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1044號

被處分人：愛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51058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3段57號 2樓之2  

代 表 人：謝○○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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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110年10月19日被檢舉從事多層次傳銷，經營樂享購

網站招募會員，並發放6代獎金，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6條第1項規定。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供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經營之樂享購網站本質為購物商城，提供約 6千

餘種之商品，含括食、衣、住、行、育、樂，以及代繳電

費等服務，約於 110年 5月份開始正式營運。110年 5月至

111年 4月會員人數42,400人。

(二)加入被處分人無須締結書面契約，亦無須支付費用或購買

商品，任何人於該網站免費註冊帳號及密碼即成為一般會

員，其會員區分為一般會員、樂享會員及白金會員等 3

種，並不存在「傳銷商」亦無類似制度。一般會員倘累積

消費滿新臺幣(下同)1,500元即成為樂享會員；累積消費滿

15,000元即成為白金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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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享購網站係透過社群網站將樂享購網站分享給他人。而

被 處 分 人 亦 會 於 自 身 之 社 群 網 站 ( 如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與 Line)不定期分享資

訊，將公司理念及營運方式傳遞並分享予消費者。會員則

可複製樂享購網站網址，或藉由 Line等方式將樂享購網站

分享好友，分享好友之人數並無上限，代數則最多 6代，

無聘級，亦無晉升條件。

(四)被處分人獎金制度分為購物金(分享或參與活動就可獲得)

與紅利點數(實際消費才可獲得)：

 1、購物金之取得方式(屬一次性取得)：

（1）免費註冊成為一般會員即可取得100購物金。

（2）甲會員將樂享購網站分享給第 1代朋友(不限人數)並

成功註冊，被處分人會給予甲會員60購物金，第1代

朋友再分享給第 2代朋友(不限人數)並成功註冊，被

處分人會給予甲會員50購物金，第2代朋友再分享給

第 3代朋友(不限人數)並成功註冊，被處分人會給予

甲會員40購物金，以此類推，直到第5代再分享給第

6代朋友(不限人數)並成功註冊，被處分人會給予甲

會員10購物金。

（3）該網站每日限定一次轉盤隨機抽獎，有機會獲得

10~500不等購物金。

（4）另樂享購網站舉辦促銷或任務活動，有機會額外取得

購物金(如參與團購、競賽等)。

（5）紅利點數可以200:1兌換成購物金。

 2、購物金使用方式：會員購買樂享購網站之商品，購物金

以 1:1 兌換比例折抵現金，樂享會員及白金會員之購物

金，可依不同等級折抵 5%~50%之消費金額，或是依樂享

購網站之規則提領一定比例現金使用。

 3、紅利點數之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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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員於樂享購網站購買商品或使用代繳費用服務後，

可依不同會員等級領取支付金額之 1 至 3 倍紅利點

數。以白金會員為例，計算方式為〔實際支付金額+

繳費額〕x3倍。

（2）會員所分享 6代內好友於樂享購網站購買商品或繳費

後，被處分人亦會依不同會員等級給予該會員所分享

6代內好友所支付金額之 1至 3倍紅利點數。以白金

會員為例，計算方式為〔6代所有好友實際支付金額

+6代所有好友繳費額〕x3倍。

（3）另會員可提出希望網站販售之商品，稱之為許願商

品，倘甲會員之許願商品被放置樂享購網站，任何會

員於該網站購買該商品，被處分人亦會給予甲會員紅

利點數，計算方式為該商品價格x人數。

 4、紅利點數使用方式：會員可以200:1兌換成購物金。

(五)被處分人與供應商之合作關係：

 1、被處分人僅提供「樂享購」網站平臺予供應商銷售商

品，雙方並簽訂合作契約。供應商將製作之商品圖片、

介紹內容上傳至樂享購網站供會員選購。會員購買後，

接受會員訂單、商品寄出、通知出貨訊息、客服客訴、

退換貨等事宜均由供應商負責。被處分人則是負責開立

商品銷售發票、發放購物金與紅利點數、代收繳費款項

等業務。商品供應商須支付商品售價之一定比例作為被

處分人之「樂享購」網站系統使用費。

 2、被處分人提供之代繳電費等服務，被處分人會以電子支

付工具幫會員代繳電費，以賺取繳費額一定比例之回

饋。

 3、110年 5月至 111年 4月止供應商約有2百餘家，提供約

6千餘種之商品。

(六)被處分人曾於110年 3月間向本會詢問其之商業模式是否涉

多層次傳銷而應向本會報備，獲復其商業模式非屬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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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管理法第 3條所規範之多層次傳銷後，才開始著手執

行。被處分人認為，樂享購網站本質屬於線上購物商城，

採免費註冊單純的會員制，會員可自由決定是否於樂享購

網站進行購物，並無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權利與必

要，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5條傳銷商之定義，須同時具

有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權利，以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

利不同，且其購物金及紅利點數取得方式，是因為會員自

身與 6代好友使用樂享購網站消費付款而來，應與「自身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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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不

同。

理    由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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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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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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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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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下略）」復按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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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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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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倘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

傳銷行為前，未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

備，即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實施之行銷制度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所定

