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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直銷業轉型經營概況 

    全球化是跨國直銷公司擴充規模經濟相當重要的環節，而中國又是跨國公

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焦點，因此直銷業也視中國為最大潛力市場。本章第一節

先從全球直銷產業發展談起，第二節藉由研究者自身的工作經驗，配合中外

文獻資料、媒體報導說明中國直銷業轉型經營的歷程;第三節針對 1998 年之

後在中國的跨國直銷公司迫於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如何從 70年來全球已風

行 90個國家的無店舖直銷模式轉型成有店舖經銷的歷史背景，進一步以十大

點描述其具體轉型內容。 

 

第一節    直銷產業的發展 

    直銷(Direct Selling)這個產業自 1936 年第一家業者雅芳公司成立以

來，在全世界的發展已有 70年的歷史，世界直銷協會聯盟(WFDSA，The World 

Federation of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s)對直銷的定義為：於非固定

式零售商店的地點，以面對面的方式，直接將產品與服務銷售給消費者，而

透過人員從事直接銷售又可依其獎勵及招募制度二分為單層直銷、多層次直

銷兩種(劉明雄，2003)。直銷是一種通路、一種組織、一種產業；賣創意、

賣信任、賣服務•其特性在透過人與人之間聯繫網路，將商品作有效的行銷，

這種同時發展組織與銷售產品的行銷模式，運用人脈資源作通路，故可稱人

際網路行銷(Network Marketing)(游淑慧，2003)•購買直銷的商品，往往是

一通電話，服務就到，更甚者直銷人員與客戶主動連絡，尤其在繁忙的工商

社會，這種服務極受歡迎，直銷的商品是借助人與人之間的推銷，故可充分

的將產品的特點、好處、利益、用途、用法、用量解釋清楚，以刺激購買，

這些方法要比單純的 TV廣告或平面廣告來的有效得多(王大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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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銷售商品與拓展組織方式的獨特性，大大的改變了以往的店舖零

售經營準則，成功發展出的以人為中心的組織網路，更在人際關係緊密的自

由經濟社會中創造出令人傾羨的業績。而今這種有別於其他零售通路，可以

讓消費者自己用、自己省，還有機會自己賣、自己賺，通過口碑相傳來推廣、

銷售產品的經營模式，根據 WFDSA的統計，2002年全球 50幾個國家直銷產業

總共創造了 850 億美元以上的零售總額，在全球經濟成長趨緩，許多傳統零

售產業面臨業內體制變革與市場競爭龐大壓力的挑戰之時，直銷正以其獨特

的行銷優勢和群眾魅力在全球締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 

    直銷業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最主要起因於人為利用直

銷獨特的行銷優勢與群眾魅力達到欺騙詐財的目的，本研究發現人員直銷模

式在每一個新興市場的發展過程中，皆須歷經人多事雜的陣痛期，克服許多

由於相關立法、執法不成熟，及社會大眾對直銷模式的認識不清所產生的障

礙，著名的例子如下:一九六四年在直銷發源地――美國，發生因假日魔法公

司(Holiday Magic Inc.)以獵人頭手法經營而導致萬餘人受害；一九七○年

日本「天下一家會」違法吸金波及四十三萬人；一九八○年台灣發生台家事

件。 

    中國決定改革開放以來適逢經濟全球化，擁有十三億人口龐大商機的中

國，令眾多跨國直銷公司紛紛搶進中國，過程中發生了直銷史上前所未有的

風暴，中國政府先是全面禁止直傳銷的發展，後又強制跨國直銷業者須由「無

店舖人員直銷」的經營模式轉型為「有店舖人員經銷」的經營模式，方得繼

續在中國營業，本研究認為這是全球直銷史上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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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有店舖零售和無店舖零售的種類整理 

有店舖零售 In-store retailers 無店舖零售 Nonstore retailers 

 1. Independent Retailer 
 2. Chain Retailer 
 3. Department Stores 
 4. Discount Stores 
 5. Catalog & Warehouse Showrooms 
 6. Convenience Stores 
 7. Supermarkets 
 8. Superstores 
 9. Warehouse Clubs 
10. Traditional Specialty Stores 
11. Off--Price Retailers 
12. Category Killers 

 1. Direct Selling 
 2. Direct Marketing 
 3. Automatic Vending 

資料來源：Syverts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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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政府明令直銷公司轉型經營的歷史背景 

