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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無依規劃使用 

中文摘要 

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禁止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為規避該禁範之適用，相關事業常採

取各種變化，使得執法機關面對非法多層次行銷應如何適用法律常產生爭議，而違法多層

次傳銷有時會與其他違法行為相結合，近來年常見的是多層次傳銷吸金行為，該行為有時

與違反銀行法 29 條非法收受存款罪、刑法詐欺取財罪等行為相結合，執法機關涉及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金融監理暨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所轄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其間

應如何取締該類案件及適用相關法律，對各執法機關及負責最後刑事審判的法院系統而

言，均是相當大的考驗。 

且因各犯罪類型的不同，司法實務之見解亦可能產生分歧，明確界定使用多層次傳銷

方式吸金可能成立之犯罪，有助於執法機關就該類案件之處理，進而可有效遏止該類犯罪

之發生。 

壹、前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定「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如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

利益，主要是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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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之。」禁止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但為規避該禁範之適用，相關事業常採取各種變化，

使得執法機關面對非法多層次行銷應如何適用法律常產生爭議。 

最常發生非法多層次傳銷適用法律爭議者為非法多層次傳銷與其他違法行為之結

合，蓋部分事業為獲取暴利，其所為之多層次傳銷方式僅是個假象，其主要目的在於使用

多層次傳銷方式，擴大參加人之規模，並以參加該組織高獲利為號召，使參加人陷錯誤，

而交付款項，並成為該組織之下線，鼓勵其他親友加入，該行為可能成立之犯罪包括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罪、違反銀行法 29 條非法收受存款罪（吸收資金，簡稱吸金）、刑

法詐欺取財罪等，該類犯罪涉及之執法機關涉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金融監理

暨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所轄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其間應如何取締該類案件及適用相關法

律，對各執法機關及負責最後刑事審判的法院系統而言，均是相當大的考驗。且因各別具

體犯罪類型的不同，司法實務之見解亦可能產生分歧，明確界定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

可能成立之犯罪，有助於執法機關就該類案件之處理，進而可有效遏止該類犯罪之發生。 

本文試就分析近年來司法實務之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之類型1、該行為之特

色，並進而說明司法實務認該各別具體行為應成立之犯罪，最後分析司法實務該見解之妥

                                                      
1
 本文所使用「吸金」係指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非法收受存款罪，至將類似行為一併討論，

乃是因為該類似行為雖可能不成立犯罪，但仍有可能被誤認係構成「吸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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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以建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受存款罪及詐欺罪適用之界限。 

貳、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類型 

我國近年來在司法審判實務上發生利用多層次傳銷方式，收受存款或類似行為主要2

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多層次傳銷與貸款結合─吉米鹿案3 

翁○○係吉米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吉米鹿公司）負責人，翁娟○係寶聚開

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聚公司）負責人，翁○○亦擔任寶聚公司股東，吉米鹿

公司與寶聚公司係關係企業，均經營多層次傳銷業務；翁○○、翁娟○二人明知非銀行不得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且多層次傳銷業務參加人取得獎金不得以介紹

他人加入為主要來源，竟自民國（下同）84 年 6 月間起，招募不特定人加入吉米鹿公司

成為會員，並由吉米鹿公司出面向日本國進口「吉米鹿幾丁聚醣」之廉價食品，加註可治

                                                      
2
 本文所引實務上案例除後述原住民黨案係檢察官之起訴書外，餘均引自司法院網站中之

法學檢索系統，時間自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網路版開始之 87 年 1 月 1 日，至 93 年 11

月 10 日。該網站網址：www.judicial.gov.tw 

3
 該案判決引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訴字第 3453 號判決。 

本案雖經法院認不成立犯罪，但該案判決對非法多層次行銷、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罪之

討論相當值得注意，是以本文仍引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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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糖尿病等醫療效果之標示後，以直銷方式高價出售予會員，吉米鹿公司同時安排每位會

員向上海儲蓄商業銀行辦理消費性貸款新台幣（下同）30 萬元，會員則簽具同意書，於

銀行核撥後，由吉米鹿公司領取款項，會員則領取低廉產品從事直銷，而吉米鹿公司對此

復設立業績，培育獎金等各項目，鼓勵會員再招攬會員入會，以獲取高額獎金，如第一代

會員在 1 月內吸收 6 名會員，而該入會之 6 名會員復均按第一代會員之方式向吉米鹿公司

購買直銷產品，則該第一代會員可獲取 30 萬 1,600 元獎金，第二代 6 名會員第二月，如

每名再吸收 6 名會員，而被吸收之 6 名會員，仍按同樣方式辦理消費性貸款，並向吉米鹿

公司或寶聚公司購買直銷產品，則該名第一代會員可再獲取 85 萬 6,800 元，如此一再傳

遞，最高可至第六代，翁○○、翁娟○以顯不相當之報酬，於 84 年 6 月間，即吸收會員 251

名，並向上海儲蓄商業銀行貸得 7,530 萬元；後上海儲蓄商業銀行停止貸款，翁○○、翁娟

○則安排由寶聚公司以辦理分期付款方式貸款予會員，每名 25 萬 1,000 元，後計貸予 198

人，共 4,969 萬餘元，並收取年利率 14%之利息。 

二、多層次傳銷式之互助會 

此類型係形式上係以多層次傳銷組織互助會，以吸引名民眾加入，但其形態並不全相

同，有的有互助會組織，但有的實質上並無互助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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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麗人生互助合會案4
 

行為人未依法事前向主管業務機關報備核可，即私下以「麗奇人生互助合會」名義對

外招募會員從事多層次傳銷事業： 

1. 會員申請加入「麗奇人生互助合會」之方式，可分為「Ａ計畫」及「Ｂ計畫」： 

(1) 「Ａ計畫」即每位會員繳交會金新臺幣（下同）2,000 元，手續費 200 元並由每

位會員在招募 3 位會員，即可享受合會創造之各項福利，惟若有會員無法順利

招募 3 位會員時，亦可以繳納 2,200 元之方式代替招募一位會員之加入，或藉

由會首或其他會員協助招募他人加入。 

(2) 「Ｂ計畫」即由每位會員繳交四單位之會金 8,000 元，手續費 800 元，亦可享

受合會所創設之各項福利，其中包括該會將協助會員創業、理財、助人、回饋、

保障月入數萬元不成問題，並可於入會時領取淨水機一台特價優惠券或多功能

環保洗潔露一桶、享受花蓮統帥大飯店住宿 5 折優惠、每月有餐會及現金抽獎、

會金週結週領、可在市價 3 萬元，優惠會員價 18,000 元之「LaiLaisogo.com」

上之 20,000 個專櫃網路超級百貨公司設櫃做生意、並於「Ａ計畫」會員已招募

3 位會員加入，並輔導其完成 3 位會員加入合會滿一年，或「Ｂ計畫」會員之

                                                      
4
 本案事實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易字第 15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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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金繳清滿一年，即可享受 60 萬元往生互助金等福利措施，惟會員加入該合會

組織之主要目的在於會金之回饋金，並非在於能否至前述「LaiLaisogo.com」網

站上設櫃創業，且該網站尚在建構中，並未正式營運。 

2. 至於合會金之分配與計算方式為每一會員之會金 2,000 元，手續費 200 元，每一會

期分 3 代，並分 3 線進行，每一會期計有 40 單位，標金為固定標，即為會金結算

之 30%： 

(1) 第一會期第一代：當會首甲招募 3 位會員乙、丙、丁時或其自行繳納會金 8,000

元及手續費 800 元時，由會首甲標得會金 1,800 元（2000×3 人×30％＝1800），

但須先償還往生互助金等共 800 元，甲實得 1,000 元。 

(2) 第一會期第二代：若會員乙、丙、丁各另募足 3 位會員共 9 人加入時，此時甲

可得標會金 5,400 元（2000×9 人×30％＝5400），然必須先扣除往生互助金等共

3,400 元，甲實得 2,000 元。 

(3) 第一會期第三代：若第二代會員 9 人又募足共 27 名會員時，此時甲可標得會金

16,200 元（2000×27 人×30％＝16200），惟必須先扣除往生互助金等共 11,200

元，甲實得 5,000 元，被告於第一會期結束後可得 10%之代辦費 7,800 元，而

「第二會期」、「第三會期」、「第四會期」….之標得方式及獎金之計算方式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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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推。 

該案行為自 90 年 5 月至 90 年 10 月 8 日共招募一千多名民眾參加。 

（二）ＯＭＥ歐美互助會案5
 

行為人以「ＯＭＥ歐美互助會（即Ｏ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之名義，對外

向不特定人招攬入會，使被害人陸續成為會員取得會員編號，並以美金（下同）135 元為

一單位，分別向被害人等收受款項，且約定下列給付上開會員： 

1. 基金紅利：凡有新加入會員編號數字為該會員編號數字之二倍加一時（如會員編號

為 10 號，則有新加入會員編號為 21 號、43 號、87 號、175 號時），該會員可得基

金紅利每單位 70 元，並可循環重複領取四次； 

2. 直接推薦循環獎金：凡會員直接推薦一位新會員，該會員可得直接推薦循環獎金每

單位 10 元； 

3. 組織獎金：凡會員引介加入之新會員（即俗稱下線）另再推薦一位新會員加入，該

會員即可領取組織獎金每單位 1 元，共可領取 10 代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獎金，而為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 

                                                      
5
 本件事實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26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訴

字第 36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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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穩健互助會6
 

行為人以公司名義成立「穩健互助會」，邀集不特定大眾參與互助會，於入會時簽訂

「穩健互助會契約書」，其互助會方式為每 18 人至 20 人為一組，每月會金為新臺幣（下

同）1 萬元，並由穩健公司擔任會首，其後變更為民間互助會之會首制（即該公司不為會

首，亦非會員），該公司僅負責投標、開標、收取及發放會款等事宜，開標時以所投標單

利息最高者得標，底標為 1,000 元，開標後 3 日內，未得標之會員將會金扣除得標利息金

額後，自行將應付之會款交付公司或劃撥至穩健公司開設之郵局帳號，再由公司轉付得標

之會員，得標會員如未交付死會會款支票，則需繳納 2,000 元至 4,000 元之保證金。而公

司於會員加入「穩健互助會」時，向會員收取服務費 3,000 元。共招募會員一千五百餘人。 

該會為擴大招募會員，另訂有「穩健事業獎銜制度表」，凡出資新台幣 10 萬元者，即

可加入公司股東，除可分紅外，對所介紹加入之會員繳納之 3,000 元服務費中可抽取佣金

750 元，會員介紹他人加入為會員時，除該會員可抽取 750 元外，該股東亦可抽取 750 元，

如股東兼介紹人可抽取 750 元。 

（四）金快樂互助會、金如意互助會案7
 

                                                      
6
 本件事實引自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9 年上更（三）字第 62 號判決。 

7
 本件事實引自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上易字第 411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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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以金如意資訊社名義擅自成立「金如意互助會」、「金快樂互助會」，邀集不特

