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1055號

被處分人：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081877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瑞慶里中正路1353號 15樓

代 表 人：黃○○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彭○○

被處分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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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

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前履行法定告知義務，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彭○○、曾○○於招募傳銷商時，未表明係從事

多層次傳銷，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1條規定。

三、處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萬元罰鍰。

處彭○○、曾○○各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生麗公司)

於 92年 1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美容保養品及

食品等傳銷商品。

二、案緣本會 110 年 7 月接獲民眾甲君、乙君反映，甲君於

109年 7月 10日經被處分人曾○○遊說加入被處分人生麗

公司會員，並簽立會員申請契約書，成為被處分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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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線，乙君亦經由被處分人曾○○遊說加入成為被處分

人會員，其中：

(一)甲君雖簽立會員申請契約書，並未取得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之事業手冊，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僅交付會員申請契約

書，除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其加入前未告知或書面通知

傳銷制度、傳銷商應負之義務、商品有關事項等涉及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事項外；另一方面，

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僅交付會員申請契約書，而未交付完

整之書面參加契約。

(二)乙君未簽立會員申請契約書，且未取得該契約書及事業

手冊等書面契約資料，故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涉有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因上述事項容有釐清查證之必

要，故立案調查。

三、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傳銷商參加傳銷計畫或組織前，業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規定告知相關事項，且交付

予傳銷商之參加契約內容及事業手冊，業依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14條規定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

１、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傳銷商參加傳銷計畫或組織前，業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規定，由傳銷商之上線分

別以口頭及書面告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加入條件、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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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價值減損標準等，此可參

其會員申請契約書及事業手冊。

２、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上載之「本契約書係

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會員間權利義務之共同協議規

範」第2條「申請人於簽署本契約前已完全閱讀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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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事業手冊之內容，暨同意其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對於雙方當事人具有完全拘束

力。」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傳銷商簽訂參加契約(即會

員申請契約書)時，皆會有傳銷商於申請人欄位或會員

簽名欄位簽名，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即以此作為傳銷商之

簽收及被書面告知證明文件。事業手冊為會員申請契約

書之附件，由傳銷商之上線於會員簽訂會員申請契約書

時交付，故而並不會另有事業手冊交付之簽收文件，之

後上線會再跟被處分人生麗公司領取事業手冊以便於下

次與傳銷商簽約時遞給新入會之傳銷商。被處分人生麗

公司交付予傳銷商之參加契約內容及事業手冊，業依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4條規定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

３、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是否告知甲君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規定相關事項，及交付事業手冊：

(１)甲君自 109年 7月 10日起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據

甲君上線被處分人曾○○表示，於甲君購買、使用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之產品前已告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

傳銷制度及相關權利義務，同時提供事業手冊予甲君

留存，惟甲君因文書資訊過於繁雜而婉拒。

(２)因甲君上線為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人曾○○，被

處分人彭○○有為甲君報名 109 年 11 月 7日(簽到單

誤植為 109 年 11 月 6 日)「臺北全方位幸福營」教育

訓練課程，及甲君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後有推薦乙

君及丙君加入，並領取傳銷制度之獎金等資料顯示，

難謂甲君對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傳銷制度及傳銷商權利

義務完全無知悉。

(３)丙君 109年 9月 15日會員申請契約書之推薦人欄位甲

君簽名，被處分人曾○○表示因甲君中途先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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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甲君口頭授權被處分人曾○○於「推薦人」之姓

名欄位、「推薦人簽名」欄位、存摺影本上簽名，此

可參被處分人曾○○回復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的 Line對

話紀錄。

(４)另被處分人生麗公司近期才得知被處分人曾○○為使

甲君順利晉升，於教育訓練課程代簽甲君之簽名，故

甲君實際上無參加當日之教育訓練課程。

４、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是否告知乙君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規定相關事項，及交付事業手冊：

(１)乙君 109 年 12月 28日會員申請契約書上既然黏有乙

君之身分證正、反面本及銀行存摺影本之證明文件，

亦證明乙君確有交付身分證明文件予甲君，由甲君交

付授權被處分人曾○○向被處分人生麗公司進行加入

傳銷商等相關文件之簽署，而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依被

處分人曾○○交付之會員申請契約書等相關文件為會

員之審核並同意乙君加入會員後，亦係透過被處分人

曾○○代為傳遞、轉達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

及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文件與資訊予甲君，並由甲君

傳遞、轉達予乙君。況會員申請契約書已載明被處分

人生麗公司與會員間之權利義務、續約方式、退貨及

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等規定，故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並

無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情事。

(２)乙君之會員申請契約書有其身分證影本，故被處分人

生麗公司於 109 年 12 月 28日即將乙君加入成為傳銷

商，惟乙君入會時未提供存摺影本，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係請被處分人曾○○處理乙君存摺補件問題，雖乙

