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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銷是一種有效率的行銷通路，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

離，節約通路成本，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的服務，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助益。多

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係以自我改善與永續經營為目的，透過自我評鑑，可自我檢核

在各層面與重要內涵的執行情形與特色，並發掘遭遇之困難與問題，思索自我改進之

策略。同時藉著自我評鑑訊息的透露，可以讓參加人、消費者對各多層次傳銷事業

有更深層的認知與正面肯定的效果。本研究藉問卷調查，蒐集參加公平會政令宣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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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業人士對傳銷業評鑑指標的看法；分析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的「評鑑指
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評估其適用於多層次傳銷

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性；並參考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其效

益，試著探討評鑑的學理基礎；並與多層次傳銷業者代表進行深入訪談，瞭解他們對

「多層次傳銷評鑑」與「多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度的態度和看法。最後從消費者與

業者的立場去思考，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公正客觀的自我評鑑專業指標，及研擬多層

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的誘因，以提供各傳銷事業作為推行自我評鑑之參考。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多層次傳銷獎金制度自1945年由美國加州紐崔萊公司設計出來之後，即迅速取代
單層傳銷獎金制度成為傳銷市場的主流。但不久即遭到不肖商人加以變質利用，成為

詐財工具。這種變質的多層次傳銷是一種獵人頭斂財的手法，在世界各地危害社會，

也讓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蒙受不白之冤。台灣的傳銷市場也因為1970年代末期
的台家事件，讓社會大眾視傳銷為老鼠會，對其多方排斥，更讓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

銷事業經營倍加艱困。1992年政府公布「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負起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責任，為多層次傳銷取得法定的

地位，也有效嚇阻了欲藉傳銷斂財或圖謀短期暴利的投機份子，但近年來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的詐騙案件仍然時有所聞。由於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營運具有封閉性，沒有加入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人，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產品、獎金制度、公司營運狀況等資訊無

從瞭解，即使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傳銷商，短期之內也難對公司有深入的瞭解，遂

讓民眾面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其傳銷商的推薦時，無從判斷其良窳。

多層次傳銷是一種人員銷售的方式，參加人除可購買產品之外，還可將產品介

紹、銷售給他人，甚至還可以吸收、推薦消費者成為他的下線傳銷商，來共同銷售產

品分享獎金。多層次傳銷也是一種相對較有效率的行銷方式，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

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節約通路成本，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的服務，或因為分享

獎金的緣故，獲得價格較低廉的商品，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助益。在公平會歷年

來所做的「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中，可以發現多層次傳銷事業在未來經營

所面臨之問題中，最擔心的是非法多層次傳銷業的破壞，這種擔心往往是僅次於擔心

市場的不景氣，排名第二。由於受到前述一些不正當傳銷業者以非法經營欺騙參加人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161

或消費者，或運用各種障眼法誤導消費者的影響，部份社會大眾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有

所誤解，已經產生先入為主的負面印象，也讓多層次傳銷事業擔憂不已。

為有效端正社會對多層次傳銷的誤解，導正消費者的觀念，建立一套專業的多

層次傳銷自我評鑑制度，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踴躍進行自我評鑑，使消費者能夠清楚

辨別正當與不正當的業者，保護自己的權益，讓非法經營的公司無法騙取消費者的認

同，以保障正派經營者的發展空間是本研究的重要任務。

二、研究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建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業者瞭解其經營優劣得失

及原因，能自我改善與調整缺失，是屬於形成性(formative)評鑑，此評鑑的重點在於
提出改進的意見，以具體積極的建議，協助計劃的推展進行（Scriven,1994）。透過
自我評鑑，多層次傳銷事業可自我檢核在各層面與重要內涵的執行情形與特色，並發

掘遭遇之困難與問題，思索自我改進之策略，並追蹤自我改進成效，以建立正派、永

續的發展機制。因此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達到自我完善的結果至關重

要；同時可讓參加人、消費者對各多層次傳銷事業有更深入的認知與正面肯定。本研

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

（2）進行前揭「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性評估。
（3）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其效益。
（4）依照前揭「評鑑指標」，研議出針對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所相對應之

「自我評鑑」指標。

（5）評估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何藉由自我評鑑，以達到提升形象與經營效率之效
果。

（6）研議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之誘因。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了能夠增進對研究主題的充分瞭解及正確詮釋，本研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