定大眾參與該互助會。其中金如意互助會之參加者須準備新台幣（下同）1,900 元為入會

費，向介紹人辦理入會手續，並取得會員名單，再將其中 1,500 元匯款予名單上之第一代

會員即最頂端之「線頭」，嗣將另 400 元郵寄與金如意資訊社，即成為第六代會員，而金

如意資訊社於收到 400 元後即開立同額之統一發票交予入會會員，並提供另 3 張新會單供

會員介紹他人加入。之後，原入會會員再介紹 3 人入會，而每一會員再準備 1,900 元，並

以同前方式匯款予金如意資訊社及會單上所載之第一代會員，原入會會員立刻晉升為第五

代會員。依此模式逐級推衍，每位會員均有希望成為最底端之「線頭」，等待第六代會員

之 729 人募齊，即可坐收 109 萬 3,500 元之利益（1,500 元乘上 729），加上紅利 109 萬 3,500

元，共計 218 萬 7,000 元。另金快樂互助會則係每一會員準備 3,500 元為入會費後，將其

中 500 元匯款予金如意資訊社，金如意資訊社再開立同額統一發票後，即取得會員資格，

成為第六代會員，另 3,000 元則分為六等分，每等分 500 元，再分別匯款至第五代至第一

代會員，嗣再介紹 6 人入會，而每一會員再準備 3,500 元，再依上開方式分別匯款予金如

意資訊社及前幾代會員後，前入會會員即刻晉升為第五代會員，並獲得下線會員所匯款之

500 元獎金，除該他人獲得獎金外，前揭各代會員亦獲得獎金。此一模式逐級推衍，每位

新加入會員有希望成為最頂端之「線頭」，等待第六代之 46,656 人募齊，即可坐收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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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8,000 元（500 元乘上 46,656），參加者之取得獎金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非因推廣或銷

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迄 86 年 9 月間，金如意互助會共吸收會員 2,750 人，金快樂

互助會共吸收會員五、六百人。 

（五）歐美互助會8
 

該案行為人成立「歐美互助會」及「貴族旗艦公司」，其投資方式為：以每人為一基

本單位（或稱為一口），加入投資之會員每單位均給予一個編號，入會者每單位需繳新臺

幣（下同）6,500 元（於 91 年 1 月中旬以前則為 5,000 元），入會者每推薦一單位入會除

可領推薦獎金 1,000 元外，成為編號會員後，每推薦滿 7 單位，另給予組織獎金 7,500 元，

當公司入會編號達【（Ｎ減 1）乘以 8 加 15】號時，則公司給予編號Ｎ之會員 15,000 元之

循環獎金（或稱福利金、回饋金，Ｎ為會員入會時，貴族旗艦公司給予的編號），會員僅

可領取其中 8,500 元，另 6,500 元須再投入公司，使該編號會員又自動成為新會員，可重

新加入循環（但貴族旗艦公司隨後即取消 6,500 元重新加入循環部分，會員僅實拿 8,500

元之循環獎金），且入會者每介紹滿 5,000 口即可獲得額外之贈車禮或贈屋禮，行為人等

在解釋公司獎金制度時，僅就推薦獎金及組織獎金有詳細之說明，但就領取循環獎金部

                                                      
8
 該案事實引自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2 年度金重訴字第 1 號判決，該判決全文請見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編，「九十二年多層次傳銷案例彙編」，282 頁至 318 頁（民國 93 年 6 月發

行），該案業經最高法院於 93年 8月 12日以該院 93台上字 4156號判決被告等有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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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未詳細說明係以上開公式計算領取獎金之編號，僅告知自加入後約 7 日至 1 個月不

等之短暫時間內，即可依入會編號向公司領取 8,500 元之循環獎金，而以短期內即可獲取

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及贈車、贈屋之方式吸引不特定之大眾投資。至 91 年 3 月間，因

新投資者減少，行為人另行引進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林鬱公司）之超哈網制度，

即再加入之會員除可獲取如前所述之利益外，尚可依會員編號先後，透過林鬱公司台中分

公司處長涂○○，向林鬱公司購買Ａ卡（加盟網站卡），每張 3,500 元，會員爾後每月再繳

1,000 元之月租費，且繳足 18 次以後，再等 3 個月，每單位每月可領 2,000 元，續領 3 個

月後，再每月可領 1 萬元，仍然續領 3 個月後，再每月領 4 萬元，可續領 15 次，總計全

程參加每會員單位可領 63 萬 6,000 元。該案行為人利用教會牧師身分以類似傳教方式推

薦該互助會，自 91 年 11 月間起至 91 年 4 月底止，共計在花蓮、台東地區約吸收二千餘

人參與投資，投資金額達新台幣六億六千餘萬元。 

三、多層次傳銷式實質收受存款 

（一）原住民黨案9
 

行為人等將「麗奇互助會」之吸金模式，悉數植入原民黨，分任該黨重要幹部，並對

                                                      
9
 本案事實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3 年度偵字第 7167 號、第 8323 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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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務人員稱，若招募新成員入黨，且該新加入之黨員亦「認捐」前揭之一或數單位之「愛

心捐」，招徠新黨員之介紹人即得按分設之「特約輔導員」、「專業輔導員」、「工作小組長」、

「部落《社區》服務處主任」等金字塔型式上線、下線組織層級職務，獲取介紹新黨員加

入之「福利津貼」仲介獎金，從事獲致仲介獎金並非基於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酬勞，

而係以基於介紹他人入黨之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多層次傳銷業務之手段以變本加厲吸

金，而形成利益共生之共犯結構。於 92 年 4 月間，因前揭原民黨招收黨員受限於政黨名

稱過於狹隘，不足廣徠不特定之人入黨，供非法吸金之基礎，遂以僅需認同原住民理念等

詞即得加入原民黨之理由，對非原住民之不特定人大肆吹噓原民黨照顧黨員福利之行為。 

行為人於原民黨嗣後召開之「中央委員暨監察委員聯席會議」等數次會議，以原民黨

主席、首席顧問之身分，向任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等提出抄襲自「麗奇互助會」之「愛

心捐」名目，並印製原民黨「黨務慈善宣導手冊」、「原民新視界宣導手冊」等文宣品，充

做吸金指導守則之張本，並進一步推由部分行為人等人任「愛心捐」專案之宣導講師，專

業輔導員，對其於各縣市之原民黨幹部實施「愛心捐」制度之宣導，在全臺灣各山地鄉村

部落包括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等地，尚以入黨並認捐「愛心捐」方式，佐以不定期放贈

品等伎倆，詐騙對個人財務收支情況較無計畫之純樸原住民或不特定人士，紛紛因此交付

200 元之名義加入原民黨，再進一步交付行為人等人 2,400 元之款項，「認捐」一單位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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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捐」，與行為人等主導之原民黨約定參加「愛心捐」專案，黨員於交付前揭款項以認捐

至少一單位之「愛心捐」充作本金，黨員可於每隔數月至半年間，分別 5 次透過「黨員福

利金」名義，以約隔 4 月約半年期間，即得自原民黨處分次領取 800 元、1,500 元之現金，

繼第三、四、五次，則分別得自原民黨處領取 3,000 元，共約 2 年半可領得共計 11,300 元

方式，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或其他報酬；彼等稱為「5 次發放」之方式收受存款，

而經營需經主管機關即財政部之特許始得為之存款業務。 

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原住民黨以該方式約召募5萬名黨員，獲取利益約新台幣5億元。 

（二）龍峰公司案10
 

行為人以Dragon-Summit.com網路公司（下稱龍峰公司）名義推出多層次傳銷，參加

者須以 110 美元購買一單位權利以為入會金，繳納手續費美金 3 元，一旦確認繳費成為會

員，公司會寄發網站密碼供會員登錄，可享受該網站所有資源。但單純購買一單位之員不

得享有佣金及分紅之福利，必須一次購 21 單位以上之會員，才得分佣金及一次購買 3 單

位以上始可分紅，其中佣金方面，龍峰公司提供當月盈餘 10%為佣金，其中十分之三分（即

當月盈餘 3%）由全世界各地符合當月介紹 2 名各購買 21 單位之會員平分（又稱二條線），

十分之三分由全世界各地符合當月介紹 4 名各購買 21 單位之全體世界會員平分（又稱四

                                                      
10

 本件事實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易字第 49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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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線），剩餘十分之四（即當月盈餘 4%）由全世界各地符合當月介紹 8 名各 42 單位之會

員平分（又稱 8 條線），得參與 8 條線分配佣金之人，亦得參加 4 條線及 2 條線之佣金分

配，得參加 4 條線佣金分配之人亦得參加 2 條線佣金之分配。而紅利方面，由會員自行累

積購買之單位依金字塔排序，以算出紅股（公式為購買之單位減 1 除以 2，例如購買 21

個單位者有 10 個紅股），每一紅股每二至三個月可以獲得 120 美元之紅利，約略為投資額

之半數，再二至三個月，每一紅股可得 240 元之紅利，相當於所投資之金額，再二至三個

月，每一紅股可得 360 元之紅利，相當於投資額之 150%，全部僅得領取 3 次紅利，合計

6 至 9 個月，可以領回投資額 300%之紅利，亦即收回投資本金外，尚有二倍之紅利。惟

僅少數初期投資會員所投入之先期投資曾領得投資金額 50%、100%之紅利外，90 年 3、4

月之投資人即未能領回期待之第一期之紅利。 

（三）原基公司案 

行為人等發起籌組「原基財經管理規劃事業有限公司」，對外宣稱「以改善原住民生

活經濟為宗旨」，於 90 年 5 月間，共同推出Ａ方案的「天量會員招募」，並以多層次傳銷

組織方式招募會員，同時許以高額之獎金為誘因，鼓勵會員開始發展組織，其行銷方式為

「會員繳交入會費新台幣（下同）500 元（90 年 7 月 1 日後改為 1,000 元，惟因公司制度

紊亂，90 年 6 月間加入者，如江○○等人亦有繳交入會費 1,000 元，又如夫妻一方為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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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另一方申請成為會員者，入會金為 1,500 元，詳如附表一）後，即可開始發展組織，

第一代會員介紹 3 名會員，而該 3 名會員復均繳交會費，則第一代會員即可獲得 1,500 元

福利回饋金；第二代會員如每位再介紹 3 位會員發展至 9 人，而被招募之 9 位會員，仍按

同樣方式繳交會費，則該第一代會員即可領得 4,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7 月 10 日可請

領 5,500 元，90 年 8 月 10 日公司更改制度，收據雖記載扣除額 500 元，惟實際有些會員

有扣除 500 元，實領 4,000 元，有些會員則未扣除，仍領 4,500 元），如此一再傳遞發展至

第三代滿 27 人，則可領取 13,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7 月 10 日，可請領 16,500 元（或

17,000 元，謝文賢部分），90 年 8 月 10 日以後，則扣除 2,500 元之回饋金提撥，實發 11,000

元〉，介紹第四代滿 81 人，則可領取 40,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7 月 10 日可請領 47,000

元，同年 8 月 10 日以後，則扣除 10,000 元之安家額度提撥，實發 30,500 元），介紹至第

五代滿 243 人，當月即可領取 121,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8 月 10 日起，扣除 50,000 元

之進階額度提存，實發 71,500 元，90 年 12 月 10 日則改為實發 59,000 元），次月仍可領

得 71,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12 月 10 日則改為實發 59,000 元），第三個月再領得 51,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12 月 10 日則改為實發 59,000 元），第四個月以後均按月領 71,500

元福利回饋金（90 年 12 月 10 日則改為實發 59,000 元）」以誘使會員積極介紹會員加入，

而所謂福利回饋金之來源即是以所收取之 500 元或 1,000 元會費支應，並供應公司管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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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設備費用，違反公平交易法所規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之規定。風○○稍後又提出

構想，由風○○企劃，經與邱○○、林○○、芭○○○等人討論定案後，另行起意，並基於犯意

聯絡，於 90 年 5 月間，以上開「天量會員」為基礎，另向會員推出「金融商品投資」為

名之Ｂ方案，報酬計算方式為，每位已成為天量會員者，若有投資意願，投入一個單位 4

萬元，並填寫「原基公司金融投資操作委託書」，即加入金融商品投資方案，且於該委託

書上記載「淨利百分比」為每季 32%、每半年 40%、每一年 44%、每二年 48%之獲利保

證。又該投資方案區分為信徒基金及教會基金，可有一定獲利金，惟因制度紊亂，獲利金

比例不一。 

又介紹會員參加Ｂ方案，亦可領取介紹獎金，90 年 5 月間起至同年 7 月間止間，每

介紹一人參加Ｂ方案可按月領取投資金額 30%之介紹獎金即 12,000 元，90 年 8 月間起至

10 月 14 日止間，每介紹一人參加Ｂ方案，可領取投資金額 30%之介紹獎金即 12,000 元一

次，迨至 90 年 10 月 15 日起，改為每介紹一人參加Ｂ方案，可領取投資金額 15%之介紹

獎金即 6,000 元（惟因制度紊亂，亦有領取 7,000 元或 5,000 元者）一次。 

Ａ方案部分行為人等共計募得 13,137 人入會，得款 12,638,000 元；在Ｂ方案部分，

則共同從事吸金之存款業務，共吸金 3 億 7,744 萬元，扣除高○○投資 564 萬元，計 3 億

7,180 萬元，行為人等取得上開財物後，並未依約購買任何之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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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案  