君於 110 年 1 月及 110 年 3 月有產生獎金，但被處分

人生麗公司遲至 110 年 5月 7日始經由被處分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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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乙君之存摺影本，故上述獎金於 110年 5月 31

日始撥款至乙君帳戶，至被處分人曾○○為何延至

110 年 5 月始補齊乙君之存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並

不清楚。

(３)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收到乙君 110年 6月 23日委託律師

寄發之律師函後，向被處分人曾○○詢問其與乙君間

爭議之緣由，被處分人曾○○表示因其與乙君、甲君

間私人糾紛處理不善而影響被處分人生麗公司聲譽，

故自行提出聲明書表明退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被處

分人生麗公司收到乙君 110年 7 月 7日委託律師寄發

之律師函後，向被處分人曾○○詢問始得知乙君 109

年 12月 28 日會員申請契約書申請人乙君之簽名係由

被處分人曾○○簽署。

(４)被處分人曾○○非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業務人員，乙君

一再將被處分人曾○○個人言行誤指為被處分人生麗

公司言行，顯有重大誤會。

５、復依被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所提供向甲君、

乙君說明傳銷制度及交付事業手冊等資料照片佐證，該

照片為 109年 10月 7日所拍攝，甲君旁男子(並非甲君

之配偶乙君)及被處分人彭○○對面女子為甲君欲介紹

推薦使用產品的朋友，被處分人彭○○為該 2位甲君之

朋友講解，但最後該 2位甲君之朋友皆未加入被處分人

生麗公司。由上開事證，可證明被處分人彭○○及被處

分人曾○○有以口頭及書面告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

銷制度、傳銷商應負擔之義務與負擔，及有交付事業手

冊予甲君、乙君。且如果乙君不知道被處分人生麗公司

之傳銷制度、傳銷商應負擔之義務與負擔，身為乙君上

線之甲君，亦應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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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君、乙君之會員經銷權有效期限為自簽約日期起 1

年，因其等於期滿後未再辦理續約，故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已與其等終止契約關係。

四、被處分人曾○○、被處分人彭○○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人曾○○有向甲君告知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10條規定相關事項，並交付事業手冊： 

１、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人曾○○於 109 年 7月 10 日

攜帶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產品至甲君經營之商店，向甲

君講解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產品手冊、事業手冊，並告知

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為傳銷公司，說明加入成為被處分人

生麗公司會員後，介紹 1個人購買 28,000pv 的產品，

即新臺幣(下同)32,865 元，可以成為專員，可得到

7,000 元，若自己購買產品超過 28,000pv ，超過

28,000pv以上的部分，有 25%的回饋。經甲君於該日同

意加入後，請甲君於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

簽名，被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有交付第二聯

會員(紅)、會員訂貨單、獎金制度表及事業手冊予甲

君，但未有獎金制度及事業手冊之簽收文件。

２、甲君於109年 7月間購買3萬多元商品，即成為被處分

人生麗公司專員，嗣甲君於 109年 9月推薦丙君加入，

因丙君購買 28,000pv 商品，甲君得到 7,000 元業績獎

金。

３、被處分人生麗公司110年 8月 4日律師函雖有提供「臺

北全方位幸福營」簽到單，但甲君當天到現場因找不到

車位而未參加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說明會。 

(二)被處分人曾○○於乙君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前未直接

告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規定相關事項，及交付事

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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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被處分人曾○○於109年 12月 28日至甲君經營位於忠

孝店之商店，甲君表示將介紹其配偶乙君加入，並提供

其配偶乙君之身分證予被處分人曾○○拍攝，及口頭授

權被處分人曾○○於乙君之會員申請契約書簽名。

２、被處分人曾○○將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獎金制度、事業手

冊置於甲君商店桌上以交付予乙君，但甲君表示因為業

務繁忙而拒收，被處分人曾○○未直接交付被處分人生

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事業手冊及獎金制度表予乙

君，而係透過甲君轉交該等資料，且被處分人曾○○亦

未直接向乙君說明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傳銷

商權利義務等事項。

３、嗣被處分人曾○○於110年 1月 8日送商品至甲君之南

西店時，有提供乙君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會員申請

契約書予甲君。乙君之銀行存摺為甲君所拍攝並於 110

年 1月 27日補傳送予被處分人曾○○。

４、依乙君 110年 5月律師函表示，乙君係為獲得購買商品

之分紅獎金，始同意加入會員等語，可證乙君係自願同

意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

５、乙君未曾參加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說明會。

(三)被處分人彭○○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約 6年，於被處

分人生麗公司之聘階為顧問；被處分人曾○○為被處分

人彭○○之下線，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約 1年多，之

前於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聘階為鑽石，因本次事件後主

動退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 110年 11月再重新加入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目前於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聘階為專

