分析。而法律經濟分析，已受到高度重視之一

項法學方法論之分析工具，包含法政策制訂及法解釋，分析事理之思維方式，非僅

係人類理性之量化過程，此跨領域研究方法，將有助於理解、詮釋法律及加強論證

周延。引此為分析工具，可為入罪化及爭議法律見解之取捨與判斷，且以經濟學理

性選擇（價值取捨、法律判斷）與法律學解釋論之「法律解釋過程」，本屬同軌併

行。於變質多層次傳銷罪之概括立法為解釋，追求法律經濟分析之裁判見解一致性，

避免歧異結果，使司法資源成本最小化。 

法律爭議之一，「商品」要件，若未予肯定擴張解釋至無形商品，此類案例發

生率高，嚴重危及社會經濟交易秩序、交易公正性及誠實信用。考量科技進化及社

會產業型態，社會商業交易以無形商品頗多，無論於網路時代中，經濟交易之便利

性，商品項目的種類及型態繁多，將權利作為內涵之商品產物，時有所見，亦為趨

勢。透由解釋論解決實務案例概括要件之法律爭議，日本解釋論之容許擴張解釋及

界限，以及法律經濟分析之價值判斷及取捨，衡酌社會多元化、經濟交易之需求性，

符合一般通念之交易客體內容（一般人通常判斷能力），「商品」要件採擴張解釋

釋疑。且參酌日本立法例，訂有權利為客體，應不限於實體商品。因此，裁判者不

囿於法律文字表面意義之拘束，衡酌各項因素，應擴張解釋於無形商品，並為理性

分析之價值判斷，選擇最適的法律見解，以期裁判一致性（法律經濟分析）。 

法律爭議之二，釋字第 602 號解釋說明「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所引據

的判斷標準。由於相關的判斷標準，對於一般人而言，仍過於複雜化，徒增難度，

或僅可為司法判斷之參考依據，則不正多層次傳銷行為人（受規範者）如何具有一

般社會通念之法律預見可能性？釋字第 602 號解釋並未說明理由（或受規範者為一

般人或者專業者，理由為何？較之釋字第 702 號解釋，形式上有說明理由）。故單

以文字意義為解釋，仍顯困境，亦與法律經濟分析之「公平正義」相違。或可參酌

日本立法例，以非難「勸誘行為」為核心。 

綜上，兩項法律爭議，兼及刑法解釋論、法律經濟分析及參酌日本立法例，「商

品」要件採肯定擴張至權利等無實體商品，而「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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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在於「變質行為本身」（非難惡性行為，即「勸誘行為」），不須糾結於數據

概念之比例多寡，反造成行為人難為法之預知，故採贅字說（修法）。 

法律概念不明確化之爭論，廣泛存在於經濟刑法領域，雖大法官釋字解釋普遍

肯認，立法者可基於三項條件而運用概括立法，然仍須逐一檢視；其主要爭議所在，

應視「受規範者得預見」（法律預見可能性）是否完備，再據以推論符合明確性原

則，故不可逕謂合憲，而流於形式審查。 

立於開放的思維，無論以何種論證方式解釋法律，均應妥適地運用、詮釋法律

文義之實質性內涵，使法律適用與社會演進之間，發揮與時俱進、正向規制的功能。

而透過解釋的過程，法院為適時、適法及合理性的一致性裁判，兼顧維護基本人權

與制度性保障，達成刑事立法之預防犯罪目的，更具體實踐公平正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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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yramid Scheme of Article 18 of the Multi-Level 

Marketing Supervision Act 

－with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Economic Crimes 

Ye, Huei-Ping ∗ 

Abstract 

As Economic Criminal Law integrates “Economic Law” and “Criminal Law,” an 

important legislative issue has come into being. That is, indefinite elements of the law 

constitute a common legislative problem in Economic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Economic Criminal Law requires legislative flexibility. However, Criminal 

Law oper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 “nulla poena sine lege,”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forms of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deteriorating Multi-Level Marketing system (Pyramid 

Scheme). Furthermore, in Taiwan, the Multi-Level Marketing Supervision Act was 

promulgated and ca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29th 2014,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multi-level marketing busines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legislation and normative content while 

referring to the latest laws and rules, and analyzing the clauses in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The study of practical cases in the last 10 years, referred to as the 

“Guangxi-Nanning Cases,” are the most typical cases that extend the description regarding 

the clause on “intangible goods”. In addition, it needs to be asked how the terms “main” 

and “reasonable market price” should be applied. “Limited Interpretation” in Japanese 

Theory should be applicable, including the terms “Substantive Explan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pretation Boundaries.” Furthermore,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rovides the “Rational Choice Rule,” including value choices and legal opinions. Both 

provide important explanatory theo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planation of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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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ele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ciency of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based 

on nulla poena sine lege,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legislation on the issue of “intangible 

goods”. Owing to the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society having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light of the main motivation behind such a trend being diversification, we 

should be willing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meaning of commoditi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inhibiting economic crimes. Furthermore, the viewpoint regarding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02 could also be used as a critical point. 

Keywords: Multi-Level Marketing Supervision Act, Pyramid Scheme, Main, Reasonable 

Market Price, Intangible Goods, Limited Interpretation, nulla poena sine lege, 

Guangxi-Nanning Cases,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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