從學理基礎來研究此一問題，採用文獻分析與專家討論的方法；另一部分是從多層次

傳銷公司實際運作的角度來探討此一問題，採用公司深度訪談及多層次傳銷業者、參

加人、消費者座談的方式來進行。進行步驟如下：

(一)文獻蒐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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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評鑑相關理論等國內外文獻、中外網站及雜誌資料等

相關文獻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評估國內外相關產業辦理自我評鑑之實際執行情形與

其效益。

(二)樣本公司訪談
選擇幾家正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公司，進行公司訪談，深入了解自我評鑑對該公

司之影響，及95年度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
實務所須關注之事項是否契合。聽取其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便期末報告時能建立一套

具體可行的「自我評鑑指標」及「自我評鑑手冊」。

(三)專家座談會
邀請國內對多層次傳銷、專業評鑑制度、消費者保護有研究的學者專家進行小型

的座談會，討論「自我評鑑」指標與制度，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

(四)問卷調查
透過文獻探討與專家學者座談會二種方式，蒐集並彙整出評鑑指標後，對傳銷事

業員工、傳銷商與一般消費者進行抽樣問卷調查，來分析決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

鑑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及其權重。

(五)研究結果整理、撰寫
1.將文獻探討、公司訪談、專家討論、問卷調查的結果加以整理分析，評估公平

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關注之事
項是否契合。

2.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並針對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建
立細緻化相對應之「自我評鑑」指標。

貳、文獻探討

一、評鑑的認知與實施方式

(一) 評鑑(evaluation)與認證(accreditation)之差異
國內外學者對於評鑑之定義甚多，例如評鑑是資料的蒐集和使用，以作為有關方

案決定的參考(Cronbach, 1973)；評鑑乃是一種「確定所關注的領域」、「選定適當
資料」以及「分析與摘要資料」的過程，以提供決策者作為選擇方案之依據（Alkin, 
1991）；評鑑是指系統化蒐集資料加以分析、評估，以作為判斷績效，或作為持續改
進之依據（林天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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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證乃類似一種擔保動作，擔保取得資格者其作為或產品能夠符合特定條件

的標準與規範。在產業標準認證機構，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SO) 將認證定義為：「透過一個認證協會來確認一事業體或個人是否有能
力完成具體的任務」。

一般而言，評鑑（evaluation）、認證(accreditation)、驗證(certification)等詞彙
通常容易混淆。以下本研究將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所推出的「符合性評鑑」
（conformity evaluation）做為說明，並依其定義來說明這幾種詞彙的差異。符合性評
鑑乃產品（服務係屬於產品定義的涵蓋範圍）、流程、系統、人員或機構達成特定要

求的證明。其主要領域包括各種活動，如測試、檢驗、驗證，以及符合性評鑑機構之

認證。其評鑑對象可為產品、過程或服務，要判斷是否達到的相關要求，包括顧客設

立之自願性質的要求或政府權責單位訂定強制性質的要求。

本研究將幾個容易混淆的名詞定義整理如表一，其上下關係為評鑑→認證→驗證

→檢驗→測試→試驗。因此評鑑在此乃是一個廣義的涵括詞；認證在ISO的符合性評
鑑當中則是屬於其中末端的一個程序，例如發給受評單位合格證書給予正式認可，證

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表一 易混淆的名詞定義與比較
易混淆的名詞 名詞定義

評

鑑

活

動

認證(Accreditation) 主管機構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
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驗證(Certification) 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
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產品、系統與人員驗證。

檢驗(Inspection) 檢驗為經由觀察與判斷，適當時伴以適當之度量、測
試或量規檢查之符合性評估。

測試(testing) 執行一種或多種的試驗作業。

試驗(test) 按規定程序對某一產品、過程或服務的一種或多種特
性，予以測定之技術性作業

資料來源：國家型符合性評鑑知識服務體系網站(http://www.ca.org.tw/report.aspx?id=2&kind=1)

由表一知，其實無論是不同層次的試驗、測試、檢驗或驗證，基本上都是評鑑

的一部份，因此評鑑在此乃是一個較屬綜合、全方位的衡量的用詞；認證在ISO的符
合性評鑑當中則是屬於其中末端的一個程序，例如發給受評單位合格證書給予正式認

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

為了避免評鑑與認證的混淆，「評鑑」與「認證」可區分為，評鑑是由一個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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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的機構，以一組表現、品質與成果指標來評估某一個組織的過程，評鑑的主要功