員。

五、甲君及乙君到會說明略以：

(一)甲君於成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前未被告知多層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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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管理法第10條規定相關事項，亦未收到事業手冊：

１、被處分人彭○○約於5年前曾帶甘姓友人來甲君經營之

商店購物而認識，後來甲君於 109年 7月聽聞甘姓友人

稱被處分人彭○○經濟狀況不佳，故電洽被處分人彭○

○可來店一敘，看是否有可以幫忙的地方，在詢問過程

中，被處分人彭○○主動提起其以前為美容師，使用產

品可以改善皮膚，被處分人彭○○就直接打開產品，塗

抹在甲君皮膚，一再強調產品之功效，使用 1個月即可

見效，商品上並無標示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被處分人

彭○○表示加入成為會員後，即可以優惠點數及價格購

買商品，當時甲君直接表示因工作忙碌不參加傳銷，被

處分人彭○○拿出會員申請契約書請甲君簽名時，甲君

才看到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但甲君對於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是否為傳銷公司並不清楚，甲君當時在店內工作忙

碌，無暇詳細閱讀被處分人彭○○出具之會員申請契約

書及產品訂購單內容，當時甲君想說產品已打開，金額

僅 3 萬多元，想幫助被處分人彭○○，故同意購買商

品，甲君只知道是為了購買商品來使用。

２、被處分人彭○○表示如果成為其會員，會有點數及佣金

折扣，要甲君提供個人帳戶，據被處分人彭○○表示，

第 1 次購買 3 萬多元產品沒有折扣，只是取得入會資

格，第2次購買時才會給予折扣。甲君從來不曾看過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事業手冊、獎金制度、產品手冊，被處

分人彭○○並沒告知甲君於該會員申請契約書簽名後係

成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商，亦無告知甲君有關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之獎金制度及傳銷商權利義務。

３、丙君為甲君商店內之客人，被處分人彭○○於 109年 9

月左右來到甲君商店內向甲君解說產品時，丙君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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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就順便詢問其皮膚疑問是否能夠處理，當時甲

君因故自行先行離開，後來被處分人彭○○與丙君有沒

有談或談的結果如何，甲君完全不知情。當時甲君經營

2家商店，需分頭照顧，並沒有注意到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之獎金報表，甲君帳戶每天進出數十筆金額，都是由

其配偶乙君處理，且乙君只注意大筆金額，甲君沒有自

己去看過帳戶。至於被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

或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所稱業績獎金，因為被處分人彭○

○、被處分人曾○○2人自始自終的說法，對甲君而言

只是一種退佣或折扣。

４、被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從來沒有邀請或向甲

君提到參加傳銷活動，只提到 1、2 次尾牙或聚餐(桃

園)，此由甲君與被處分人曾○○、被處分人彭○

○line 對話內容可以證明從未提過傳銷或直銷。甲君

一直認為其只是一位消費者，並相信被處分人彭○○、

被處分人曾○○所說只要取得會員資格，就可以取得優

惠價格及優惠點數。

(二)乙君成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前未被告知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10條規定相關事項，亦未收到事業手冊：

１、被處分人曾○○於 109 年 12月向甲君表示，再給一個

名字，購買商品價格會更便宜，於是甲君於 109 年 12

月以 line 傳送乙君之身分證予被處分人曾○○，並於

110年 1月拍照乙君之存摺傳給被處分人曾○○。嗣被

處分人曾○○於 110年 5月 7日傳送乙君 110年 3月份

獎金報表予甲君，甲君表示錢沒有進乙君戶頭後，被處

分人曾○○才表示乙君之存摺拍得不清楚，甲君於 110

年 5月再拍存摺給被處分人曾○○，以領取購買商品之

退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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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被處分人曾○○從未向甲君提及會替乙君填報會員申請

契約書的事，自然不可能授權被處分人曾○○幫乙君代

簽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甲君也就從未拿

到乙君之會員申請契約書，更無被處分人曾○○所稱請

求其代簽、代送會員申請書之情事，甲君及乙君從來不

曾看過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事業手冊、獎金制度、產品手

冊，遑論有代傳遞、轉達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傳銷制度及

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文件與資訊。甲君僅向被處分人生

麗公司購買商品，並無推薦他人成為被處分人生麗公司

之傳銷商。

３、乙君僅係購買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產品，並非加入成為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商，亦無推薦他人成為被處分人

生麗公司之傳銷商。乙君知道甲君有提供其身分證予被

處分人曾○○，但理解上係購買商品價格會更便宜，乙

君並未於 109 年 12 月在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

約書簽名，亦無收到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

及事業手冊。

六、關於丙君係由何人介紹成為傳銷商一節，據丙君表示甲君

於 109年 9月請丙君至其經營之商店試用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產品，之後由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人曾○○向丙君