    本研究整理中國政府明令直銷公司轉型經營的歷史上的前因後果，以清楚

看出中國政府強力要求直銷必須轉型經營的脈絡!(參考附錄一：中國市場直

銷史大事沿革) 

    中國宣佈經濟改革開放之後，1990年 11月 14日，全球知名的化妝品人

員直銷公司――美國雅芳公司，正式在中國大陸廣州開張營業，成為跨國直

銷業第一個在社會主義國家搶灘上岸的案例。隨著雅芳成功進入大陸市場，

1995 年美國安利公司也將其在海外市場行之多年的多層次傳銷(MLM，

Multi-level Marketing)引進中國，帶動中國直銷業的蓬勃發展，以安利、

雅芳為首陸續進軍中國市場的幾家跨國直銷公司，憑藉著優良的企業形象、

產品品質及公平公開的創業計劃，讓中國子民增加許多事業機會。然而直銷

這種發源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銷售方式，進入過去強力排斥資本主義的社

會主義國家――中國時，面臨中國政府沒有明確直銷法令規範，同時民眾也

沒有接觸過直銷產業，無從分辨合法直銷與非法詐欺老鼠會的混亂，對政府

單位與社會大眾而言，正派經營的直銷業者與非法老鼠會看起來都很相似，

都有一大群組織網，都愛開會，人人上臺都口沫橫飛，都想改變你的一

生……，許多大陸民眾都把直(傳)銷當作是脫貧致富的機會，而不深究其為

正當銷售產品的事業機會，抑或是吸金的老鼠會，當時正當、不正當、合法、

非法，台資、美資、日資和大陸本土自創的直(傳)銷公司，紛紛如雨後春筍

般在大陸市場出現。 

    1990 年代初期以後陸續出現許多非法惡質的傳銷公司，當時中國剛在經

濟改革開放初期，人心急欲發財致富，某些非法傳銷公司在安利、雅芳等跨

國直銷公司帶動直銷業市場後，打著直傳銷的旗號，高呼只要拉人頭加入，

不需賣產品也可以賺錢的手法鼓勵民眾誘騙親友參加組織，並以收納新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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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時所繳納的巨額費用來獲取暴利，非法融資與惡性欺詐等情事在各地時有

發生，如洪水猛獸般在全國延伸擴散，嚴重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 

    1996、1997 兩年整個直銷市場魚龍混雜，各種老鼠會、金字塔式傳銷擾

亂了合法正常的直銷市場，1997 年中國政府開始規範直銷業的發展，工商總

局於 1月 10日公佈實施《傳銷管理辦法》(參考附錄二)，首次對傳銷這一營

銷方式進行比較全面的規定。然而《傳銷管理辦法》關於單層傳銷和多層傳

銷的劃分標準以及經營審批權的下放卻被不法商人利用，產生了新的市場混

亂。傳銷活動中產生的負面現象非但未因《傳銷管理辦法》的頒佈而減少，

反而因為其他因素的介入愈演愈烈。 

    1998 年，非法的傳銷活動衍生出全國性的社會問題: 湖南等多處地區非

法傳銷使許多人被騙到傾家蕩產，最後這些人到處聚眾滋事；此時市場瀰漫

著中國政府有意「禁止」傳銷的傳言，也為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的發展抹上

了一層陰影，但本研究發現當時跨國直銷公司管理層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的

取締行動應該會將有聲望的、正派經營的跨國公司和非法傳銷公司區分開

來。4月份，中央電視台著名的《焦點訪談》節目深入報導非法傳銷後，更激

起全國民眾對非法傳銷的極大反感! 許多大陸城市的公安、官員，多把直(傳)

銷當作是老鼠會，視為具有「隱敝性、流動性、欺騙性及危害性」的西方壞

事物，並且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由，大力取締、禁絕。 

    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二節中有提到跨國公司引進管理 Know-how(行銷、財

務…)後，可能會與地主國文化、國情相抵觸而產生不良效果，此時地主國政

府為發揮公權力，必然對跨國公司採取某種程度的壓制，這種政治風險

(Political Risk)對跨國公司的經營必然產生不利，與其他地區或國家不同

的是，中國政府在鄧小平主政時代，雖已揚棄極左的純共產主義之思考及行

為模式，改走「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致力發展其經濟。但中國政

府一切以「政治」為主的政策決定機制，以「安定」為所有政策制定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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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高指導原則的基本立場從未鬆動過。至於為什麼在其他海外市場發展順