能在於提供評鑑委員作為「通過」與否之依據。而認證則是評鑑的最終程序的表現形

式，是通過評鑑之後，授予合格單位某種的肯定形式。

(二) 評鑑的目的
不同產業評鑑各有不同目的，例如ISO-9000系列認證是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理

系統之運作，使供應商從設計、生產至服務之各階段中，防止不符合之情事發生，

以獲得顧客之滿意(洪鉛財等人，2006）。外勞仲介服務品質評鑑，是鼓勵從事外籍
勞工人力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以維護外

籍勞工仲介市場秩序，並作為雇主選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依據。優良服務作業規範

（GSP）則是協助企業提昇服務品質，強化商業服務業者自我提昇能力，進而促進整
體商業的健全發展。

各產業評鑑目的各不相同，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興利」、「除弊」或提升服務

品質為目的。但是對於多層次傳銷的弊害態樣眾多，無法均以法律條文因應（公平交

易委員會，1991），因此若是從「興利」角度，讓直銷公司願意更加嚴格規範其直銷
商行為、更愛惜自己的羽毛，相信「評鑑」辦法將能發揮若干效果。

二、自我評鑑

(一)自我評鑑的定義與目的
國際高教評鑑大師 H. R. Kells 在其《大學自我評鑑》一書中對自我評鑑定義有

以下的描述：「組織在各種外部或其他訪視進行前，由成員對組織的情境、意圖、過

程和結果的一種描述或分析；基本上，此過程會提出報告，俾便後續的訪視能順利進

行」(王保進譯，2002)。
「自我評鑑」一詞，其原本指涉的英語用詞，包括＂self-study＂和＂self-

evaluation＂。兩者意涵有所不同，＂self-study＂著重在「自發性」，即重由組織內部
自主發動之自我評鑑，又稱為「自發性自我評鑑」。也就是說，組織透過內在動力的

驅使，自主地實施評鑑工作。＂self-evaluation＂則屬於因應性或配合性的自我評鑑，
即著重在組織配合外部發動的訪評所執行之自我評鑑。也就是說，組織的主動性與自

主性低於前者(潘慧玲，2005）。
(二)自我評鑑的必備條件與流程

一個有用的自我評鑑過程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需要有(1)領導者的支持，(2)專門
技術，(3)資源，(4)發展成員的內在動機，(5)機構需求的診斷；Kells並將自我評鑑的
流程整理如圖一所示(李惠美，2004），包含以下五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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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與設計的過程：前置準備活動和評鑑實施的成功有高度正相關，可說是所
有過程最重要的步驟；此階段需要有上述五個必要條件。

2.組織評鑑的過程：包括成立「推動自我評鑑指導小組」、透過評鑑知能的成
長，提升成員間的信賴感與危機處理能力、確保各種資源，以及成員間充分的協助、

建立協調與溝通機制，不開不必要的會、提供各種資料蒐集之管道並注意職員工作的

重要性。

3.執行時期：為了達成自我評鑑的目的，須在妥善掌控過程、檢討相關紀錄文
件、就組織內外部蒐集相關資料、提出有關之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處方、產

生新的理念或構想、對理念與構想達成共識、設計相關評鑑活動的草案、充分討論

此草案、徵求對評鑑活動的書面意見與反應、對相關資料進行編輯、提出評鑑後的文

件，並對結果進行討論，並加以執行、以及監控結果執行之措施的事先安排等工作。

4.決定評鑑報告處理方式及結果運用：評鑑結果之運用須與評鑑目的密切相關，
使成為組織整體品質管理機制的一部份。但自我評鑑也可能產生副作用，包括評鑑

結果未追蹤、報告書淪為裝飾品以及產生造假及自我誇大的不良風氣（徐鳳禎，

2002）。
5.制度化時期：「制度化」是將政策完全融入組織並固定「我們在這裡做事的方

式」（Fowler, 2000）。

 

 

圖一 自我評鑑過程圖(李惠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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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國家品質獎」則將企業的自我評鑑區分為表二的三個階段。

表二 企業自評三階段
階  段 自   評   內   容

準備階段
1.視評估流程為策略。
2.評估流程的設計。
3.設定評估階段。

評估階段

4.領導者瞭解與支持的程度。
5.組成評估團隊，訓練評估技術與方法。
6.蒐集資料、晤談、關鍵文件、瞭解現狀—即如何經營與管理。
7.發展評估報告，有關組織的長處與改善機會。
8.呈送評估報告，使領導者知道所要負的責任。

