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1084號

被處分人：羅○○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被處分人：林○○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被處分人：李○○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約束所屬傳銷組織不得繼續從事多層次傳銷。

三、處羅○○、李○○各新臺幣15萬元罰鍰。

處林○○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獲悉被處分人林○○透過 Line通訊軟體傳送美國

NBM 公司獎金制度，被處分人李○○藉由網路線上會議說

明該公司之獎金制度，被處分人羅○○負責推廣介紹該公

司之 M1、M2商品(下稱案關商品)，招攬民眾參加美國 NBM

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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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羅○○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羅○○先生朋友甲君係美國 NBM公司友人，希

望將案關商品推廣給臺灣，請被處分人羅○○做產品理

論基礎教育，被處分人羅○○有透過其先生向上述美國

朋友購買案關商品，透過講座方式對外宣傳案關商品理

論基礎，但未講授 NBM 傳銷制度，該制度係來自於美國

NBM公司，目前於臺灣為試營運的狀態，已實施二年多，

未向本會報備。

(二)美國 NBM公司潛能再生母細胞(PRM)科學，係透過案關商

品啟動身體的母細胞，啟動身體的修復機制。被處分人

羅○○有介紹案關商品給周邊家人、親友，1瓶售價新臺

幣(下同)3000 元，M1 一套(11瓶)售價 33,000 元，M2一

套(10瓶)售價33,000元。

(三)一般購買案關商品前要加入成為美國 NBM公司會員，流

程類似 Amazon、PChome 之電商模式，會員在美國 NBM 公

司網站後臺鍵入資料後，可直接透過該網站訂貨。目前

上述親友於國內購買案關商品，係透過被處分人羅○○

統籌鍵入會員資料向美國進口訂購案關商品(如無法一次

下單一套M1、M2，被處分人羅○○可以出售單瓶商品)。

至於民眾向被處分人羅○○購買 M1、M2商品後是否有再

轉售，與被處分人羅○○無關。倘民眾想退貨，因被處

分人羅○○有食用該等食品，可接受其退貨。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林○○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林○○係由被處分人李○○介紹加入美國 NBM

公司之傳銷組織(下稱 NBM 傳銷組織)，被處分人林○○

入會級別為白金卡，被處分人林○○加入 NBM 傳銷組織

迄今約二年多，聽上線被處分人李○○表示傳銷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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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 NBM 公司設計，獎金制度係由被處分人李○○提

供被處分人林○○。

(二)被處分人林○○有介紹案關商品給其他朋友，並有以

Line 通訊軟體傳送獎金制度給其他人，招攬他人成為會

員以購買案關商品。被處分人林○○小邊的下線約有

一、二百人，有些是消費者，被處分人林○○下線約有

五、六代。被處分人林○○目前於美國 NBM 公司聘階為

珍珠，被處分人林○○亦會向下線說明獎金制度之內

容，該獎金制度入會級別有金卡、白金卡，金卡係購買 1

套(10瓶)案關商品M1或 M2為 33,000元，可得700 PV，

推薦他人購買則可得到推薦獎 10%，層碰 50%，對碰

10%，日封項 38,400 元，對等代數 2代各 5%；白金卡係

購買2套(20瓶)案關商品M1或 M2，推薦他人購買則可得

到推薦獎 10%，層碰 50%，對碰 11%，日封項 160,000

元，對等代數3代各5%。

(三)案關商品購買流程係由被處分人林○○以Line通訊軟體

請他人提供產品電子訂購單，如：輸入姓名、登入帳

號、登入密碼、電子信箱、身分證號、性別、西元生

日、聯絡地址、手機、推薦人編號、安置人編號、安置

位置、A邊或 B邊、產品、收貨人姓名、收貨人電話、收

貨人身分證號、郵遞區號、收貨人地址等，被處分人林

○○再將資料轉給被處分人羅○○，請被處分人羅○○

協助於美國 NBM 公司網站鍵入資料後購買，再由該公司

寄送案關商品。

(四)被處分人林○○介紹下線購買商品是匯款至被處分人羅

○○天母郵局之帳戶，被處分人林○○之獎金係由被處

分人羅○○轉帳到被處分人林○○帳戶，亦有現金交

付，另被處分人羅○○會至美國 NBM 公司網站確認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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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鍵入產品訂購單之人有多少獎金，再將核算金額轉帳

或交付現金給其他人。

(五)被處分人羅○○聘階為翡翠或藍寶，被處分人林○○屬

被處分人羅○○組織下之會員。據被處分人林○○所

知，被處分人羅○○並無對外講授過制度，主要係講產

品理念；被處分人李○○曾對外宣傳過案關產品，針對

參加課程者詢問獎金制度，亦會加以說明。

四、經函請被處分人李○○到會說明，略以：

(一)NBM傳銷制度係來自美國 NBM公司，被處分人李○○係在

線上認識美國朋友乙君(華裔美國人)，並透過該朋友加

入NBM傳銷組織，被處分人李○○於美國NBM公司網站鍵

入資料，即可訂購商品，商品由美國 NBM 公司寄到家

裡。

(二)被處分人李○○約於108年底加入NBM傳銷組織，之後被

處分人李○○與下線被處分人林○○為在國內推廣銷售

案關商品，被處分人李○○曾於109年、110年對外在線

上講過NBM獎金制度 2、3次，主要對象為下線被處分人

林○○推薦的人，聽眾約十至二十人，被處分人李○○

曾推薦4、5個人購買案關商品(每人1次最多約買3套案

關商品 M1 或 M2)，被處分人李○○小邊累計 5 萬 BV(即

PV)，換算約推薦消費七十幾套案關商品 M1或 M2，被處

分人李○○於美國 NBM 公司之聘階為珍珠，被處分人李

○○因為被處分人林○○推薦的人購買商品亦會取得獎

金，嗣後被處分人李○○於 110年 4、5月離開該組織而

前往大陸發展。

(三)被處分人李○○非被處分人羅○○之直屬下線，並無透

過被處分人羅○○購買案關商品M1或 M2，但曾聽過被處

分人羅○○說明產品，而被處分人羅○○對於 NBM 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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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亦應有所瞭解。被處分人李○○加入 NBM 傳銷組織

