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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37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5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25 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現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方針採取「原則同意，例外禁止、事
後追懲」之「報備制」，由於係採低密度行政管理，致使少數不肖業者得以輕易成立多層
次傳銷事業，並從事非法投資行為，甚有捲款惡意倒閉之案件屢屢發生，導致社會大眾對
於整體傳銷業有負面觀感。爰提案修正管理多層次傳銷之方法由「報備制」改為「許可制
」，以期透過主管機關積極管理審查業者之登記許可，可以減少不肖業者刻意魚目混珠之
機會，並賦予主管機關強化傳保會機構功能之法源，以臻完備與避免民眾權益蒙受損失。
二、另，為避免業者以招攬下線為主要收入，刻意擴張會員規模，爰將本法第二十九條之刑責
增加最低刑期六個月，並延長停業期限及提高罰金上限之必要，以期達警惕之效果。綜上
，爰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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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巧慧

張廖萬堅

王定宇

許智傑

陳素月

吳秉叡

江永昌

鄭運鵬

何欣純

莊瑞雄

陳椒華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陳

瑩

吳玉琴

余

天

賴瑞隆

鍾佳濱

陳秀寳

陳歐珀

林楚茵

莊競程

羅美玲

邱泰源

委 217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章

條

文

多層次傳銷事

現

行
第二章

業之許可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

條

文

多層次傳銷事

說

明

章名之變更

業之報備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

一、本條修正。

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

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

二、調整管理多層次傳銷之方
法由「報備」改「許可」主

、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

管機關應速改弦易轍，將現
行的「報備制」管理改為採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
料及營業所。

料及營業所。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用「事前抑制預防」的「許
可制」管理，以期透過事前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

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

審查許可，預防不肖業者之
產生。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
契約內容。

契約內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
格及來源。

格及來源。
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

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
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

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
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行

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行
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

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證明。

證明。
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

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
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

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
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

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
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

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
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事項。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

多層次傳銷事業申請許
可，未依第一項規定備齊文

項規定檢具文件、資料，主
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

件、資料者，主管機關得令
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

期不補正者，視為自始未報
備，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

，主管機關應退回原件，令
其備齊後重行申請許可。

令其備齊後重行報備。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許可
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
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

一、本條修正。
二、修正多層次傳銷事業許可

，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變

，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

後，得免除依規定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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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許可內容：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

備：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

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
更外，無須申請事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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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
後十五日內報備。

後十五日內申請變更。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
項規定變更報備，主管機關

項規定申請辦理變更，主管
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

認有必要時，得令其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者，視為自

仍不補正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其許可。

始未變更報備，主管機關得
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

變更之規定。

報備。
第八條 前二條許可之方式及
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前二條報備之方式及
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修正。
二、規範主管機關管理多層次
傳銷事業許可方式及格式之
授權依據。

第九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
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
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並於其各營業所
公告傳銷商得依參加契約向
多層次傳銷事業主張退貨之
權益。

第九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
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
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
報備，並於其各營業所公告
傳銷商得依參加契約向多層
次傳銷事業主張退貨之權益
。

一、本條修正。
二、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
實施傳銷行為之許可及公告
。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
定者，處行為人六個月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一億元
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十八條規
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
前項之罰金。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
定者，處行為人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
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十八條規
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
前項之罰金。

增刑期下限「六個月以上」及
罰金下限「一千萬元以上」。
以加強督促傳銷經營者之注意
，俾保障消費者權益。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第十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
銷事業，得命令解散、勒令
歇業或停止營業一年以下。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第十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
銷事業，得命令解散、勒令
歇業或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下
。

將原停業六個月上限增加為一
年，以加強督促傳銷經營者之
注意，俾保障消費者權益。

第三十七條 本法修正通過前
已向主管機關報備之多層次

第三十七條 本法施行前已向
主管機關報備之多層次傳銷

一、本條修正。
二、如於本法修正公布前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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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事業，視為已完成許可
之登記。如有申請文件有變

事業之報備文件、資料所載
內容應配合第六條第一項規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之業者，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則視為

更之情形，依照第七條之規
定辦理。

定修正，並於本法施行後二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補正其應

其已取得許可，如申請文件
有所變更，則依本法第七條

報備之文件、資料；屆期未
補正者，以違反第七條第一

辦理。

項規定論處。
本法施行前已向主管機
關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個月內配
合修正與原傳銷商締結之書
面參加契約，以書面通知修
改或增刪之處，並於其各營
業所公告；屆期未以書面通
知者，以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論處。
前項通知，傳銷商於一
定期間未表示異議，視為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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