改善階段

9.發展改善計畫：確認須改善的重要問題的優先順序，並作為變革的
依據。
10.實施與追蹤：確定計畫是否執行恰當，是否達成預期的成果。
11.完成第一階段的評估，發展新願景，規畫下一循環的評估。

(三)自我評鑑過程的潛在效益
自我評鑑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的其他潛在效益(李惠美，2004)：
1.參與分析的過程對新進人員，特別是行政主管而言是一種有效的訓練。
2.過程若經適當設計或熱誠引導，可促進成員達到「心理凝聚」（psychological 
cement），有助於拉近個人和組織目標間的鴻溝。
3.可提升機構的開放性（例如改善溝通型態、信賴、傾聽、和團體運作等）。
4.可改善機構整體的效能（例如定期診斷問題、謀求解決方案，及運用策略以管

理變革等）。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傳銷業採行自我評鑑可達成的效用有二，一為目標達

成的程度，以供外部檢查(公平會)或評鑑的依據；另一為問題的解決，是由組織所有
的成員參與，在組織內高層的領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下進行評鑑工作，藉

以達到組織精進的目的。傳銷業採用自我評鑑是最易執行且因為是依自己特點整理、

提供相關資料，具備最能反映自我特色與增進自我瞭解的優點；但缺點是容易淪為主

觀，過於高估或低估組織或組織成員的自我表現。

參、前揭直銷「評鑑指標」適用多層次傳銷事業自
我評鑑之評估

一、前揭「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實務上關注事項契合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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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經本研究與傳銷業者、高階
傳銷商、專家學者舉辦的座談會討論後認為，該「評鑑指標」係以降低交易雙方因資

訊不對稱而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主要方向，設計包含自我評鑑(資訊揭露完整性與合法
性)與實地訪視(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兩大部份，同時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對直銷產業之
「貢獻」與「傷害」列入加減分項目。整體而言，該指標涵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

務所須關注之事項，例如產品品質、獎金制度與參加人退出退貨等重要事項，在評鑑

上也都給予較高的權重；另外四項評鑑指標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都有其重要

的意義與實務上的需要。本研究認為此「評鑑指標」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有很高的契合度，多數具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亦有相同看法。

二、前揭「評鑑指標」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可行

性評估

經與各界討論後，基本上大多認為前揭「評鑑指標」內容都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自我評鑑上；惟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於自我評鑑指標之若干內容與推行仍有疑慮，

茲分述如下： 
(一)評鑑指標之權重不宜固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規模大小差異性很大，產品也包含有形、無形等很多不

同種類，因此評鑑指標之權重不宜「一視同仁」，例如在「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

構面2.7(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權重為4%) 主要在衡量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資訊化程
度」，這對規模較小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公司規模小資訊化程度當

然有限。因此在衡量構面權重方面宜參考ISO精神、大學評鑑方式，由自我評鑑公司
依公司之發展方向、規模等自行訂定各指標之權重(仍然以滿分100為準則)。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記錄宜加入成為主要自我評鑑指標之一

傳銷所以需要特別立法加以規範，主要原因在此通路容易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由於傳銷不是以媒體廣告為主的行銷方式，較其他行業封閉性高，消費者不易從各項

媒體中瞭解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狀況，因此確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合法傳銷行為是

很重要的。本研究認為，若僅將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產業的「貢獻」與「危害」列

入加減分項目，不足以說明其重要性，因此宜將傳銷公司對傳銷產業的貢獻(如公益
活動等)與危害(如違規記錄)，加入自我評鑑指標內。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對自我評鑑之疑慮

經調查發現若干多層次傳銷事業並不贊成推動評鑑制度，因此對於推行自我評鑑

仍然有些疑慮，怕相關單位在推行自我評鑑後的下一步就是辦理評鑑；而評鑑對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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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經營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最大疑慮仍在於該公司的財務報表、直銷商資訊等重要資料