行為人等以「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之名廣招會員，推行所謂「福利事業回饋計畫」，

以挽救投資之虧損。開始對不特定之大眾宣揚不實之所謂「兼相愛、交相利」理念，訛稱

聯誼會係以服務群眾為宗旨，推行該「福利事業回饋計畫」；即係以多層次傳銷方式，吸

收不特定之多數人加入聯誼會成為會員（每人不限參加 1 單位），規定會員須每月維持向

該聯誼會繳交新台幣 (下同)3,000 元以換取同額之福利折價點券，並且須在加入後一個月

內介紹 3 人加入，或加入後兩個月內介紹 5 人加入，或加入後三個月內介紹 7 人加入，即

可依加入之先後順序所獲排序號碼，按加入會員之成長情形獲得福利金；亦即以此等方

法，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吸收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福利金）。其福

利金之計算方式為：當後來加入之數目達到該會員所獲序號之二倍時，稱之為代數之排序

人數完成，共分為 9 代，第一代排序人數完成 (譬如自己序號為 2 號，出現 4 號，即為第

一代排序人數完成) 之隔月即可獲領 360 元獎金，第二代排序人數完成 (譬如前所舉例，

自己序號為 2 號，4 號出現時，第一代之排序人數完成，而 4 的倍數 8 號出現時，則第二

代之排序人數即告完成)時，則隔月可獲領之獎金呈倍數累計，為 1,080 元 (即第一代完成

時 360 元獎金之一倍，再加計第一代完成所獲領之 360 元獎金) ，第三代排序人數完成 (譬

如前所舉例，自己序號為 2 號，4 號出現時，第一代之排序人數完成，4 的倍數 8 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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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第二代之排序人數完成，而 8 的倍數 16 號出現時，則第三代之排序人數即告完成) 時，

則隔月可獲領之獎金再呈倍數累計，為 2,520 元 (即第二代完成時 1,080 元獎金之一倍，

再加計第一代完成所獲領之 360 元獎金)，依此類推計算，第四代至第九代排序人數完成

時，可獲領之獎金分別為 5,400 元、11,160 元、22,680 元、45,720 元、91,800 元及 183,960

元，即最高額獎金為 183,960 元，而且獎金可永續領取。惟若加入後 3 個月內未介紹任何

人加入，雖仍可依排序號碼領取獎金，然僅能領至第四代排序人數完成時之獎金，即其每

月所獲領之獎金最高僅達 5,400 元，若欲領取第五代以後之獎金，則須完成介紹 10 人加

入，亦即須介紹 10 人加入，始能獲領每月 183,960 元之獎金。而會員持每月所取得之 3,000

元點券至該聯誼會之特約店購物或消費時，只能抵付折價部分 (譬如特約店原售價 15,000

元之商品以 8 折售予會員，會員除需支付 12,000 元現金外，所獲 3,000 折價部分，另以同

額點券抵付，會員實際支付仍為 15,000 元) ，會員並未實際享受任何折價優惠，其每月所

繳交之 3,000 元，實係一換取「獲領獎金」之權利金。再者，特約店所收取之點券，亦不

能向該聯誼會兌換現金或物品，會員每月購買點券所繳交之 3,000 元，均為該聯誼會囊得；

亦即，聯誼會並未銷售任何商品，而係鼓勵先加入之會員介紹新會員加入，再由後加入之

會員每月所繳之 3,000 元權利金提撥 60%，依前開福利金計算方式發放福利金給先加入之

會員，聯誼會之參加人所獲福利金之來源，係來自會員本身介紹他人加入及整個組織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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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他人加入之活動，而非來自參加人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至會員每月所繳

3,000 元權利金中其餘 40%，則用於所謂「台灣分部總開銷」、「各區分處行政管理費用」、

「吳大師 (吳春福) 智慧財產權利金」、「世界總部開發費用」等名目，各為 10%。 

「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自 83 年 11 月 2 日起，對外推行「福利事業回饋計劃」之

多層次傳銷事業伊始，並未為法人登記，且未向中央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明知

聯誼會推行所謂「福利事業回饋計劃」者，並未從事任何生產事業，亦非推廣或銷售任何

商品或勞務，聯誼會之參加人所獲福利金之來源，係來自會員本身介紹他人加入及整個組

織綱介紹他人加入之活動，且「福利事業回饋計畫」者，即係向會員吸收資金，再約定給

付與本金顯不相當福利金之行為，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規定；亦明知所謂「吳

大師 (吳春福) 智慧財產權利金」、「世界總部開發費用」等，並無其事，尤以會員領取之

福利金，係依加入會員之成長情形，以其所獲序號之倍數出現時，方可開始獲領福利金，

依此計算方法，愈晚加入之會員，其等待所獲序號倍數出現之時間愈長，可獲領福利金之

機會愈小，甚至永無獲領福利金之機會，以序號 50,000 號之會員為例，其需待 2,560 萬號

會員出現時，方有可能領福利金 183,960 元，而以台灣總人口數而言，猶尚不及此數；詎

行為人等對不特定之大眾以舉辦說明會等方式廣為推行該「福利事業回饋計劃」，對於會

員加入時所獲之序號數，及需待多少會員加入時，始得依序獲領至 183,960 元福利金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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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不提，而詐稱會員加入後僅需每月向聯誼會繳交 3,000 元換取點券，即可自加入後第

三個月領得福利金 360 元，此後，第四個月至第十一個月時，即可分別領得 1,080 元、2,520

元、5,400 元、11,160 元、22,680 元、45,720 元、91,800 元及 183,960 元，亦即，自第十

一個月起，即可每月永續領取 183,960 元，使不特定之大眾因而誤信可按月獲領此等福利

金，紛紛加入，並介紹他人加入。甚者，渠等明知該聯誼會並非合法之組織，係在事前未

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之情況下，從事非法多層次傳銷活動，為恐資金遭司法機關查扣凍

結，尚將所收取之款項，分置於行為人等之銀行帳戶內，或以現金存放於台北縣城市明德

路 1 段 64 號 3 樓林○○住處之保險箱內，或購買以台灣銀行營業部為付款人之支票 (即台

銀支票) 存放，嗣雖因公平交易委員會接獲民眾檢舉，於 84 年 5 月 5 日前往該聯誼會調

查後，該聯誼會始於同年 5 月 26 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然公平交易委員會未曾核准

該聯誼會從事前揭之多層次傳銷活動；渠等竟散播所謂「兼相愛、交相利」理念，假該聯

誼會係行慈善、服務群眾等詞欺瞞大眾，對外標榜聯誼會係合法組織，甚至宣稱已獲公平

交易委員會之核准，取信大眾，招攬會員，至 84 年 7 月止，參加之單位數已達九萬一千

餘個單位，參加人數已近 3 萬人，總計詐得金額即會員所繳權利金逾 5 億元。此等權利金，

60%部分原應依前開計算方式，按代數之排序人數完成時發放福利金，渠等復以身為執行

管理委員會委員之便，不依各自加入之先後順序排列序號，而擅將本身之序號以「執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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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委員」之名義排列在所有會員之前，使渠等縱如張○○、丁○○係在 84 年 3、4 月

間始加入者，亦均得在同年 6 月間即成為「第九代排序人數完成」者，每月續繳 3,000 元，

即可領取 18 萬 3,960 元，中飽私囊。至會員所繳權利金其餘 40%部分，所謂「各區分處

行政管理費用」，係由各區支付各區分處行政開銷外，加以朋分，餘所謂「台灣分部總開

銷」，及虛列之名目「吳大師 (吳春福)智慧財產權利金」、「世界總部開發費用」各 10%，

除部分支付台灣分部行政開銷外，均由吳○○、吳麗○取得。 

84 年 3 月間，該聯誼會復推出所謂「半天蘭農場投資計畫」，即由吳○○與案外人邱○

○於同年 3 月 30 日簽訂「地上物讓渡契約書」，以 240 萬元之代價受讓邱金保所承租位於

台東縣卑南鄉利家段六五五七、六五五八地號 (所有人為賴六) ，面積六分五厘之土地上

種植之野生蔬菜「山蘇」 (又名鳥巢厥) ，聯誼會並以月薪 6 萬元聘用邱○○代為管理耕種，

以該地每月「山蘇」之生產量按市價計算，尚僅敷成本，吳○○竟將此野生蔬菜「山蘇」

命名為誘人之「半天蘭」，並加以攝製遼闊華麗之圖片，示之於大眾，訛稱：半天蘭為高

經濟作物，在台東縣有 500 甲之土地，投資開發為半天蘭農場獲利可達五、六十倍，由該

聯誼會向前述會員要求每人僅需投資 3 萬元 (可先貸款 15,000 元，所欠之 15,000 元將來

自分紅中扣回) ，即可以前開完成排序人數之方式，自加入「半天蘭農場投資計畫」之第

三個月起，即可自農場營利中分紅，領回 3,600 元，往後投資分紅每月遞增，至第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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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即可永續每月領回 1,839,600 元。吳○○等 13 人均係執行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明知

「半天蘭農場投資計畫」者，即係向會員收受投資，再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規定，且所謂獲利頗豐云云，純屬子虛，竟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犯意之聯絡，對前述會員及不特定之大眾廣為宣揚該「半天蘭農場投

資計畫」，詐騙投資款。同年 6 月間，渠等復以實施新辦法為由，向前述投資之會員要求

每月需持續投資 3 萬元始得自第三個月起，領回 3,600 元，往後逐遞增至第十一個月起，

即可永續每月領回 1,839,600 元；用以欺瞞大眾，詐取資金，「半天蘭農場投資計畫」者，

係「福利事業回饋計畫」之翻版，其數額為「福利事業回饋計畫」之 10 倍，其參加人所

獲紅利之來源，仍係來自會員本身介紹他人加入及整個組織網介紹他人加入之活動。 

行為人等連同「福利事業回饋計畫」詐得之款項 5 億 66 萬 550 元，及「半天蘭農場

投資計畫」部分之 1 億 5,705 萬元，合計吳○○等 13 人共同吸金詐得 6 億 5,771 萬 550 元。 

參、多層次傳銷吸金行為與類似行為特性分析 

由以上利用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類型之說明，可發現該類行為有以下特色： 

一、參與人數眾多 

在前述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或類似行為之類型中可發現，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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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與者交付款項行為，參與者的人數較之一般犯罪為多，少者百餘人，多者可達數萬人，

如前述原住民黨案，所招募之參與者約達 5 萬人，如前述原基公司案中，參與者亦達約 3

萬人，顯見此類型之犯罪對社會所造成之影響，已遠高其他犯罪。 

況在前述案例中，亦可發現此類犯罪參與人數眾多，且該類犯罪之行為人，常在特定

族群中，如原住民，結合宗教或其他福利措施為號召，加上繁瑣之計算公式，使參與者惑

於宣傳上所稱可獲取高額利潤而參與，實際上無法獲取利益。 

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為工具 

在前開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或類似行為中，行為人要獲取參與者參加該類行為，

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多層次行銷的方式，利用參與者去拉來更多的參與者，擴大該組織，

