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13號

被處分人：台灣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57340

址    設：臺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447號 4樓之2 

代 表 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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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營業所及銷售商品，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織時，未交付參加契約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第1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

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

負之權利義務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

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

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

定。

四、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

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五、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1年 6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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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美容保養品及日常用品等傳銷商品，其 101年 8月間

向本會報備營業所為「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段 220 號 B

棟 28 樓」，並於 108 年 7 月 30 日來函向本會報備於 108

年 7月 31日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

二、本會於108年 6月 27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

務檢查，查悉下列情形疑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第 13 條第 1項、第 14 條第 1款及第 3款及第

16條第2項規定：

(一)被處分人 107年 7月 26日變更營業所至「臺中市北區中

清路 1 段 447 號 4 樓之 2」，及「首購套組妮塑久 3

盒」、「瑩亮調理洗髮露(300ml)」、「草本凝萃沐浴露

(300ml)」、「隆力奇染後調理護色洗髮露(300ml)」、

「隆力奇染後護色潤髮(200ml)」，與「雅璨鮮活營養潔

面乳(125g)」、乳液50ml、日霜50g、晚霜50G等品項，

及「雅璨鮮活營養精華水(180ml)、「雅璨鮮活營養精華

露(30ml)」等商品已停售2年以上，與報備內容不符。

(二)與多數傳銷商締約時，未將參加契約正本交付予傳銷

商，經本會抽查 107 年 7月至 107 年 8月有 44份參加契

約有此情形。

(三)提供予傳銷商加入時使用之參加契約(含「A網產品訂購

單」(下稱訂購單)、「入會申請書」及「入會申請暨同

意書」)，並未包含完整之傳銷制度；另提供予部分傳銷

商加入時使用之訂購單(即參加契約)未包括多層次傳銷

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等法定應記載事

項；且部分訂購單(即參加契約)載有「獨立經銷商得在

加入 14天內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

(四)於 107年間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君，其參加契約未附

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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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變更營業所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 101年 8月 16日向本會變更報備其主要營業

所為「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段 220 號 B棟 28 樓」，被

處分人自承 107 年 7月 26日變更主要營業所至「臺中市

北區中清路 1段 447號 4樓之 2」，惟未事先向本會辦理

變更報備，迄至本會通知業務檢查後，被處分人始於 108

年 6月 26日向本會變更報備。據上，傳銷事業營業所乃

屬法定應報備事項及變更報備事項，惟被處分人於107年

7月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二)復查被處分人自承「首購套組妮塑久3盒」、「瑩亮調理

洗髮露(300ml)」、「草本凝萃沐浴露(300ml)」、「隆

力奇染後調理護色洗髮露(300ml)」、「隆力奇染後護色

潤髮(200ml)」，及「雅璨鮮活營養潔面乳(125g)」及乳

液50ml、日霜50g、晚霜50G等品項，與「雅璨鮮活營養

精華水(180ml)、「雅璨鮮活營養精華露(30ml)」等商

品，迄本會 108 年 6月 27 日業務檢查時，均已停售 2年

以上，未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是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

品項乃屬應報備及變更報備事項，惟被處分人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

定。

二、有關被處分人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與傳銷

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未交付契約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被處分人自承其與多數傳銷商締約時，僅與傳銷商締結書

面參加契約，惟並未將參加契約正本交付予傳銷商，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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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抽查107年 7月至 107年 8月有 44份參加契約確有此

情形，被處分人雖表示因該等傳銷商為菲律賓人，多在工

廠，較無法外出，因此不需契約正本，故由上線直接將契

約正本交還予被處分人，惟無礙其違法行為之認定，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三、有關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其內容未包括

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

務與負擔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

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

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4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

(一)經查被處分人提供予傳銷商加入時使用之參加契約(含訂

購單、「入會申請書」及「入會申請暨同意書」)，並無

記載獎金制度，被處分人自承係由講師於招募說明會向

傳銷商說明獎金制度，僅於說明會中將獎金制度列印給

傳銷商，因獎金制度乃屬傳銷制度之一環，故被處分人

提供予傳銷商之參加契約並未包含完整之傳銷制度。

(二)另被處分人提供予部分傳銷商加入時使用之訂購單(即參

加契約)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務

與負擔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部分訂購單(即參加契約)

載有「獨立經銷商得在加入 14天內以書面通知解除契

約」，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規定猶豫期間係自

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不符，且顯不利於傳銷商辦理退出

退貨。

(三)綜上，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完

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

務與負擔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

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

銷商，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第 1款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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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四、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依規定於事先

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間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君，其參加

契約未附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被處分人雖表示○君非傳

銷商，然查○君係簽署「入會申請暨同意書」(即參加契

約)，其上亦載有○君之會員/加盟商編號，且推薦人資料

欄位有填寫推薦人、安置人編號，○君居留證上蓋有「限

隆力奇入會使用」章戳，○君並提供其郵局帳戶，復依被

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傳銷制度，會員、加盟商均為被處分

人之傳銷商，顯見○君具有傳銷商身分，是被處分人招募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

面允許，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及銷售

商品，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

時，未交付參加契約正本，違反同法第 13條第1項規定；

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制度、多

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等法定應記

載事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

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同法第 14條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商，未

依規定於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

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同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及經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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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依同法第 33條前段及第

34條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下

同)5 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處 5萬元罰

鍰、違反同法第 14條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處 10萬元罰鍰

以及違反同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處 10萬元罰鍰，總計處

30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本會於 108 年 6月 27 日業務檢查及 7月 30日現場調查攜

回被處分人公司變更登記資料、A 網產品訂購單、入會申

請書及入會申請暨同意書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108年 7月 30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6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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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項第 1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15日內報備。
6



第10條第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前，應告知下列事項，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一、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額。二、傳

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四、

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

而生之權利義務。五、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六、多層次傳

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

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13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

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參加正本。前項之書

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第 14 條：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7款所定事項。二、傳銷商違約事由

及處理方式。三、第 20條至第 22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更

有利於傳銷商之約定。四、解除或終止契約係因傳銷商違反

營運規章或計畫、有第15條第1項特定違約事由或其他可歸

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者，傳銷商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五、契

約如訂有參加期限者，其續約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第16條第 2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

並附於參加契約。 

第 33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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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元以下罰鍰 。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1項、第 9條至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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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5條第 1項或第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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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19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2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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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依規定於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查被處分人於107年間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君，其參加契約未附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被處分人雖表示○君非傳銷商，然查○君係簽署「入會申請暨同意書」(即參加契約)，其上亦載有○君之會員/加盟商編號，且推薦人資料欄位有填寫推薦人、安置人編號，○君居留證上蓋有「限隆力奇入會使用」章戳，○君並提供其郵局帳戶，復依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傳銷制度，會員、加盟商均為被處分人之傳銷商，顯見○君具有傳銷商身分，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及銷售商品，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交付參加契約正本，違反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同法第14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商，未依規定於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及經營狀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依同法第33條前段及第34條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處5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14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處10萬元罰鍰以及違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處10萬元罰鍰，總計處30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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