的外漏。再者，若要推行評鑑制度，則無異是將現行的報備制推向許可制。 

肆、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設計

洪永泰（1995）認為指標是對某種狀況給予數據判斷，是一種測度，藉以顯示該
狀況的水準，指標的建構方法可分為「質化」與「量化」兩部分。評鑑指標應是藉由

某些相關的標準或參數對評鑑的對象或主體作價值評定與判斷。由以上評估指標的定

義及原則可知，評估指標是一種反應現況事實的參數，其中包含量化的數據及質化的

敘述。建構或使用指標要符合以上原則，並排除一切可能干擾的因素。在人員的選取

上，應邀請具該專業領域的專家參與，並歸納專家的意見，以確保指標準確性及合理

性。

洪財鉛等(2006)以降低交易雙方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主要方向，建
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指標」，該指標內容包含自我評鑑(資訊揭露完整性與
合法性)與實地訪評(公司管控度落實程度)兩大部份，同時將直銷事業對直銷產業之
「貢獻」與「傷害」列入加減分項目。整體而言，該指標涵蓋直銷事業經營實務所須

關注之事項，例如產品品質、獎金制度與參加人退出退貨等重要事項，在評鑑上也都

給予較高的權重；各項評鑑指標對直銷事業經營實務都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實務上的需

要。本研究因此以該指標為藍本，收集多層次傳銷業者的意見和專業判斷來研擬自我

評鑑指標。

一、自我評鑑指標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以公平會95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為
問項，在公平會例行北、中、南的宣導活動場所委託發放，扣除條件不符合的研究

對象，及問卷答案勾選尺度皆相同者，和回答不完整等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計186
份。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檢驗量表信度，並以Nunnally(1987)所建議0.7為信
度標準。經檢驗結果各構念信度Cronbach′s α值由0.83至0.93，均達0.7以上，顯示各
構念具有一致性且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在效度方面，問項內容係以洪鉛財等人(2006)
論文之內容為主，故有一定的內容效度。另外，本研究亦以One-Way ANOVA檢定不
同受訪者之職位、人口統計與問項間之關係，結果均不顯著，可知不同職位、學歷、

年齡之受訪者在自我評鑑指標上之看法並無差異。

在186份有效問卷中，有154位受訪者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自我評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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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社會大眾，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績效。對傳銷商而言，多層次傳銷事業若

能通過公正單位(最好是公平會)的認證，無疑是增強了傳銷商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信
心與鼓舞，因此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對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採正面的看法。另外，

有六成(115位)的受訪者認為以自願參加的方式來辦理評鑑較合適，受訪者認為鼓勵的
方式會比強制方式好。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為依變數，以「資訊揭露完整性與合法性」

構面之問項為自變數，經由逐步迴歸方法分析發現(表三)，多層次傳銷事業愈清楚的
揭露其獎金制度、產品品質、直銷商權益、合法傳銷資訊，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

愈高(R2=0.509，F=46.34 )。

表三 自我評鑑指標之逐步回歸分析
預測變數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數 0.884 0.265 3.333 0.001
獎金制度 0.286 0.078 0.293 3.676 0.000***
產品品質 0.146 0.060 0.169 2.433 0.016*
直銷商權益 0.160 0.049 0.206 3.269 0.001**
合法傳銷 0.208 0.088 0.205 2.377 0.018*
註：* 表 p<0.05 ，** 表 p<0.01，*** 表 p<0.001

本研究以「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為依變數，以「公司管控制度落實程度」之

問項為自變數，經由逐步迴歸方法分析發現(表四)，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獎金制度、產
品品質、直銷商權益、合法傳銷等之控制落實程度愈高，則自我評鑑指標之認同度愈

高(R2=0.407，F=41.601 )。

表四 自我評鑑指標之逐步回歸分析
預測變數 B Std. Err. β t P-value
常數 1.509 0.270 5.590 0.000
產品品質 0.225 0.080 0.250 2.833 0.005**
直銷商權益 0.214 0.072 0.249 2.956 0.004**
獎金制度 0.216 0.082 0.220 2.638 0.009**
註：* 表 p<0.05 ，** 表 p<0.01

在自變項(產品品質、直銷商權益、獎金制度、合法傳銷)共線性方面，本迴歸模
式各變數間之相關係數皆在0.8以下，變異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
小於10，且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CI)小於30，因此模型中各因數間無共線性的
問題(Belsley et al., 1980)。另外本迴歸之R2值皆在0.4以上，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由受訪者在評鑑指標上最重視(1) 傳銷商的進入/退貨權益問題( =4.55)，(2) 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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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傳銷事業的獎金制度( =4.50)，(3)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產品品質( =4.38)，印證了實
務上傳銷商所重視的主要問題，故此三項評鑑指標，應是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的