並以按件計酬的方式，加強參與者介紹他人參與的動力。 

但該類行為與一般多層傳銷的不同在於一般多層次傳銷係以推廣或銷售商品為目

的，在前開多層次傳銷吸類似行為方式，除前開吉米鹿案外，其所推廣或銷售的究係何種

商品或服務並不明確。如在「ＯＭＥ歐美互助會」案中，參與者只要給付美金 135 元，即

可取得會員編號，引薦會員可獲得直接推薦獎金，其所引薦之會員再推薦其他新會員時，

可再獲得組織獎金，該模式似與一般多層傳銷相同，但參與者只要新加入會員編號數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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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員編號數字的二倍加一時即可獲得基金紅利（該案經法院判認不構成違法多層次行

銷，詳見後述說明），並無推廣或銷售何商品。又如在原住民黨案中，參與者只要交付新

台幣 200 元加入原住民黨，再交付新台幣 2,400 元，即可分 5 次領取黨員福利金合計約新

台幣 13,300 元，其所推廣或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亦不明確。 

從而可以發現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或類似行為，多層次傳銷僅係行為用之以擴大參

與者層面之工具，常無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縱有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也是一個假

象。 

三、出現相同或類似行為之比率高 

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收大眾資金，可在短期間內獲取相當大的不法利益，但在初期

因其要支付給參與者高額利益，以該方式吸取資金並無法持久，持續一段時間，於無法支

付後續參與者，該公司或互助會即無法維持，經營者常會改一個名稱繼續以該方式繼續吸

取大眾之資金，如原住民黨部分幹部係奇麗人生互助會的幹部。是以就該類行為如何有效

制止，是執法機關面對的重要課題。 

四、行為人取得參與者交付之款項常無使用規劃 

如前開說明，以多層次傳銷方式吸取社會大眾的資金，其須支付給參與者相當高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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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行為人以何方式能支付參與者該高額之利潤，是一個相當重要且矛盾的問題，在行

為人的各種感人且心動文宣下，參與該行為人的組織，參與者似可獲取高額利潤，參與者

人生無限光明，但實際是否如此？ 

在原住民黨案，參與者只要繳納 200 元加入該政黨，再繳 2,800 元認捐一單位愛心捐，

即可領取 5 次福利金，合計可領取 11,300 元；在「ＯＭＥ歐美互助會」，只要繳交美金 135

元為 1 單位，在會員人數達一定數後，可領基金紅利每單位美金 70 元，最多可領 4 次，

即最多可領美金 280 元；而在原基公司案中參與者只要繳交新台幣 1,000 元，即可依所介

紹之人數及下線人數領取回饋金，行為人既須支付參與者高額回饋金，但在前開案件中，

並無發現行為人取得該款項有何可獲取高額利益之理財或投資行為，其如何能獲取高額利

潤以支付參與者回饋金？結果當然是以後來參與者所繳交之費用支付，其結果該類型之吸

金行為至某一階段即無法存續，行為人為吸引起其他參與者，即會另外改名或另設立公司

從事多層次吸金行為。 

肆、司法實務對多層次傳銷吸金行為或類似行為見解分

析 

一、多層次傳銷吸金或類似行為可能涉及犯罪要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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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層傳銷方式吸金（非法收受存款）或類似行為，可能涉及的犯罪主要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罪、銀行法第 29 條之罪及刑法第 339 條、第 340 條常業詐欺罪，茲該

相關犯罪之要件說明如次： 

（一）非法多層次傳銷罪 

如前述說明，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定，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如取得佣金、獎

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是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

理市價者，即不得為之。至該規定所稱之多層次傳銷，依同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指「就

推廣或銷售之計劃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

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前開定義所稱「給付一定代價」，

依同條第 2 項之規定，是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 

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犯罪，其要件如次11： 

1. 行為人為從事的多層次傳銷之事業。 

2. 參加人取得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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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關非法多層次傳銷之規範，在是否違法之判斷標準上，「主要」

                                                      
11

 林大洋，「多層次傳銷之刑事責任」，法令月刊 55 卷 7 期，26 頁（民國 9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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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理市價」之判斷標準常引起爭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曾於民國 81 年間提

出認定標準供執法參考，依該會民國 81 年 5 月 13 日 81 公參字第 00652 號函公研釋字第

008 號解釋12之說明，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主要」，在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利潤來源

若可清楚劃分為二，一為單純來自介紹他人加入，一為來自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

格，此時先認定其利潤來源，如主要來自介紹他人加入，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

定。關於「主要」之認定標準該解釋認美國法院解釋「主要」為「顯著地」，並曾次 50%

作為判斷標準之參考，屆時再依個案是否蓄意違法及檢舉受害層面和程度等實際狀況為合

理認定。但如多層傳銷參加人之利潤來源無法明確分割多少係來自介紹他人，多少是純來

自介紹推廣或銷售勞務，即兼含此二種報酬，此時欲判斷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規定，應從其商品售價是否係「合理市價」判定之。 

另前述解釋中則認「合理市價」之判斷，在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勞務之情況時，要

認定是否為「合理市價」時，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產品或勞務之售價、品質應係最主要

之參考依據，此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獲利率，與以非多層次銷方式行銷相同或同類產品

行業獲利率比較亦可供參考，其他考慮因素包括成本、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但如市場

無同類競爭商品或勞務時，因無同類商品或勞務可資比較，要認定「合理市價」較為困難，

                                                      
12

 關於該解釋內容請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註 7 前揭書，1-2 頁。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133 

 
 

不過只要多層次銷事業訂有公平交易法退貨之規定，並確實依法執行，則其所推廣或銷售

商品或勞務之價格，基本上應可視為「合理市價」。 

多層次傳銷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定者，依同法第 35 條第 2 項之規定者，處

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如法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3 條之規定者，依同法第 38 條之規定，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可科以各該條

之罰金。 

（二）非法收受存款罪 

依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且就該條所規定收受存款之定義，依同法第 29 條之 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

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

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是以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

非法收受存款罪，其要件如次： 

1. 行為人非銀行，亦無銀行法以外法律准許經營收受存款之業務。 

2. 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且如符合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以收受存款論定義之規定者，

縱名義上非收受存款，亦應成立非法收受存款罪。 

就前開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所規定以收受存款論中之「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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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務上曾有不同標準，有以下 3 種不同見解： 

甲說認為依民法第 205 條之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20%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

利息無請求權，是約定利率以週年 20%為最高之限度，逾此限度者，關於逾越限度部分利

息之請求，即不在法律保護之列。又民法第 205 條所定約定利率最高額之限制不僅適用於

金錢之消費借貸，金錢以外其他代替物之消費借貸亦在適用之列（最高法院 40 年臺上字

第 740 號判例）。從而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逾越週年利率 20%者，均

可認為與本金顯不相當。 

乙說認為法律不予保護與法律予以制裁，尚屬有別。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20%者，民法

第 205 條僅規定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未規定其約定為無效，且觀銀行

法第 29 條之 1 法條用語於不相當之上又繫之以「顯」者，亦謂情形顯著，一般人皆認為

不朿當而言。故所謂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客觀上較之一

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以決定之。 

丙說則認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超過月息 3 分者，應認為與本金顯

不相當。蓋月息 3 分，其週年利率則為 36%，逾越民法第 205 條所定週年利率 20%甚多，

其年息已超過本金三分之一，顯與本金不相當。 

其後經討論結果認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規定之「與本金顯不相當」係就原本利率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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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並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以決定之，所以採

前述乙說之見解13。 

至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規定之刑事責任，依 93 年 2 月 4 日修正同法第 125 條之規定，

違反第 29 條之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台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2,500 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且同法條第 3 項復規定，法人犯該罪者，處罰其行為負

責人，同法第 127 條之 4 復規定，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職

務違反第 125 條之規定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

之罰金。 

是以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規定者，其處罰之對象係行為之負責人與法人，但法人僅

科以罰金。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 8 條之規定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或代表

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

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之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但前該銀行法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究係指公司法第 8 條所稱之「公司負責人」？ 

                                                      
13

 該結論請見司法院刑事廳 79 年 3 月 23 日(79)廳刑一字第 309 號函覆臺灣高等法院，該

問題各說見解，請見司法院第二廳編，「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第 6 輯」，439 頁（民國 80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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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務上就此有認銀行法第 125 條第 2 項之所謂：「其行為負責人」，係指犯罪行

為發生時依法應負其責任之人而言。至公司內部負責承辦非法吸收資金，辦理存款業務之

人未必均屬公司法第 8 條第 1、2 項所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故而除公司法第 8 條第 1、

2 項所規定之「公司負責人」，當然為「其行為負責人」外，實際參與非法吸收資金，辦

理存款業務之人亦均屬之。 

另有認銀行法第 125 條係法人違反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時之轉嫁罰規定，其犯罪

主體為法人而非自然人，故公司非法吸收資金，辦理存款業務，所應處罰者僅限於公司法

第 8 條第 1、2 項所規定之「公司負責人」，餘不及之。 

而較多數見解係認銀行法第 125 條之所謂「其行為負責人」，在此應僅指「實際行為

之公司負責人」而言，亦即指實際為非法吸收資金、辦理存款業務行為之公司負責人而言，

並不及於未實際行為之公司負責人，而此所謂「公司負責人」係指公司法第 8 條第 1、2

項所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故本件題意所指「其行為負責人」，與公司法第 8 條第 1、2 項

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並不同一範圍14。 

（三）、刑法詐欺取財罪 

                                                      
14

 該結論請見司法院刑事廳(80)廳刑一字第 667 號函覆臺灣高等法院，該問題各說見解之

說明，請見司法院編，「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第 7 輯」，338-3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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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規定，詐欺取財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

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為要件，成立該罪者，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台幣 1 萬元以下罰金。依同法 340 條之規定，如以犯詐欺取財罪為常業者，可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就刑法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如次： 

1.在主觀要件：行為人應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此為詐欺取財罪與前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與非法收受存款罪不同之一在於詐欺取財

罪須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之主觀要件，另二犯罪僅有犯罪之故意即可。 

前開詐欺取財罪所稱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學者有認係指行為人明知在

法律上並不具有合法權利或不具完全之合法權利，而有使自己或第三人在經濟上與所有人

享有同等利益或為同等支配之意思15；有認本罪之不法之意圖應為不法獲利之意圖，即行

為人必須有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違法之財產利益之不法意圖始構成本罪16。 

2. 在客觀要件上，詐欺取財罪須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為交付自己或第三人之物 

詐欺取財罪在客觀要件上行為人須施用詐術，即使用欺罔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而為

                                                      
15

 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二卷」，299 頁（2000 年 4 月初版）。 

16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771 頁（1996 年 10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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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交付。即詐欺取財罪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

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使用之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

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參見最高法院 46 年台上字第 260 號判例見解）。 

至如以犯詐欺取財罪為常業者，依刑法第 340 條之規定係成立常業詐欺罪，該規定所

稱之「常業」，依我國司法實務之見解，「指反覆以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之職業性

犯罪而言，至於犯罪所得之多寡，是否恃此犯罪為唯一之謀生職業，則非所問，縱令兼有

其他職業，仍無礙於該常業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510 號判例） 

刑法詐欺取財罪或常業詐欺罪與前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受存款罪不同之處，

除前開說明之主觀要件，在於處罰之對象，我國刑法認法人並無犯罪能力，在刑法並無處

罰法人之規定，刑法詐欺相關之犯罪，法人並不是處罰之對象，但在公平交易法非法多層

次傳銷罪與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罪，均有法人刑事責任之規定。 

一、司法實務見解分析 

前開利用多層次傳銷吸金或類似行為，所涉及之犯罪包括公平交易法、銀行法第 29

條、刑法詐欺取財罪等，茲就前開類我國司法實務上認前述利用多層次傳銷吸金或類似行

為是否應成立之犯罪及成立何罪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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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米鹿案 

