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8064號

被處分人：馬來西亞商愛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53673504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89號 21樓 

代 表 人：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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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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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主要營業所備齊傳銷商退

貨處理情形之傳銷經營資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5

條第1項規定。

三、處新臺幣1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 103年 2月 10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銷售「黛美潔面泡沫」等食品及化粧品，本會於 108年 6月 24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於

107年 1月至11月間實施「產品優惠券(AMP)活動」等5項獎勵

活動及新增「千日藍 x2【贈】千日藍 x1」等 23項商品，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現場備置之傳銷經營資料欠缺 107 年 3月、6

月共 8位傳銷商之退出退貨資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7條第1項及第25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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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查被處分人於107年 1月至 11月實施獎勵活動及新增銷

售商品，其活動(商品)名稱、開始舉辦(銷售)時間如下：

(一)獎勵活動：

１、「產品優惠券(AMP)活動」：107年 1月。

２、「GCV獎勵活動」：107年 4月。

３、「啟動配套及重複消費1元加購活動」:107年 5月。

４、「奧克蘭旅遊獎勵方案」：107年 9月。

５、「家庭派對活動」：107年 11月。

(二)銷售商品：

１、「千日藍x2【贈】千日藍x1」：107年 4月。

２、「S 舒暢 x6【贈】S 舒暢 x1」、「海天精華液 x3

【贈】S舒暢 x1」、「E鈣 x3+S 舒暢 x2【贈】S舒暢

x1」、「E鈣 x5【贈】E鈣 x1」、「千日藍 x1+S舒暢

x1【贈】E鈣 x1」、「黛美護膚配套 x1+黛美護膚乳

液 x1【贈】黛美護膚乳液 x1」、「E妍 x4【贈】E鈣

x1」、「牛初乳 x5【贈】E鈣 x1」、「奧方希素 x10

【贈】奧方希素X3」共9項商品：107年 4月。

３、「萊復加x8【贈】萊復加x2」商品：107年 6月。

４、「千日藍 x2【贈】萊復加 x2」、「黛美護膚配套 x2

【贈】E妍 x2」、「黛美護膚配套 x2【贈】黛美護膚

配套x1」共3項商品：107年 7月。

５、「複方舒緩精油x3【贈】牛角刮痧板 x1」、「複方舒

緩精油 x3+S 舒暢 x6【贈】牛角刮痧板 x1+S 舒暢 x

2」、「複方舒緩精油 x3+海天精華液x3【贈】牛角刮

痧板 x1+海天精華液 x1」、「複方舒緩精油 x3+萊復

加 x7【贈】牛角刮痧板 x1+萊復加 x2」、「牛角刮痧

板(售價新臺幣 510元；3CV)」、「牛角刮痧板(售價

2



新臺幣510元；5CV)」、「複方舒緩精油(售價新臺幣

1,350元；10CV)」、「複方舒緩精油(售價新臺幣 1,3

50元；20CV)」、「萊復加(售價新臺幣 2,950元；23

CV)」共9項商品：107年 10月。

二、復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時自承，因當時人員不瞭解傳銷法

規，故於實施上述 5項獎勵活動及銷售23項商品前均未向

本會事先報備。是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

度及銷售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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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另本會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

處分人現場備置之傳銷經營資料欠缺 107年 3月、6月共8

位傳銷商之退出退貨資料。又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時自

承，其因 107年當時人員變動頻繁及承辦人員交接資料未

齊，故無法提供前揭資料予本會查核。是被處分人未於主

要營業所備齊傳銷商退貨處理情形之傳銷經營資料，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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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主要營業所備齊傳銷商退貨處理情形

之傳銷經營資料，違反同法第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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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條前段規定，就被處分人

違反同法第 7條第1項及第 25條第 1項規定部分分別處新

臺幣 10萬元及 5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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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一、被處分人108年 6月 24日業務檢查紀錄及查獲活動文宣、

商品訂購單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108年 8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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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按月記載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組織發展、商品或服務銷售、獎金發放及退貨處理等狀

況，並將該資料備置於主要營業所供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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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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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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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條：本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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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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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