利的直銷形式到了中國會走樣，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中國開革開放後，

處處充滿商業機會，一切向錢看、急功近利的心態令眾人一窩蜂盲目跟進，

加上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法令規範讓不肖業者混水摸魚，以致造成失控。  

    1998 年 4 月國務院召開特別會議探討傳銷問題，基於傳銷不肖業者帶給

中國大陸社會經濟負面影響，認為矯枉必須過正，以傳銷不適合中國國情為

由下達傳銷禁令，4月 21日公佈「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參考附錄

參)，一刀切勒令所有業者停業並開始整頓傳銷活動，安利、雅芳等知名的合

法外商直銷公司無一倖免，直銷業在中國市場遭到全面封殺! 

在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熱的背景下，自 1990年起幾家美商直銷公司在中國

各有數千萬美金以上不等的投資，1998 年 4 月國務院傳銷禁令頒布後，這種

非預期的變動(Unanticipated Shocks)使得美商直銷公司業務幾乎呈現停

擺，也因此引起美國官方的嚴重關切，敦促中國官方定出遊戲規則，讓合法

的美商直銷公司儘快恢復營業，也順便藉此對外表明中國對跨國公司的投資

是有保障而且負責的，而跨國直銷業者為生存也不斷向政府遊說，強調自身

是依法成立，通過國家工商部門核可，得從事直銷業務的跨國公司，向來嚴

格遵守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誠實納稅，並以合理價錢、優良產品品質來服

務消費者，同時強力主張政府應該立法取締那些靠拉人頭，層層加價謀取暴

利的非法傳銷企業，並對國務院以「傳銷經營不符合中國現階段國情」以及

「堅決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態度表示理解與尊重。 

種種的努力終於在同年 5 月得到中國政府的極善意回應，由當時的國務

委員暨外經貿部部長吳儀(現任副總理)指示外經貿部、國內貿易局、國家工

商局組成專案小組，深入瞭解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實際的投資、營運與納稅

情形，並同意研擬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的合法出路，於是 8 月時所有跨國直

銷公司經重新審查通過後部分由直銷轉為店舖銷售，重新開展業務，此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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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前的傳銷禁令相比，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內容上，均顯得較為平和、理性

且實際，並兼顧到國家社會、跨國直銷業者雙方的利益。 

1998年 6月 18日中國國務院公佈「關於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

有關問題的通知」(參考附錄肆)，對原外商投資傳銷公司轉型經營事宜作出

明確規定，就轉型企業的銷售方式，國務院三部局做了如下決定： 

(一)外商投資傳銷企業必須轉為店舖經營（包括自開店鋪、在商店設專

櫃、企業產品批發給國內批發商或零售商），並分為「僱用推銷員（指

非企業正式雇員，藉由為該企業推銷產品以取得勞動報酬的人員）」

和「不僱用推銷員」兩類； 

(二)企業必須設有店舖，明碼標示； 

(三)企業制度符合國家各項法規要求的售後服務及顧客退貨制度並予公

佈； 

(四)銷售管理人員必須為企業正式職員。 

因此當時跨國直銷公司不論作哪種選擇，「開設店鋪」成為直銷轉型企業

是否合法經營的重要標準，而轉型為雇用推銷員的企業，除經合法設立外，

還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企業必須是生產性企業，只能銷售本企業生產的產品； 

(二)企業投資者總額在 1000萬美元以上； 

(三)外方投資者以從事直銷業務為主。 

接著安利與雅芳等幾家跨國直銷業者陸續取得了合法執照，按照中國官

方制定的遊戲規則重新營業，基本上，安利採用「店鋪+僱用推銷員」的經營

模式；雅芳則決定轉型成「以店鋪為主導，不僱用推銷人員」的經營模式(註)。 

 

(註)雅芳後來又向政府申請並獲得批准採用「店鋪銷售+雇用推銷員」的體制銷售產

品，以便為將來多預留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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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中國政府明令直銷公司轉型經營的歷史背景說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l 經濟全球化趨勢 
l 中國改革開放，十三億人口廣大市場
吸引跨國公司到中國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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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l 中國政府沒有明確的法令規定 
l 民眾沒有充足的商業嘗試分辨合法
直銷與老鼠會的區別 

l 非法傳銷公司非法融資、惡性欺詐事
件等情事在各地時有發生，同時如洪

水猛獸般在全國延伸擴張 
l 「傳銷管理辦法」管理不當 
l 中央社著名節目「焦點訪談」，報導
傳銷公司惡言惡行，引發全國人民的

撻伐譴責 

l 嚴重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 
l 搞組織聚會與中國國情不符 
l 國務院召開若干次針對「傳銷業在中