就該案檢察官係認被告係違反公平交易法 23 條之規定，應成立同法第 35 條之罪及違

反銀行法第 29 條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但臺灣高法院 87 年上訴字第 3453 號判決被

告無罪，該判決之見解值得參考，該判決主要 

理由如次： 

1. 就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 

(1) 該判決認被告銷售之商品，經原審函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表示意見之結

果，該會認該商品之售價為合理市價。 

(2) 且被告銷售之商品所使用之多層次傳銷，雖未先報備獎金制度，但該獎金比率

並無偏高不合理之情形。 

(3) 且該多層次傳銷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亦有得退貨之情事。亦查無

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情事。 

2. 就違反銀行法部分： 

就該行為原審法院（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訴字第 1085 號）曾請當時銀行

法主管機關財政部金融局表示意見，該局認該商品之銷售情形，符合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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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吸取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

以收受存款論」之構成要件，但前開判決則採取否定見解，其理由係認： 

(1) 金融局前開見解係以被告所為之該多層次傳銷係違法為前提，但該多層次傳銷

既非違法。 

(2) 會員交付貨款給公司時，公司會交付貨物給會員，會員以向銀行貸款給付公司，

與一般汽車、電器分期付款買賣相同。 

(3) 公司付給會員獎金，係會員銷售商品之所得，與銀行存款之存款人不必為任何

勞動即可取得利息不同。 

(4) 且多層次傳銷之本質是會員再招攬會員，所以不能以此即認符合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所稱「多數人或不特定人」之要件。 

另就被告所經營之公司，貸款給會員部分此判決亦認係一般商場上常見的

「分期付款買賣模式」，而無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二）奇麗人生互助合會案 

就該互助會之性質，被告雖一再主張係屬一般民間互助會，但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易字第 152 號判決係認被告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其主要理由如次： 

1. 該互助合會雖並未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惟係以會員互助為號召，訂定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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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組織並統籌規劃，藉由會員招募新會員加入之方式形成多層次組織。會

員入會必須繳交 2,200 元代價（即所謂會金），始取得價值約 2,000 元之淨水機

或清潔劑等物、與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且第一層次會員所介紹加入第二層次

以下之會員越多，該原始會員所得領取之現金（即所謂之標金）則越多。從而

本其組織之推廣，使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

而獲得一定經濟利益（即所謂之標金），應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謂「多

層次傳銷」。 

2. 其次，該判決認該會係變質的多層次傳銷，蓋該會雖以互助為號召，會員入會

之目的主要在於會金之回饋金及往生互助金 60 萬元，但回饋金及往生互助金之

來源，則來自於會員再行介紹他人入會所繳交之會金。從而參加人如欲取得經

濟利益（即所謂標金），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任何其所推廣或銷

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事實上亦根本沒有商品或勞務之銷售），因此屬於公

平交易法第 23 條所禁止之變質多層次傳銷。 

（三）ＯＭＥ歐美互助會案 

就該互助會之行為，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訴第 356 號判決認被告成立銀行法非銀

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但就檢察官認被告應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部分，該判決



 
142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則認不成立。 

就被告違銀行法部分，此判決認又凡加入ＯＭＥ歐美互助會之會員，即可依會員編號

循環領取紅利、及以推薦新會員、新會員再推薦新會員之方式領取獎金，以會員編號 10

號之會員為例，其僅繳納美金 135 元之會費，然至會員編號第 175 號會員加入時，業可領

回 280元之基金紅利，組織獎金、直接推薦循環獎金尚不計算在內，所可得之紅利為本金

之二倍有餘，顯不相當，應屬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所稱「以其他（互助會）名義向多數人

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獎金」之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 

至就被告被訴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此判決採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函覆之意見認

本件ＯＭＥ歐美互助會係以會員繳納會費，並朋分新會員之會費為獎金、紅利之方式經

營，全無商品、勞務之推廣、銷售，會員雖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獲取獎金、紅利，依前

開說明，顯與公平交易法對於多層次傳銷之規定不符，應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即認ＯＭ

Ｅ歐美互助會在台從事循環互助會推廣活動，尚無販售『商品』，純係以金錢流通互助之

名義吸引民眾繳付費用加入組織，從事非法吸金活動，僅有違反銀行法之規定。 

（四）穩健互助會 

在「穩健互助會」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9 年度重上更（三）字 62 號判決中認

該案被告就被訴違反公平交易法及銀行法部分均無罪，其主要理由如次：  

該案被告並未實施「穩健事業獎金銜制度」之多層次傳銷，僅係單層直銷，並非公平

交易法第 23 條所規範之對象。且縱認該行為係屬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規範之列，該互助會

係會員於加入互助會時，均需繳納該公司為負責招攬互助會成員、定期開標、收取會款及

發於會款等事宜而向會員收取服務費 3,000 元、是該服務費 3,000 元應係被告提供前揭勞

務之對價，尚難認係為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而給付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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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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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層次傳銷制度要件不符。 

況且被告招攬該互助會獲利主要來源係源自每期開標之標金，如以每組 20 名計，每

名互助會會員至少可獲得之標金（經濟利益）總合為 3 萬元，被告等所為亦與公平交易法

第 23 條第 1 項之構成要件不符。蓋本案大部分會員介紹人加入本案之「單層直銷」，僅不

過抽取 3,000 元服務費中之 750 元，僅佔 3 萬元之 3%而已，而少數股東兼介紹人者，為

股東特殊身分之利益才增為 1,500 元，乃係基於其股東之特殊身分，並非本身制度有多層

次可言，且其比例亦僅佔 3 萬元之 6%，是依前揭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認定之標準，本案「單

層直銷」之參加人因介紹他人加入所得獲得之佣金俱未超過渠等可獲取之經濟利益之

50%，就被告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此判決認被告經營互助會僅係居於公證、仲介服務之

地位，幫忙會員處理監視投標、開標、收取及發放會款等事宜，絕無參與互助會收取會首

款以資運用之權利及事實。至會員於每月開標後繳入公司之會款，被告經營之公司只是居

於得標會員之受任人地位代為收取，並於 3 日內即轉交得標會員，本身並無所謂運用之權

利。而向各會員收取之服務費 3,000 元，僅係公司仲介，處理投標事宜之勞務報酬，乃屬

公司收取之合理報酬，況且互助會員繳納互助會金，由被告收轉給其他互助會員，並無約

定由互助會員得向穩健公司、企業行請求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況以公司名義招攬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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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收取服務費之事實型態，與銀行法所稱吸收存款或款項情形並不相當。 

此判決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就被告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不採財政部金融局於 83 年

間所為之函解釋認以公司名義，招攬民間互助會而收取會員之會金，且於加入時另收取服

務費，因涉及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數收受款項，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規定之意見。 

（五）金快樂互助會、金如意互助會案 

在金快樂互助會、金如意互助會案中，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上易字第 4114 號判決認經

營該互助會之被告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定，應成立同法第 35 條之罪，在該判決

中認被告所經營之互助會並未推銷任何商品給參加者，僅對參加者給予一張互助會名單，

以供作財富累積之憑證，即參加者獲得佣金取得金錢利益，係本於介紹他人加入始得取

得，非基於所推廣或銷售之商品之合理市價，屬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規範之範疇。 

（六）歐美互助會案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在該院 92 年度金重訴字第 1 號判決中，針對被告所成立的前開「歐

美互助會」，認被告係犯銀行法第 29 條之罪、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及刑法之常業詐欺

罪，其主要理由如下： 

1. 該案被告等人吸收資金之方式係以加入會員繳交 6,500 元之入會費後，隨即可

領回介紹費 1,000 元，並稱於 7 日至 1 個月不等之短暫期間內，即可領取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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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回饋金，如前述說明，被告等人所為顯然係向不特定人吸收資金後，與投

資人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報酬等，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之規定。 

2. 被告吸收會員加入公司經營，所為之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取得之獎金主要是

基於介紹他人加入，並未推銷或推廣任何商品或勞務，雖後階段有為超哈網制

度之推銷，但被告均自承未使用過該網站，甚至加入之會員亦均表示稱並未推

銷任何商品，渠等加入之目的是因短期間即可還本等語，所為係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35 條第 2 項之規定論處。 

3. 被告設計之吸收會員以及發放所謂獎金之方式，勢將因為會員人員無法無限制

的增加以及公司未從事任何營利性的事業，最終將無法繼續發放獎金，更無法

退還會員所交款項，卻仍然向會員宣稱可以藉由推薦其他會員入會而不斷增加

收入，藉此騙取會員加入，更且將向會員所收取的入會費，分別轉用於購買不

動產，更顯見被告係以發放高額獎金之方式向會員騙取入會費，所為自屬詐欺

之行為。 

（七）原住民黨案 

隨著多層次傳銷吸金方式之多樣化，在 91 年開始從事多層次銷吸金之被告擴大會員

來源，即與政治性團體結合，利用政黨成為牟利之工具，此即原住黨案，該案經臺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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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93 年 5 月 28 日提起公訴，現繫屬於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尚未審

結。 

在該案件中，檢察官係認被告係成立違反銀行法、保險法之罪及詐欺罪，其理由如次： 

1. 被告以原住民黨招募黨員推行「往生撫卹金」制度為詞，並與繳付 5,000 元之

「保證金」，再捐款 4 單位「愛心捐」以上之黨員約定，若繳費期滿 1 年之黨員

亡故，不問該黨員加入「往生撫卹金」制度時有無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所謂「告

知義務」，其繼承人或指定之受益人即可領得 60 萬元之撫卹金，顯係經營類似

死亡保險之業務。被告等人所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保險法第

136 條第 2 項規定，應依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保險法第 167 條第 1 項之規

定處罰。 

2. 被告以獲取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受益之詐術，慫恿不特定人士加入原民黨

所謂「愛心捐」及「往生撫卹金」專案，使入黨之人陷於錯誤，認可因交付資

金而收取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及誤以為交付保證金（保險費）等予原民黨，

即可於發生死亡事故時領取數十倍之往生撫卹金，而競相加入該往生撫卹專案

並交付財物，終至原民黨財務發生崩潰結果時遭被告等人推諉敷衍，顯然不能

獲完全清償方知被詐騙，而詐騙所得概以低價購入之洗潔劑、沐浴乳、蜂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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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充高價「贈品」向原民黨報銷牟利，或以借予黨工、被告等人掏空黨產，或

以土地開發名義居間賺取價差，雖以愛心捐、往生撫卹名義為詞獲致鉅額金錢，

並亦有部分確有發放「福利金」予黨員，或給付部分已故黨員往生撫卹金 60 萬

元，惟此等事實僅係彼等巧立名目之煙幕手段，不能遮掩彼等詐騙無辜較純樸

原住民以畢生積蓄謀較高收益，甚至原住民圖一己身後，子嗣仍享有所謂高額

撫卹金之類似保險給付之不法意圖，且歷經公平會明確飭令禁止以前開「老鼠

會」手段從事吸金行為，又經新竹縣調查站兩次大規模搜索查緝均不能弭止彼

等不法犯行，在在均顯示彼等以之為常業，賴以維生，核彼等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 340 條之常業詐欺罪。 

但就該案件之事實，檢察官雖在起訴書之事實中，認被告等人有使用公平交易法所禁

止之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但在論罪部分並未認被告等人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

其理由為何在起訴書中並未就此加以說明。 

（八）龍峰公司案 

就該案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在該院 92 年易字第 490 號判決中，委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鑑定該行為是否屬多層次傳銷，經該會認為依龍峰公司傳銷方式，惟加入會員以 110

美元之代價（第一個投資單位），取得網站教學服務之提供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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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每投資單位均按其下組織之投資單位多寡，計算佣金及