重要指標。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之建立

本研究依前揭之評鑑指標，經徵詢多層次傳銷事業、問卷調查分析、專家學者會

談後，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如表五所示，各指標之權重在各限定範圍

內由自評事業決定(總分仍以100為準則)。

表五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1.充分揭露確保產品品
質、性能、安全無虞之
資訊
(權重：10-16%)

1-1. 公司各項合法產品品類(項)，是否符合相關主管單位之
各項規範。
1-2. 公司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是否符合主管單位規定。
1-3. 有形產品、服務性商品或遠期商品之各項產品優越性訴
求之證明。

2.充分揭露傳銷組織架
構及獎金制度之資訊
(權重:10-15%)

2-1. 公司之傳銷組織架構資訊。
2-2. 公司傳銷獎金、佣金制度資訊揭露。
2-3. 公司揭露其參加人獎金發放方式與時程。
2-4. 公司財務報表揭露。

3.充分揭露參加人從加
入迄退出攸關其權益之
各項資訊
(權重:9-14%)

3-1. 公司最近二年報備之書面契約、報備回函及異動條文對
照表。
3-2. 公司最近二年報備之事業手冊、報備回函及異動條文對
照表。
3-3. 參加人與公司簽訂之餐加契約及事業手冊應各自留底，
以讓參加人可以查閱其簽訂條文之內容。 
3-4. 公司對傳銷商之租稅義務宣導事實。 

4.充分揭露參加人應瞭
解之商品及進貨/退貨流
程與規定之資訊
(權重:10-15%)

4-1. 公司充分揭露確保參加人充分瞭解商品或勞務之品項、
價格、用途、來源、產品責任保險及其有關事項之實施方
式。
4-2. 公司對參加人充分揭露公司進貨流程與規定。
4-3. 公司讓參加人瞭解一般商品退貨、瑕疵處理規定與流程
之資訊。
4-4. 公司讓參加人瞭解退出退貨之處理規定與流程之資訊。
4-5. 公司透過適當機制充分對參加人揭露「預付型商品(服
務)」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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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標 細項自我評鑑指標

5.充分揭露對參加人教
育訓練制度之資訊
(權重：5-10%)

5-1.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教育訓練制度之資訊。
5-2.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最近一年教育訓練實際實施之資訊。
5-3.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對高階參加人自行舉辦教育訓練之資
訊。

6.充分揭露參加人及消
費者服務品質之相關資
訊
(權重：3-8%)

6-1. 公司是否充分揭露攸關參加人及消費者服務品質之資
訊。
6-2. 公司是否以專責組織專門人員處理參加人各項服務需求
之作業制度。
6-3. 公司是否能提供參加人服務下線所需之資訊。

7.確保參加人及消費者
服務品質管控制度落實
程度 
(權重：5-8%)

7-1. 公司 0800 客訴中心、意見信箱或其他類似單位之運作
情況。
7-2. 公司專人專責處理客訴問題之運作情況。
7-3. 公司提供參加人服務下線所需資訊之運作情況。
7-4. 公司研議減少客訴問題之具體制度。
7-5. 公司解決客訴問題之處理紀錄與成果。
7-6. 公司服務現場之展示空間、清潔、服務態度。

8.推行傳銷業務所揭露
資訊之合法性
(權重：7-12%）

8-1. 公司推行傳銷業務所公佈之媒體、刊物合法性。
8-2. 公司傳銷商在招募下線與銷售商品之合法性。

9.內控稽核組織與作業
規定
(權重：3-8%)

9-1. 公司是否設立內部稽核組織並揭露公司組織層級、人員
配置，組織運作情況。
9-2. 公司內控稽核作業規定並舉例說明個別作業之實際執行
情況。

10.資訊系統與作業規定
(權重：3-8%)

10-1. 公司資訊系統建置與管理情況。
10-2. 公司實地查核資料處理、資訊系統運作情況。

11.有助益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事實
(權重：5-8%)

11-1. 公司提供任何助益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12.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事實
(權重：5-8%)

12-1. 公司無危害多層次傳銷事業形象之事實。
 

三、不同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由公平會歷年來的多層次傳銷事業違規統計，可發現傳銷行業最可能引發消費者