義之多層次傳銷：

(一)查被處分人透過樂享購網站公開宣傳其傳銷制度、商品及

服務，招攬民眾加入成為會員為其推廣樂享購網站，進而

達到銷售該網站內商品或服務為目的。復據被處分人表示

購物金與紅利點數之取得方式，「購物金」係自身註冊、

透過分享給 6 代內好友註冊、參與活動等方式獲取，而

「紅利點數」則係會員自身於樂享購網站購買商品或使用

代繳服務後，依會員等級領取支付金額之 1至 3倍紅利點

數，且會員所分享 6代內好友於該網站購買商品或代繳服

務後，該會員亦可依會員等級領取 6代內好友支付金額之 1

至3倍紅利點數。

(二)據上，被處分人所規劃設計之行銷制度，係以免費註冊樂

享購網站之帳號與密碼為加入條件，並藉由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團隊方式推廣樂享購網站，進而達到

銷售網站內商品或服務為目的。會員介紹他人加入與推廣

樂享購網站，除可獲取購物金外，亦可透過自身或 6代內

好友於樂享購網站購買商品或使用代繳服務，獲得紅利點

數。此外，當會員之許願商品被放置樂享購網站，亦可獲

得他人購買自身許願商品之紅利點數。是以，被處分人營

運模式已合致透過人傳人建立多層級組織，並藉由該組織

所形成之人際網路推廣樂享購網站商品及服務之構成要

件，而具有多層級抽佣關係與團隊計酬之性質，核屬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多層次傳銷之定義。

三、被處分人為本案行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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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被處分人於 110 年 5月正式營運樂享購網站，提供供應商

上架商品於樂享購網站、提供會員免費註冊帳號，購買樂享

購網站之商品，以及負責開立商品銷售發票、發放購物金與

紅利點數、代收繳費款項等業務，並向供應商收取每筆商品

售價之一定比例作為系統使用費。雖被處分人表示樂享購網

站本質屬於線上購物商城，所有商品均是供應商提供並自行

上傳於樂享購網站，且接受會員訂單、商品寄出、通知出貨

訊息、客服客訴、退換貨等情事均由供應商負責，惟依被處

分人讓會員免費註冊樂享購網站之目的，係為取得樂享購網

站購買商品之權利，而供應商上架其商品之目的，係為推

廣、銷售其商品，且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會員於訂購

商品時所認知交易對象為樂享購網站，並於交易完成由其開

具銷售發票予會員，故以由交易消費端觀察，樂享購網站處

於該平臺商品之最末端出售者地位，且被處分人與供應商有

簽訂供應商合約，並主導供應商商品之行銷活動如設置推薦

商家、主題商品區等專區，進而影響會員對於商品品牌之印

象，提昇商品之銷售。

(二)據上，被處分人提供樂享購網站平臺，對於樂享購網站商品

有一定支配權，且對整體銷售流程有所參與並隨著商品銷售

數量而獲有利潤，且購物金及紅利點數之制度係由被處分人

規劃、設計及支付獎金，且被處分人確有統籌規劃及實施多

層次傳銷行為之事實，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條所稱之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無疑義。

四、綜上，被處分人所為之行銷制度核屬多層次傳銷，依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被處分人應於開始實施該行

銷制度前，備齊法定文件及資料，向本會報備，惟被處分人

並未於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辦理報備，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五、另被處分人辯稱會員取得購物金及紅利點數係源自於會員與

其 6代好友於樂享購網站消費付款而來，而非推廣、銷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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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而來，應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5 條傳銷商之定

義，須同時具有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權利，以及介紹他

人參加之權利有間，及其會員並非傳銷商等語。惟事業是否

係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業務，應就其實際業務推展模式及

內容進行評析，而非囿於形式上之名稱或外觀進行判斷。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5條規定之傳銷商，係具有「介紹他人參

加」與「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查被處分人會員於分享樂享購網

站予他人時，即已構成介紹他人參加與推廣樂享購網站之要

件，又推廣樂享購網站之目的係為使他人至該網站消費，進

而達到銷售其商品或服務之目的，並因此獲得購物金及紅利

點數，可用以折抵購物金額或提領現金。至傳銷商於樂享購

網站所購買商品或服務係屬自行消費使用或轉售他人，則非

所問。是以，被處分人所辯，乃係傳銷商定義有所誤認，難

謂可採。

六、至被處分人陳稱曾於 110年 3月 10日將行銷制度函詢本會，

獲復尚非屬多層次傳銷等語，查本會係依被處分人來文所述

及相關資料予以回復，被處分人向本會函詢之獎金制度僅提

供會員自身免費註冊、會員透過分享給 6代內好友免費註冊

之方式可取得購物金，以及購物金可折抵商品價格之使用方

式，惟未敘明完整紅利點數制度，例如會員因自身及 6代內

好友於該網站購物尚可獲得紅利點數等多層級抽佣或團隊計

酬之情形，且本會書函係表示「分享獲贈購物金之模式『倘

僅』涉及推薦他人參加而未涉及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且不

因下線(或下一代)層級之銷售金額而獲有獎金等經濟利益，

則非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所規範之多層次傳銷。」並

請被處分人參酌本會網站之相關資訊，是以，被處分人所

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其責任。

七、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

會報備，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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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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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

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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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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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