分紅，而呈現金字塔形之銷售組織狀態，是Dragon-Summit Inc.就網站教學服務之推廣、

銷售，疑從事多層次傳銷之行為，是以此判決認本件名為網站教學服務之提供或推廣，加

入者除第一個單位投資購買配套之商品，其餘之投資單位，均未取得任何之商品或勞務，

僅作為獲利報酬之計算單位，是其近於金錢老鼠會之行為，或涉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第

29 條之 1 規定。 

是以此判決認被告所經營龍峰公司佣金部分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

定，應論以同法第 35 條第 2 項之罪。又有關紅股定期取回款項部分，係違反行為時銀行

法第 29 條之 1 之視為收受存款罪，應依同法第 125 條處斷。 

（九）原基公司案 

類似於原住民黨案，以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者，為獲取暴利，常會使用可募集大量會

員的方式，擴大會員數量，在原住民黨案係與政黨結合，在「歐美互助會」係利用牧師傳

教方式招募大量會員，原基公司也是一種利用弱勢族群大量招募會員的案例，在前開原基

公司案例中，被告等人以改善原住民的生活經濟為號召，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招募參加者，

就該被告等人之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2 年度重訴字第 4 號、93 年度重訴字第 13 號

判決分就Ａ、Ｂ方案而有不同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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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Ａ方案部分，前開判決認被告就該方案，並無任何產品之銷售，純以基於介紹他人

加入，即可獲領回饋獎金，係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然該判決認該方案並不違反

銀行法第 29 條之規定，蓋依該方案參加者是否得領取「福利回饋金」，係取決於該會員是

否招募新會員，具有不特定性，與銀行法所稱收受存款，不論存款形態，存款人均能領回

約定利息及本金不同。 

就Ｂ方案部分，該方案係收取投資款，許以一定比例之報酬，屬於「以收受存款論」，

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規定。 

至就被告等人被訴收受Ｂ方案投資後，未依約定投資，涉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前開判

決除一位被告被認定成立詐欺財罪外，其他被告前開判決認並不知情，且被告等人固以高

利為誘，吸收存款，使投資人交付款項，惟投資人入金之目的既在獲取固定高利，獲取高

利，則必定有相對高風險，為投資人所明知，所以投資人之入金，非被告等人施用詐術所

致，即難認投資人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十）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案 

就設立縱橫學人生服聯誼會之被告等人之行為應成立之何罪，臺灣高等法院在該院

87 年度上更（二）字第 80 號判決中認被告成立刑法第 340 條常業詐欺罪、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罪及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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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判決就被告等常業詐欺部分係認被告等人所收受之權利金達五億餘元，除部分供

行政開銷外，均有設立該聯誼會之被告等人朋分取得，其後並以虛構之投資計畫，誇大半

天蘭種植面積及獲利率，是以該被告等應成立常業詐欺罪。 

就被告等人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該判決認被告所設立之聯誼會所推動之「福利事業

回饋計畫」之參加人所獲福利金來源，係來自會員本身介紹他人加入及整個組織網介紹他

人加入之活動，而非來自參加人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屬公平交易法所禁止

的之多層次傳銷。 

至就被告等人被訴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部分，該判決因被告等人推動的福利事業回饋

計畫者，會員只須每月維持向該聯誼會繳交 3,000 元權利金，並完成所規定介紹他人加入

之責任額人數，即得按加入會員之成長情形，以其所獲序號之倍數出現，即代數之排序人

數完成時獲領福利金，依序第一代至第九代排序人數完成時，可獲領之福利金分別為 360

元、1,080 元、2,520 元、520 元、5,400 元、11,160 元、22,680 元、45,720 元、91,800 元及

183,960 元，即最高額為 183,960 元，且可永續領取；3,000 元與 183,960 元二者，相差達

60 倍之鉅，顯屬並不相當，被告等人推行該所福利事業回饋計畫，顯係以換取福利折價

點券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所謂福利

金，依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規定，以收受存款論，而違反同法第 29 條所規定非銀行不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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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至所謂半天蘭農場投資計畫者，不論會員係僅須繳交 30,000 元

之所謂投資款一次，抑或須每月維持繳交 30,000 元之投資款，均得係按加入會員之成長

情形，以其所獲序號之倍數出現，即代數之排序人數完成時獲領福利金，依序第一代至第

九代排序人數完成時，可獲領之所謂紅利分別為 3,600 元、10,800 元、25,200 元、54,000

元、111,600 元、226,800 元、457,200 元、918,000 元及 1,839,600 元，即最高額為 1,839,600

元，且可永續領取；查 30,000 元與 1,839,600 元二者間，相差同達 60 倍之多，被告等人

推行該半天蘭農場投資計劃，雖所謂農場投資云云，不過為渠等遂行詐欺之手段，惟仍係

以收受投資之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依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規定，以收受存款論，違反同法第 29 條所規定非銀行不得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 

伍、非法多層次傳銷、非法收受存款與詐欺罪要件解析 

一、非法多層次傳銷、非法收受存款與詐欺罪要件與競合之處理 

多層次傳銷吸金，可能涉及之犯罪包括非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受存款罪及詐欺

罪，如行為人該行為成立數罪時，司法實務常認該數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依刑法

第 55 條之規定從一重處斷，但因該行為人成立何罪，可能涉及要件之判斷及參加人在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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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上是否為被害人，是以究明該行為應成立何罪是相當重要的。 

（一）非法多層次傳銷與詐欺罪競合 

非法多層次傳銷與詐欺取財罪競之情況，是行為人以多層次傳銷為手段，詐欺取財為

目的所實施之犯罪，該類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原即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不在銷售

商品或勞務，目的在取得參加人所交付之款項，且設立該組織之行為人為增加參加人參加

該組織之誘因，會設出參加該組織可獲取之利益遠高於一般投資之計劃，並舉辦各種宣傳

活動，推出鑽石級之參加人，會使參加人有現在不參加會後悔一生之感，該組織之行為人

有時容或會給前面的參加人高額的回饋金，以吸引更多的參加人，但其會將其所取得之款

項由負責經營該組織之行為人朋分，參與經營該組織之行為人，主觀上既有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意圖，在客觀上，復常使用不實之廣告或財務規劃之詐術，使參加人陷於錯誤而同意

參加該多層次傳銷，交付相關款項，此時該行為人應構成詐欺取財罪，如該行為人係以犯

詐欺取財罪為常業者，則可成立該罪之常業犯。 

在此須注意的是，以多層次傳銷方式詐取財者，形式上或有銷售商品或勞務，但實質

上並無提供商品或勞務，其與無形商品之多層次傳銷不同，隨著事業提供勞務的多樣化，

在無形化商品之銷售，主要以提供無形服務為主，而以會員卡、旅遊卡或網路行銷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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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7，該行為人於行銷時確有準備提供該服務者，即無施用詐術之問題，縱其後因故無法

提供，亦僅係違反契約之民事責任，但如行為人於行銷時即無準備提供該服務，僅係以提

供服務為名，作為多層次傳銷之標的，自難認該行為人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施用詐

術，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 

如在臺灣高等法院 85 年上訴字第 5601 號判決中，該案被告因所經營之公司狀況不理

想，竟對外佯稱擁有數家公司，且投資診所數千萬元鼓勵大眾購買其所銷售之健康卡，並

提出「Ｎ乘三加一」之傳銷方式，即參加人繳交新台幣 30,000 元可購買一健康卡或可兌

換健康食品之 10,000 元現金抵用券，並依加入之先後順序取得一號碼，而依規定再推薦

他人加入或本人一次購買規定數額，當所取得之號碼乘以三加一之號碼出現時，便可領取

40,000 元福利回饋獎金，領取第一次回饋獎金者可獲另一新循環號碼，且仍須依「Ｎ乘三

加一」之公式繼續排列，循環領取，另推薦 2 人加入後，每推薦 1 人加入，則可獲領推薦

獎金 2,000 元，此判決認該被告為取信於人，發布不實的投資訊息，致使投資人誤信其為

正當、穩健經營者，且其使用前式方式銷售健康卡，愈晚加入之投資人，可獲得回饋獎金

的機會愈小，更無法循環領取，且將因公司無法運作而成為受害人，亦即該案之被告在實

                                                      
17 關於無形化商品多層次傳銷相關問題之討論，請見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公平交

易法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第十屆競爭政策與

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47 頁（民國 9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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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該行時，即有如吸金情況不理想，即不予退還款項之意，是以該判決認被告有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致他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之財物之犯行，成立詐欺取財罪18。 

在此會有爭議的是，此類行為是否會成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多層次傳銷之犯

罪？ 

行為人使用多層次行銷方式作為詐取財物之手段，該多層次傳銷既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規定，依同法第 35 條處罰，如無銷售商品或勞務，雖使用多層次傳銷之式，應不

符前開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自不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 

但如行為人使用多層傳銷方式銷售商品或勞務，但該銷售商品或勞務行為僅係偽裝，

參加人實質上並不會領取該商品，此時是否仍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 

前揭臺灣高等法院 85 年上訴字第 5601 號判決中，即認該案行為人以前揭方式銷售行

銷健康卡，但事實上大多數會員不但未領該健康卡，亦未提領商品，並無以推廣或銷售商

品或勞務以獲取合理市價之情形，可證明該案被告所經營之公司之參加人之主要收入來源

並非來自推廣或銷售商品、勞務，而係來自本人及整個組織網不斷介紹他人加入之活動，

即以後參加人所繳交之入會費提撥支付給先參加入者，為非法多層次傳銷，成立公平交易

                                                      
18 該判決全文請見臺灣高等法院編印，「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86 年第二冊，1336

頁至 1347 頁。該判決時間係 86 年 5 月 27 日，是以未登載於司法院網路版裁判書檢索

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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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5 條之罪。 

（二）非法多層次傳銷罪與非法收受存款罪競合 

其次，部分事業並不是銀行，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收受存款，

即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罪，但大多數事業不會在未取得主管機關許之情況下，明文對外

宣示收受存款，常會以其他名義方式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並給付一定各種名目

之款項，達到實質收受存款之目的，此亦為銀行法第 29 條之 1「以收受存款論」規範之

目的。 

非法收受存款須有大量民眾的參與，行為人始能達收受大量款之目的，是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即成為擴大非法收受存款參加人之重要方法， 

惟有時因行為使用方式之多變化，有時可能使人將涉及金融事務之多層次傳銷誤認為

非法收受存款，二者間之分際相當清楚。 

形式上觀，雖均係參加人將一筆款項交給經營該組織之行為人，而行為人復基於一定

事由給付回饋金，該回饋金金額可能相當高，但非法多層次傳銷與非法收受存款，二者之

不同在於取得回饋金之原因不同。非法多層次傳銷如前揭說明，其參加人取得該回饋金（名

義可能是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上利益），在於參加人介紹他人加入該組織，參加人如無

介紹他人加入該組織，即無法取得該回饋金，介紹加入的人愈多，其能取得之回饋金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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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即其所能取得之回饋金，常以介紹加入者之人數為標準。 

至非法收受存款罪之參加人取得回饋金，雖亦有各種名義（如紅利、利息、股息或其

他報酬），但其並不須有任何勞力付出，經營該組織之行為人即依參加人所繳交金額之數

額，按一定比率給付該回饋金。 

惟如行為人非銀行係設立組織，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未經許可收受存款或為以收受

存款論之行為時，則可能同時構成公平交易法非法多層次傳銷罪與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