疑問，或者讓消費者誤入及離開多層次傳銷事業的部分，主要有三項：(1)傳銷商退
出退貨問題，(2)獎金制度，(3)產品品質和價值。因此未來制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自
我評鑑」時，這三項指標應該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研究經與多層次傳銷事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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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不同規模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區分，可依(1)經營規模，或(2)報備年資，來區
分為3級；在經營規模方面以傳銷業之年營業額來區分以新台幣一億元以下、十億元
以下以及十億元以上為基準，而若以報備年資則以1年、3年以內及3年以上為基準。
各自評指標之權重由自評事業依各自之規模與重視程度來自行決定，但需在設計的比

例範圍內。針對不同規模之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分析如下：

(一)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大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與消費者人數動輒數十萬人或具有多年傳銷

經營實務，對社會安定、民生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在推行自我評鑑時，上述所有

「自我評鑑指標」均需加入成為自我評鑑內容，確實執行。

(二)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中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1至5項及第9、12

項，即涵蓋傳銷商退出退貨問題、獎金制度、產品品質和傳銷業內部稽核等指標，主

要目的是在協助傳銷事業自我檢測，發現問題、改善經營效率。其他細項自我評鑑指

標應可依規模等實際情況適度調整。

(三)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指標
小規模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由於規模小或進入傳銷產業時間不久，能否繼續生存並

逐漸穩定成長，是該事業當前面臨的挑戰，因此自我評鑑指標宜包含上述指標1至3項
及12項。此時自我評鑑目標應在於自我成長與檢查無危害傳銷產業之事實。其他細項
自我評鑑指標應可依規模等實際情況適度調整。

伍、多層次傳銷事業藉由自我評鑑之效益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目的是以「興利」與提升服務品質為目的，讓傳銷公司

願意更加嚴格規範其直銷商行為、更愛惜自己的羽毛。再者，因為是由公司所有的成

員參與，在公司高層的領導下，經由內而外、自主的機制進行評鑑工作，可以達到組

織精進、改善體質的目的。

多層次傳銷事業在自我評鑑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效益：

1.對事業本身有體檢與員工教育訓練的作用，改善流程提高經營效率。
2.自我評鑑過程若設計適當，有助於拉近傳銷商和傳銷事業目標間的代溝，
提高服務品質，提升企業形象。

3.從自我評鑑過程可發掘出傳銷事業人員配置與組織運作之缺失，進而運用策
略、改善缺失，提高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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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由持續的自我評鑑可適時診斷出問題、謀求解決方案，取信於消費者。

陸、促進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自我評鑑之誘因

對企業而言，雖然推行自我評鑑有諸多的好處，但也可能因此造成員工人仰馬

翻，抱怨連連。因此對於願意進行自我評鑑的多層次傳銷事業，有必要給予適度的鼓

勵與誘因。自我評鑑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有諸多好處，它讓此產業能更透明的展現在消

費者面前，讓消費者更了解傳銷產業，自然也更會接受傳銷。為鼓勵多層次傳銷事業

進行「自我評鑑」需有誘因，相關單位可考慮：

(1)由公平會印製「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手冊」發給所有報備的公司，鼓勵
他們每年定期進行自我評鑑，並保存評鑑報告作為改進的證據。

(2)對於自我評鑑報告製作確實、完整的公司，給予減少業務檢查項目或在一定
期間免除業務檢查。

(3)鼓勵公正的第三單位在直銷事業樂意進行自我評鑑之後，接受多層次傳銷事
業的申請，根據其提供的自我評鑑報告，經過實地考核之後給予認證，並對外公佈認

證的傳銷企業。

柒、結 論

在追求卓越與高度績效表現的知識經濟時代，對「專業」的高度重視，已成為人

類社會中各個職場領域的共同訴求與生存規範(陳建銘，2006)。    本研究以公平會95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提出之「評鑑指標」為依據，透過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專家、學者

研討後制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自我評鑑」指標，近日亦將完成「自我評鑑」手冊，

提供作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執行「自我評鑑」之參考。

一個有效的自我評鑑過程，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需要有負責人的支持、技術、

資源，員工動機與企業的需求。經本研究團隊與我國前10大多層次傳銷事業訪談後發
現，多層次傳銷事業負責人對於「自我評鑑」並不支持，他們認為自我評鑑無急迫需

求，加上擔心其賴以為生之傳銷商與公司財務資料可能會因此曝光，因此對於自我評

鑑或評鑑仍有所疑慮，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自我評鑑制度如果能建立起消費者的信心，對於傳銷事業的