解說，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人曾○○並未向丙君說明

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傳銷制度及傳銷商權利義務等事項，丙

君亦未閱讀事業手冊。丙君的認知是甲君介紹其成為被處

分人生麗公司之會員(買被處分人生麗公司的產品都要成

為會員)，但丙君只是消費者，並非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

傳銷商，丙君有提供郵局存摺給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

人曾○○，丙君的理解是購買商品會有折扣，丙君不做傳

銷，亦未推薦他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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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

前，未告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 條第 1項所定相關事

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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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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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

介紹他人參加時，不得就前項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復依同法第34條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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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之規範意旨，在課予多層次傳

銷事業應於傳銷商加入多層次傳銷組織前，告知法定各

款事項，以使傳銷商明瞭其權利義務，此乃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明文課予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法定義務。故而，倘

雙方就告知與否有所爭執，應由多層次傳銷事業提供已

履行上開法定義務之證明文件，倘多層次傳銷事業無法

提出證明，即構成違法。

(三)據被處分人生麗公司表示，其於傳銷商參加傳銷計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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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前，業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規定，由傳銷商

之上線分別以口頭及書面告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

制度及傳銷商加入條件等，書面告知以傳銷商之上線於

簽約前提供事業手冊予傳銷商閱讀為主，可參被處分人

生麗公司會員申請契約書及事業手冊，且會員申請契約

書上載之「本契約書係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會員間

權利義務之共同協議規範」第 2條「申請人於簽署本契

約前已完全閱讀並充分明瞭生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事業

手冊之內容，暨同意其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對於雙方當

事人具有完全拘束力。」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傳銷商簽

訂參加契約(即會員申請契約書)時，皆會由新加入之傳

銷商於申請人欄位或會員簽名欄位簽名，被處分人生麗

公司即以此作為傳銷商之簽收及被書面告知之證明文

件。

(四)惟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所提出本案乙君 109年 12月 28日

會員申請契約書中申請人乙君之姓名，係由被處分人曾

○○所簽署，故難以證明乙君有完全閱讀並充分明瞭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事業手冊之內容，並同意其為契約之一

部分。又甲君、丙君雖表示有於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會員

申請契約書簽名，但均表示上線即被處分人彭○○、被

處分人曾○○並未告知傳銷制度等事項，亦未交付事業

手冊，就此部分被處分人生麗公司除表示由傳銷商之上

線進行告知外，亦無法舉證其有就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規定之事項為有效告知。且被處分人曾○○亦自承

於乙君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前，未直接向乙君說明被

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等事項，亦未直接交付會員

申請契約書、事業手冊予乙君。按此告知義務為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明文課予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法定義務，被處

12



分人生麗公司尚難以傳銷商之上線未為告知為由卸責，

故可認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於甲君、乙君、丙君參加其傳

銷計畫或組織前，並未告知傳銷制度及傳銷參加條件、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

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等事項，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五)被處分人生麗公司雖表示，如果乙君不知道被處分人生

麗公司之傳銷制度等，身為乙君上線之甲君，亦應轉

達。惟查被處分人曾○○自承，甲君下線乙君、丙君之

會員入會申請書之推薦人甲君簽名，均係由其代為簽

署，被處分人曾○○並自承甲君於 109年 11月 7日「臺

北全方位幸福營」教育訓練課程簽到單之簽名係其所代

簽，故尚無事證足認甲君有推薦他人加入成為傳銷商以

發展組織之意思表示，自難謂甲君有向乙君告知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相關事項，被處分人生麗

公司所稱應由甲君代為轉達告知乙君，僅為卸責之詞，

尚不足免其法定告知義務。

(六)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復表示，依被處分人彭○○及被處分

人曾○○所提供之照片，可證明其等有以口頭及書面告

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及有交付事業手冊等

予甲君、乙君。惟查該照片為 109年 10月 7日所拍攝，

而甲君係早在 109 年 7 月 10 日即加入被處分人生麗公

司，且照片中乙君並無在場，無法證明被處分人彭○○

及被處分人曾○○有於甲君、乙君入會前有以口頭及書

面告知被處分人生麗公司之傳銷制度等應告知事項，是

被處分人生麗公司所辯洵非可採。

二、被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於招募傳銷商時，未表

明係從事多層次傳銷，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1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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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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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Line

109 12 28

110 1 2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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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生麗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銷

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前，履行法定告知義務，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第1項規定。傳銷商被處分人彭○

○、傳銷商被處分人曾○○於招募傳銷商時，未表明係從

事多層次傳銷，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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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依同法第34條前段規定，就被處分人生麗公司違

反同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另就被

處分人彭○○、被處分人曾○○違反同法第11條第1項規

定分別處5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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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