罪。 

（三）非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受存款罪與詐欺罪競合 

另如行為人利用多層傳銷方式，向多數或不特定多數人收受存款或為以收受存款論之

行為時，並無將該參加人所交付之款項返還參加人之意思時，其僅係利用多層傳銷方式，

以高額利息吸引參加人，施用詐術，使社會大眾於錯誤而繳付該款項時，可能會成立刑法

詐欺取財罪。 

但問題在於行為人如成立詐欺取財罪，是否也會同時成立銀行法所定非法收受存款？ 

前開臺灣高等法院 85 年上訴字第 5601 號判決認該案被告「係以販賣健康卡為幌，達

其詐欺之實，其吸收資金之本意在詐欺，並非收受存款，亦即初無將存款返還被害人之意

思，且詐欺與收受存款為不能相容之犯罪型態，被告意在詐財，自不成立銀行法第 1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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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之罪。」其後最高法院在該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7529 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該判決

認19： 

「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

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係指向不

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

言。換言之，必其之取得款項、吸收資金，係出於合法方法，但因經營收受存款、吸收資

金業務未經依法核准、許可為非法者始足成立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如果

行為人之取得款項，係基於不法原因如詐欺行為，因其並無『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

本金』之意思，縱有給付利息之約定，亦僅為詐取財物之方法而已，即非所謂之『收受存

款』，應逕依詐欺罪論處，無成立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罪之餘地。」 

是以依最高法院前述判決之見解，行為人如出於詐欺目的，向不特定人收受存款或為

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僅能成立詐欺取財罪，不成立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罪，該說固有其

見，但如依該見解，該行為人該行為僅能成立 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之詐欺取財罪或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常業詐欺罪，反不能成立刑度較重之可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19

 該判決全文請見最高法院編，「最高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第 30 期，434 頁至 438 頁（民

國 87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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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台幣 1 億元以上

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2,500 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之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非法收受存款罪20，況就銀行法第 29 條禁止非法收受存款之規範目的，應包括

以詐欺為目的收受存款者，因該類型之犯罪，始有鉅額犯罪所得，而有處罰高額罰金之必

要及依犯罪所得之數計算刑期。 

二、司法實務見解妥當性 

茲就前開關於非法多層次傳銷、非法收受存款及詐欺取財罪間之界限及競合時之處

理，說明前述近年來司法實務此類案件判決見解之妥當性，供爾後處理類似案件之參考： 

（一）三商吉米鹿案 

就此案，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上訴字第 3453 號判決認不成立犯罪，就被告非法收受存

款罪部分，此該決認就被告該行為觀不構成非法收受存款，依被告給付獎金給會員係依會

員銷售系爭商品之多寡決之，即須付出一定勞力，該行為應不構成收受存款，是以該判決

此部分之見解應可採。 

（二）奇麗人生互助合會案 

                                                      
20

 該刑度為民國 93 年 2 月修法時所訂，在修法前刑度為「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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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之爭議在於行為人之行為除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外，是否應同時成立詐欺取財

罪？ 

該案被告所經營之互助合會雖以互助為號召，但會員入會之目的既在回饋金，且回饋

金之來源為會員介紹之他人入會所繳交之會金，就被告言，其行為之始顯無意將會員所繳

交之會金發還，實難認主觀上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有可能構成詐欺取財罪，惜在

該案就此未加論罪。 

（三）ＯＭＥ互助會案 

在該案中，前述司法實務判決認僅成立非法受存款罪，不成立非法多層次行銷罪，就

此判決有二點值得檢討： 

1. 依該案被告之行為，應成立詐欺取財罪，該被告所設立之互助會，僅收受會員

會金，於會員數量達一定數後，該會員始得領回基金利紅，推薦他人加人始得

領取組織獎金，與一般民間互助會性質不同，亦與銀行法第 29 條收受存款、第

29 條之 1 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人，須收受他人交付之款項，而約定或給付與本

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酬不同，蓋依被告與參加人之約定，僅於參

加人數達一定數後，始給付參加人基金紅利，如參加人未達該數量，即不須給

付基金紅利，亦即被告是否給付該基金紅利，顯繫於不確定之參加人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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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收受存款或以收受存款論，參加人不須有任何勞力付出不同，是以該被告之

行為應與非法收受存款罪要件有別，依該行為觀，其顯係以後參加者所繳之會

金作為前參加人獎金之來源，並無任何商品或勞務之銷售，施用詐術設以高利，

以吸引社會大眾參加，應係構成詐欺取財罪。 

2. 就被告非法多層次行銷部分，本判決之特點在於認該被告行為並無任何之銷售

商品，與非法多層次傳銷之要件不符，故不成立該罪。此見解應可贊同，但就

此相類案件形式上雖有商品之銷售，如前開健康卡，但參加人根本無領取該商

品之意思時，司法實務仍認可成立非法多層次行銷罪。 

（四）穩健互助會案 

本案主要之爭議在於該案被告經營互助會是否有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非銀行不得收受

存款，即該行為可否視為銀行法第 29 條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前開司法實務判決見解與

行政主管機關見解不一，原財政部金融局在 83 年間所為之函示中雖曾表示以公司名義，

招攬民間互助會而收取會員之會金，且於加入時另收服務費，因涉及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

人數收取款項，可能成立非法收受存款罪，但我國實務就此問題曾於曾有爭議，即就行為

人經營甲公司以互助會公司名義，邀集會員繳交定額之入會費參加互助會，甲公司則負責

投、開標及收取、發給會款事宜。以類似民間互助會之方式，由各會員競標後，以利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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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得標，其餘未得標之會員則按期將扣除得標金額後之會款交給甲公司，並由甲公司匯

集後，轉交給得標之會員。則該公司此行為是否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規定而涉刑責？ 

有認甲公司以加入會員之名義，向多數人收取款項，並給付高於本金之金額，其行為

顯已構成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之「收受存款」行為，是甲公司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自係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規定。 

另有認甲公司以法人身份向各會員收取款項交予得標之會員，其利息係以競標結果決

定，是已難認甲公司有給付顯不相當利息之情形，且甲公司係負責投開標及轉交行為，與

銀行利用存款營利之情形亦有不同，是甲公司之行為應屬類似合會之私法行為，而與銀行

法第 29 條之規定無涉。 

其後經討論之結果係採後者之見解，即不成立銀行法第 29 條非法收受存款罪21，穩

健互助會判決之見解與前開座談會結論相同。 

（五）金快樂互助會、金如意互助會 

在金快樂互助會、金如意互助會案中，前述司法實務判決認被告所經營之互助會未推

銷任何商品給參加人，僅給予一張互助會名單作為財富累積的憑證，係成立非法多層次傳

                                                      
21

 該問題為司法院第 26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中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所提出，關於該問題討論

內容，請見司法週刊雜誌社編，「刑事法律專題研究〔8〕」，187 頁至 188 頁（民國 8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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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罪，然就該判決見解有如下幾點值得檢討： 

1. 如前開說明，行為人雖係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獲取利益，但如無推銷任何商品者，

則不成立非法多層傳銷罪，前述ＯＭＥ歐美互助會案判決亦採取相同見解，但

在本案中，該判決仍認行為人所組織之互助會使用多層次傳銷方式，雖無推銷

任何商品，亦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此見解並不符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

所規定之定義，就本案被告行為觀，應不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 

2. 本案中，被告既未推銷任何商品，僅給予參加人一張互助會名單，即可獲利，

該行為應係成立詐欺取財罪，蓋行為人行為時既無將該參加人所繳之款項返還

之意，並以先參加人所繳付之款項給付予後參加人，其明顯有為自己不法所有

意圖，該案被告應成立詐欺取財罪。 

（六）歐美互助會案、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案 

就前述歐美互助會、縱橫學心生服務聯誼會案中，前述司法實務對行為利用多層次傳

銷方式，為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所規定之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成立公平交易法非法多層

次傳銷罪、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罪及常業詐欺罪，該二案件實務見解，與前揭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7529 號判決認銀行法非法收受存款罪必其之取得款項、吸收資金，係出於

合法方法，但因經營收受存款、吸收資金業務未經依法核准、許可為非法者始足成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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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如果行為人之取得款項，係基於不法原因如詐欺行為，

因其並無『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意思，縱有給付利息之約定，亦僅為詐取

財物之方法而已，即非所謂之『收受存款』，應逕依詐欺罪論處，無成立銀行法第 125 條

第 1 項之罪之餘地之見解不同。 

然歐美互助會案、縱橫學人生服務聯誼會案之前開見解，就該被告是否成立非法收受

存款罪部分雖與前開最高法院見解不同，但就銀行法第 29 條之目的言，認該二實務見解

較符合，蓋該類案件被告雖以非法收受存款方式達詐欺之目的，但非法收受存款亦為銀行

法第 29 條所禁止之行為，如認該類案件被告不成立該罪，則銀行法第 29 條之規範目的將

受到相當大的傷害。 

（七）原住民黨案 

在臺灣台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開就原住民黨案之起訴書中，檢察官認被告等將「麗

奇互助會」之吸金模式，悉數植入原民黨，分任該黨重要幹部，並對黨務人員稱，若招募

新成員入黨，且該新加入之黨員亦「認捐」前揭之一或數單位之「愛心捐」，招徠新黨員

之介紹人即得按分設之「特約輔導員」、「專業輔導員」、「工作小組長」、「部落《社區》服

務處主任」等金字塔型式上線、下線組織層級職務，獲取介紹新黨員加入之「福利津貼」

仲介獎金，從事獲致仲介獎金並非基於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酬勞，而係以基於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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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入黨之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多層次傳銷業務之手段以變本加厲吸金，但在該起訴書之

論罪欄中並未認被告等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是相當特殊的情況，因此案尚在臺灣台北

地方法院審理中，其審理結果為何？尚待觀察。 

（八）龍峰公司案 

在龍峰公司案中，前開實務見解仍認被告佣金部分係成立非法多層次傳銷罪，紅股定

取回款項部分係成立非法收受存款罪，將該案被告之行為詳為劃分，實甚用心，但該案之

問題仍在該案被告之行為是否成立詐欺取財罪？蓋在該案中，被告所經營公司雖以銷售該

網站之服務為號召，但該網站並未設立，被告銷售該服務時是否即無設立該網站之意？被

告如根本無設立該網站之意，於該銷售行為時，顯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可能構成詐

欺取財罪。 

（九）原基公司案 

在前述原基公司案之實務判決中，分就該公司所推出Ａ、Ｂ方案，應成立何罪，依其

性質加以說明，認就Ａ方案部分構成非法多層次傳銷罪，但因該方案會員須招募新會員始

有所得，故以不成立非法收受存款罪，至就Ｂ方案部分僅成立非法收受存款罪，依前述關

於非法多層次傳銷與非法收受存款區別之說明，二者界限清楚。 

至該案件之被告是否成立詐欺取財罪部分，除該案之主謀被告外，其餘被告被起訴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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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取財罪部分均判決無罪，就前述實務見解就該部分事實認定固有其據，但該其中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 92 年重訴字第 4 號判決中就其餘被告被起訴詐欺取財罪，判決無罪之理由之

一為該案被告等雖以高利為誘，吸收存款，使投資人交付款項，惟投資人入金之目的既在

獲取固定高利，獲取高利，則必定有相對高風險，為投資人所明知，所以投資人之入金，

非被告等人施用詐術所致，即難認投資人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前該實務見解，高獲利高風險為投資人所明知，認該案被告以高利誘使民眾加入該組

織，所以投資人交付該款項，並不是該案被告等施用詐術所致，該見解對詐欺取財罪要件

之解釋過於嚴格，依該見解在違法多次傳銷吸金之行之犯罪類型，要成立詐欺取財罪相當

困難，且誠然高獲利有高風險，但應係指該案被告確係自投資者取得之資金從事其他高獲

利投資而造成之虧損致無法給付投資人原承諾之利潤，自無施詐術使投資人陷於錯誤而交

付款項之行為，但如前開利用多層次傳銷吸金方式，被告於行為時，是否可獲高額利潤非

常清楚，根本無依其所宣傳為相關資金運用行為，僅係利用多層次傳銷方式，以高額利潤

吸收會員交付投資款項，該案投資人交付款項時對該案被告如何運用該資金獲取利潤並不

知悉，其會交付該款項自係因相信該被告所稱可獲高額利潤，投資人在此交付款項之行為

中係處於劣勢地位，如以此即認不成立詐欺取財罪，顯對該投資人不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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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自民國 80 年代以吸收大眾資金為目的之投資公司興起，造成國內社會、經濟重大傷