營運可以帶來加分的效果。一套合適的自我評鑑制度，可以鼓勵、促使多層次傳銷事

業將資訊透明化、公開化；讓推行自我評鑑的公司能建立消費者對它的信心，也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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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進入傳銷市場的公司都能努力的推行自我評鑑，如此一來非法傳銷事業將無立足

之地，傳銷市場也會蓬勃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傳銷業者應該改變抵制、排斥的心

態，共同努力來落實直銷行業的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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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level marketing (MLM) is an efficient marketing channel. If it is practiced 
carefully, it could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oducers and the consumers. It can 
also economize channel cost and let the consumer enjoy a high-quality and low cost 
servic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self-evaluation＂in MLM business is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mage. Self-evaluation can help MLM business examine each 
department›s performance. It can also find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business. 
Simultaneously it may help distributors and consumers have an in-depth cognition and 
positive confirmation effect to the MLM business.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 sample survey 
among people who attended the regulation workshop organized by FTC, to analyze the 
“evaluation indexes＂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a project sponsored by FTC in 2006, to 
see whether they fi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MLM business. This research also evaluate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evaluation indexes＂ to the self-evaluation of MLM business. 
The experiences of self-evaluation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ed industry were 
examined for our references. Some top managers of MLM companies were interviewed 
to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toward the self-evaluation of MLM. In the meantime, this 
research considered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consumer and the company to establish the self-
evaluation index of MLM business. Finally, some inducements were proposed to encourage 
MLM companies to adopt the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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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方院長文昌（台北大學商學院）

主持人、陳教授以及王教授，就這個題目而言，雖然我的領域在行銷，但我的

評鑑經驗是則是參與過大學評鑑，相較於王教授與陳教授兩位在多層次傳銷方面的專

家，我來評論他們的論文，並不是很妥當，我粗淺的看法是兩位教授的研究非常完

整。

文中對政府如果決定要進行評鑑多層次傳銷，則將採取他評或是自評這個部分整

理得很詳盡。如果採自評，應由哪各單位來進行？如何進行等相關問題，資料相當完

整。

首先，兩位教授的評鑑指標做得非常清楚，也告訴我們說，在不同狀況下，譬如

營業額或是資本額，也設計不同的權重來處理。

我其實更想跳開這個層次，思考作這個評鑑是好或是不好。剛剛王教授有提到，

其實全世界這種評鑑沒有人在做，就是告訴大家，如果要做，可能台灣是第一個。

我們再思考一下，這樣做下去是不是妥當的事情，那是找別人來評鑑還是自己來

評鑑，如果是找別人評鑑，那是找公平會，假使公平會是找陳教授來評鑑，那是代表

公平會的意見，還是學者自己的意見。如果公平會的意見的話，是代表是好的多層次

傳銷，是會賺錢的，還是它是合法的？當然，假使我們找公正第三者，就是由業者自

己組成的協會或是學會等等，或是前一年參與這種研究工作的管科會。我參與過一些

業界的評鑑，譬如連鎖加盟協會本身，其實他是由業界代表組成，這樣是不是好的？

教育部的評鑑，花了不少經費，尤其就評鑑而言，要有蘿蔔、也要有棒子，教

育部的棒子就是恐嚇學校說，如果你辦不好，就要把學校關掉，但這樣的處罰機制，

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教育部的另一個棒子，尤其是對私立學校，就是手中握有一個叫

做獎補助款，也就是告訴學校說，如果你作不好，我是不會給你獎補助款的。就教育

的評鑑而言，美國是作認證。但在多層次傳銷裡面是採取什麼較好呢？是排名好呢？

或是認證好？也許我們希望的是排名。或是其實消費者要的是認證？或是告訴消費者

說，一但經我認證，你就是賺錢的？或是我給你一個認證，表示你是很好的商店？我

在想這是更值得討論的。

單純從生產者角度來看，我們確實需要一個評鑑機制，所以弄出來了，那所有的

消費者，包括業者本身，其實不會多珍惜這樣的評鑑制度。如果參與的業者評鑑結果

是好的，大家都很高興，但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冤有頭、債有主，那是要找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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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因為是公平會告訴我說他是好的，所以我聽你的話去參加了。

最後，我給這一篇論文相當高的評價，告訴我們如果真的要評鑑，這樣的指標是

可行的，尤其是浮動指標制度的建立，會讓所有的業者各得其所，以上報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