時，係由美國友人乙君幫被處分人李○○於美國 NBM 公

司網站鍵入資料，被處分人李○○推薦他人加入 NBM 傳

銷組織時，有幫其他人於美國 NBM 公司網站鍵入資料，

之後他們自己於美國 NBM 公司網站訂購案關商品 M1 或

M2，寄到其所留地址，若不會於美國 NBM 公司網站購

買，被處分人李○○可再協助其購買。

(四)美國 NBM公司獎金制度為雙向制，入會時購買 10瓶案關

商品M1或 M2商品，費用 32,000 元，可取得金卡資格，

產生700BV(即 PV)，當時主要係推廣金卡(即可享有白金

卡領取獎金資格)，推薦他人加入NBM傳銷組織可得到推

薦獎勵、層碰獎勵、對碰(量碰)獎勵等獎勵點數。

理  　由

一、被處分人羅○○、被處分人李○○、被處分人林○○實施

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

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

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同法第 4條規定：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傳

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外國多層次傳

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

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同

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傳銷商，指參加多層次

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獲得佣金、獎金

或其他經濟利益，並得介紹他人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他人參加，而獲得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據上，所謂多層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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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係指事業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以建立多層級

之組織，並藉由該組織架構所形成之人際網絡推廣、銷

售商品或服務，而傳銷商則因此而獲得事業所給予之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故具有團隊計酬及多層級獎

金抽佣關係之特性。

(二)次依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

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

料，向主管機關報備。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項、第 20條第 2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是外國事業倘行銷制度

係屬多層次傳銷，其傳銷商或第三人為統籌規劃引進或

實施該傳銷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織者，應依前揭規定於

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

(三)查網路資料 NBM 公司係美國科技公司，該公司並未向本

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被處分人羅○○、被處分人林

○○及被處分人李○○係該公司會員。次查被處分人林

○○及被處分人李○○對外招攬會員所使用之獎金制度

來自於 NBM 公司，其層級組織自最低層級起分為金卡、

白金卡、珍珠、翡翠、藍寶、紅寶、綠寶、鑽石、皇冠

共 9層組織；獎金種類計有推薦獎、層碰(無封頂)、對

碰(量碰)日封頂、對等代數、被動消費獎金、全球分

紅，其中層碰、對碰(量碰)係會員就無限代組織業績中

領取一定比例為獎金，對等代數則係依聘階不同而領取 2

至 10代獎金，另被動消費獎金亦至少可領取 5代獎金，

皆具有「多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

徵，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稱之多層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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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NBM公司係採行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之外國多層

次傳銷事業，其會員即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5條第1項

規定之傳銷商。 

(四)按多層次傳銷行為之實施，包含招募傳銷商、銷售商

品、推廣或協助獎金制度運作等行為：

１、查被處分人羅○○自承透過講座對外宣傳美國 NBM公司

產品理論基礎，及介紹案關商品給周邊家人、親友，並

為招募之民眾統籌處理案關商品之訂購事宜，復據其組

織成員被處分人林○○表示，被處分人羅○○於NBM傳

銷組織之聘階為翡翠或藍寶，被處分人羅○○除負責統

籌為其招攬會員於美國NBM公司網站鍵入參加資料並訂

購商品外，該等會員所獲得獎金，亦係由被處分人羅○

○統一核算後轉帳或交付現金，是可認被處分人羅○○

對外宣傳產品、介紹案關商品給他人並協助其等加入成

為美國 NBM公司會員以及計算核發會員獎金等行為，已

屬實施境外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行為。

２、次查被處分人李○○自承於108年底以網路參加方式成

為美國 NBM公司會員，並為推廣銷售案關商品，於 109

年、110年對外藉由網路線上說明美國 NBM公司之獎金

制度，招攬他人加入成為該公司會員並購買案關商品，

其聘階已升等至珍珠；被處分人林○○則自承加入美國

NBM公司二年多，曾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送獎金制度給

其他人，並招攬他人加入成為美國NBM公司會員並購買

案關商品，其小邊的下線約有一、二百人，於美國 NBM

公司聘階為珍珠，是被處分人李○○及被處分人林○○

透過線上舉辦說明會或以 Line 通訊軟體傳送獎金制度

方式，於我國招攬民眾加入成為美國NBM公司會員並推

廣銷售案關商品，亦屬實施境外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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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五)是被處分人羅○○、被處分人林○○及被處分人李○○

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4條第2項規定所稱實施外國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傳銷計畫及組織之傳銷商，均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未於開始實施多層

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條第1項規

定。

二、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羅○○、被處分人林○○及被處分人

李○○實施境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

織，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招募民眾加入傳銷組織人數、以往違法情

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32

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

繕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會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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