害，經相關機關大力取締後22，如當時的鴻源機構、龍祥機構及永安機構般大型的的違法

投資公司已不再出現，但近年來出現的是以非法多層傳銷方式吸收大眾資金的組織，其對

國內社會、經濟的影響雖不若 80 年代以前之違法投資公司，但對國內經濟仍有相當程度

之負面影響，且對參加該組織人員之個人之經濟、心理之影響更大。 

前開違法多層次傳銷吸金所可能涉及之犯罪主要有公平交易法非法多層次傳銷罪、銀

行法非法收受存款及刑法的詐欺取財罪，該三犯罪要件並不相同，非法多層次傳銷罪，著

重的是參加人取得之款項是否主要是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不是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

或勞務行為；非法收受存款罪著重的是參加人是否僅係交付款項給經營組織之人，即可不

付出任何勞力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款項；詐欺取財罪行為人主觀上應有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意圖，客觀上有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之行為。且如行為人之行為發生符

合該三罪之要件時，應成立該三罪，部分實務見解認成立詐欺取財罪，即不會成立非法收

受存款罪，顯與非法收受存款之立法目的不符。 

                                                      
22

 關於政府各部門違法投資公司之處理情形，請見財政部金融局儲委會金融小組編印，「違

法吸收資金公司處理情形報告」，1 頁至 15 頁（民國 8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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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案例之說明，可發現我國司法實務上對違法多層次傳銷吸金行為是否構成詐欺

取財罪之見解似較保守，顯係未仔細考量在多層次傳銷吸金之行為中，參加人所處之劣勢

地位及行為所使用之以高利引誘之欺瞞行為對參加該組織者之影響，應非妥當。 

就遏止違法多層次傳銷吸金之發展言，司法實務的快速處理，應係重要手段之一，要

快速處理該類型案件在於瞭解該類件所可能涉及之犯罪及各該犯罪間之界限，希望透過前

述說明與對案例之討論，能對此類犯罪之處理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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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王庭長在百忙中，還特地抽空從事研究、發表文章，誠屬難能可貴，令人佩服。王庭

長大作，討論多層次傳銷等吸金行為有無觸犯《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違法多層次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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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第 29 條「非法收受存款罪」及《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及這些罪名彼此

之間的規範競合關係。 

從形式上來看，王庭長文章，先將吸金行為分成 3 種類型：多層次傳銷與貸款結合、

多層次傳銷與互助會、多層次傳銷實質吸收存款，裡頭以台灣實際發生的案例，輔助說明，

除了看得出來王庭長的用心與對案情的嫻熟之外，也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經濟犯罪的手法

的日漸高竿。介紹完類型行為之後，王庭長再從類型行為析出 4 個共通特性，分別是「參

與人數眾多」、「以多層次傳銷為工具」、「出現相同或類似行為之比率高」、「行為人取得參

與者交付款項後常無依規劃使用」。再將各別案例的裁判見解，逐一介紹。最後，則是表

達王庭長的意見。通篇看下來，很有邏輯性，可收綱舉目張的效果。 

進入報告的實質內容，文中許多王庭長深具見地之處，足見王庭長的用心。但是身為

評論人的職責，是要將我先拜讀過這篇文章後的一些問題及心得就教於各位，當然也有幾

處要請王庭長指教的地方，我從頁數逐一指出。 

貳、第 14 頁：標題為「以多層次傳銷為工具」，用語是否適當？ 

王庭長整篇文章是在討論「違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受存款罪」及「詐欺取財罪」

三者之間的規範競合關係，競合關係處理的是「犯罪行為」該如何論罪，首先要確立這是

怎樣的行為。王庭長為了用能將社會經濟行為，能涵攝到「違法多層次傳銷罪」、「非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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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存款罪」及「詐欺取財罪」去討論，選擇用「多層次傳銷吸金或類似行為」的用語，來

作為全篇文章的論述基線，這在目次【貳、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類型】【參、多層

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之特性分析】【肆、司法實務對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見解解

析】，都可看到王庭長用「多層次傳銷吸金或類似行為」以描述犯罪行為。 

可是，在目次【參、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之特性分析】的第二點，出現了「以

多層次傳銷為工具」，嚴格來說，若王庭長意見認為多層次傳銷、違反收受存款和詐欺，

是 3 種不同的犯罪行為，只是彼此之間產生競合關係，因此才會有王庭長所謂的「多層次

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用以囊括上述 3 種犯罪行為態樣，而且「多層次傳銷」在《公平

交易法》也有法律定義（《公平交易法》第 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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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長文章第 14 頁也說：「從而

可以發現在多層次傳銷方式吸金或類似行為，多層次傳銷僅係行為用之以擴大參與者層面

之工具，常無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縱有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也是一個假象。」這

樣看下來，連王庭長都說這一類犯罪行為，「常無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縱有推廣或銷

售商品或服務，也是一個假象」，這樣還叫做多層次傳銷嗎？這是關於文字用語疑問。因

此，目次參的第二點「以多層次傳銷為工具」，可以考慮用其他名稱取代，避免產生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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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指《公平交易法》已經明文定義的「多層次傳銷」。 

參、第 19 頁：刑事法院與行政主管機關之權限分際何在？ 

這是王庭長所沒有觸及的議題，提供出來讓王庭長參考。王庭長第 19 頁舉三商吉米

鹿案件為例，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3453 號判決，對於被告是否成立《公平交易法》

第 23 條（第 35 條罰之）及《銀行法》第 29 條（第 125 條罰之），分別對相關主管機關的

意見，採取不同態度。 

對於被告有無構成「違法多層次傳銷罪」，法院「函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表示意

見之結果，該會認該商品之售價為合理市價」等等理由，認為被告不違反「違法多層次傳

銷罪」（在第 20 頁，OME 歐美互助案上，法院也採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函覆之意見，

認與公平交易法對於多層次傳銷之規定不符，應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對於被告有無構

成「非法收受存款罪」，法院函請財政部金融局表示意見，金融局認該商品之銷售情形，

符合《銀行法》第 29 條之 1「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

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取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

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之構成要件。但刑事法院卻不接受行政主管機關的見解。 

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根據《憲法》第 80 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

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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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這也為大法官釋字 530 號解釋所確認，行政機關對於法律構成要件之解釋或認定，不

得拘束法院，法院可以獨立依法、調查認定事實，只要在《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

但書規定的「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範圍內，法院便應依職

權調查之。可是，事實調查完畢後，怎麼去適用法律，怎麼認定是不是《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條文所謂的「合理價格」，法院極大多數會徵詢主管行政機關的意見，甚至出現請

求公平交易委員會「鑑定」的用語（如第 23 頁，龍峰公司案「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易字第

490 號判決中，委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鑑定該行為是否屬多層次傳銷」），而多數並

會採納主管機關的意見。 

這裡會產生的問題，如同「鑑定」證據一樣，法院只能請求鑑定人鑑定事實，至於法

律評價，仍留待法院自行判斷，換言之，法院不受鑑定人鑑定報告意見的拘束。用在我們

今天討論的案例上，法院至多也僅能請主管機關表示意見，甚至是由主管機關依法調查事

實，但該主管機關的意見並不能拘束法院，法院也不能忽略自己應依法審判的職權，而去

函問被告所得是不是「合理價格」，畢竟「合理價格」雖然主管機關得依行政法規的職權

認定，但也只是行政權的領域，當「合理價格」涉及司法審判權時，尤其是人民將因此遭

受不利的有罪判決時，其認定權限仍在法院。這點，必須說明清楚，不可混淆。 

肆、第 28、29、31、32 頁：《銀行法》第 29 條「不法收受存款罪」和《刑法》第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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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詐欺罪」之間的關係為何？ 

多層次傳銷吸金與類似行為，在《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違法多層次傳銷」、《銀行

法》第 29 條「非法收受存款罪」（第 125 條罰之）及《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彼此之

間的規範競合關係為何，是王庭長的主軸。這些競合關係，比較有爭議的是《銀行法》第

29 條「不法收受存款罪」和《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我國最高法院 86 台上 7529 號

判決認為「不法收受存款罪」的收受存款，「行為人之取得款項，係基於不法原因如詐欺

行為，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如果行為人之取得款項，係基於不法原因如詐欺行為，因其並

無『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意思，縱有給付利息之約定，亦僅為詐取財物之

方法而已，即非所謂之『收受存款』，應逕依詐欺罪論處，無成立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

之罪之餘地。」簡單來說，最高法院認為「詐欺罪」與「不法收受存款罪」屬於互斥關係，

若行為人構成「詐欺罪」，則不成立「不法收受存款罪」。 

王庭長在第 29 頁認為最高法院見解不甚妥當，理由是：（1）刑度不相當，「詐欺罪」

輕，而「不法收受存款罪」重：「行為人該行為僅能成立 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之詐欺取財

罪或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常業詐欺罪，反不能成立刑度較重之可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台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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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非法收受存款罪」；（2）非法收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應包括詐欺罪：

「禁止非法收受存款之規範目的，應包括以詐欺為目的收受存款者，因該類型之犯罪，始

有鉅額犯罪所得，而有處罰高額罰金之必要及依犯罪所得之數計算刑期」，王庭長的見解

頗有見地。最高法院見解的關鍵在認為，「不法收受存款罪」的收受存款必須是出於合法

原因，至少應有《銀行法》第 5 條之 1「本法稱收受存款，謂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

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詐欺因為欠缺返還本金或

相當於本金之約定，故不成立收受存款。其實，《銀行法》的「非法收受存款罪」非得限

於基於正當合法原因，最高法院的限縮解釋的確有檢討必要。 

伍、第 32 頁、第 33 頁：關於《刑法》詐欺罪的「施行詐術」與「陷於錯誤」之間的

關係 

最後，王庭長提到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2 年重訴字第 4 號判決被告被起訴詐欺取財罪，

判決無罪之理由之一為「被告等雖以高利為誘，吸收存款，使投資人交付款項，惟投資人

入金之目的既在獲取固定高利，獲取高利，則必定有相對高風險，為投資人所明知，所以

投資人之入金，非被告等人施用詐術所致，即難認投資人有陷於錯誤之情事。」王庭長對

於上揭實務見解採取批判態度，認為「對詐欺取財罪要件之解釋過於嚴格，依該見解在違

法多次傳銷吸金之行之犯罪類型，要成立詐欺取財罪相當困難」。 



 
176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這裡涉及到詐欺罪「施行詐術」與「陷於錯誤」兩個構成要件之間的因果關係，詐欺

罪要既遂，必須「施行詐術」，使相對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財物」，若要詐欺既遂，

則上述 3 個要件皆須具備；但是，行為人只要具有詐欺故意而施行詐術，就已經是「著手」

詐欺的行為，至於行為人有無陷於錯誤，或是否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等等，都不會影響

行為人著手詐欺成立未遂的法律評價。該則判決以投資人（也就是相對人），沒有陷於錯

誤來說明被告不成立詐欺，顯然誤解了詐欺罪的「著手」認定。有關於此，可以供王庭長

參考。 

陸、結語 

以上幾點評論意見就教於各位，這些問題基本上是想激發大家的討論，當然這些問題

不見得有答案，王庭長也不見的要回應，只希望做為大家討論的基礎，由於這篇文章是初

稿，期望在他最後定稿時可把討論中內容精彩的部分，成為他定稿的一部份。最後，謹在

此向王庭長耗費許多心力完成的大作，再度表示由衷敬佩，個人也從大作中獲得許多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