國發展所造成社會問題」之特別會議 

l 1998年 4月 2日中國國務院下達傳
銷禁令，公佈「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

動的通知」，要求停業，整頓傳銷業 

l 1990年雅芳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
跨國直銷公司 

l 1995年安利正式在中國展開業務，
帶動中國直銷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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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998年 10家取得特許經營執照的直銷公司名單 

1 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 6 中山市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2 雅芳(中國)有限公司 7 上海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3 杭州玫琳凱有限公司 8 蘇州百美化妝品有限公司 

4 天津尚赫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9 日暉企業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5 特百惠(中國)有限公司 10 上海娜麗絲化妝品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中國國務院 

 

 

 

圖 3-2  地主國政府/合法跨國直銷公司/非法傳銷公司之三角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地地地主主主國國國中中中國國國政政政府府府對對對合合合法法法跨跨跨國國國直直直銷銷銷公公公司司司   

美國政府關切美

國跨國公司在華

投資必須有保障 

跨國直銷公司強力主

張中國政府應對非法

業者嚴加取締，正視

直銷業的合法良性發

展。 

跨國直銷公司嚴格遵守中國法律規定，合理販售

商品，並對中國以必須符合中國國情為由的轉型

經營要求表示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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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跨國直銷公司轉型經營的決策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無店舖經營模式的跨國直銷公司 

是否取得國

務院核發之

轉型企業執

照？ 

留在中國？ 
撤資／撤廠 

非法經營 

否 
否 

是 是 

轉型成有店

舖的經營模

式 撤資  
e.g特百惠(Tupperware)公司 

轉型有店舖經銷經營 
e.g安利(Amway)、雅芳(Avon)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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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店舖直銷模式和有店舖經銷模式之特質比較 

    瞬息萬變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特色，擁抱變革是企業唯一的選擇;未來企業

的生存之道是不斷觀察環境，並正確瞭解成功的關鍵；處在激烈變動的二十

一世紀，組織創新與轉型變革已成為庇佑企業未來生存的條件(管康彥

2003)；造成經營模式轉型的原因很多，這可能是因為技術的改變，有些則可

能是因為國際競爭力的改變或是由於政府的政策及態度的改變等，但是不管

原因為何，對所有的企業而言，未來的難以預測，確是個不折不扣的事實，

只不過，要進行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

現實上的考量如擔心直銷商消費者的流失與獲利的減少，已對企業領導人造

成龐大的心理壓力，如果在陶醉於過去的豐功偉業與旣有心智模式運作，企

業很難不斷地浴火重生。(Richard Foster & Sarah Kaplan，2003) 。 

    商業模式的改變很可能不是一開始就能規劃好的，而是由許多創新變革

不斷累積而來(陳禹辰，羅佩軒，2000)；在整個中國直銷業者轉型的過程中，

先是政府政策強迫業者轉型經營，致使業者的經營管理模式必須改變，理論

上，這幾家跨國直銷公司取得特許經營執照的業者應該採取快速的轉型決

策，儘快導入有店舖的經銷模式，可以早些實現新經營模式的投資效益，但

是實務上，組織過去的成就將成為轉型的包袱(Modahhl，2000)，而企業內的

創新行為應該都會涉及組織學習及累積技術經驗知識即所謂 Know-how的過程

(Dewar and Dutton，1986)。通常企業一般都習於專注在自己熟悉的市場與

技術，一旦非主流技術顯示出機會和價值時，往往難以立即反應(Bower and 

Christensen，1995)，因此對採用創新會猶豫不決，很可能起因於企業過度

依賴既有的成功模式(Drucker，1994)，策略轉折點(Inflaction Point)在企

業經營中代表的其實是舊有經營環境消失，新經營環境開始讓企業各項經營

要素產生巨大變化的時刻，變化也許會讓企業向上攀升，但也可能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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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S. Grove，1996)，另外重要的是究竟什麼是成功的有店舖經銷的經

營模式，產官學界都不是很清楚!儘管每一家轉型業者似乎都有機會可以無限

擴充市場，但是有太多經營管理問題要調適!要整合! 

    基本上 1998 年的下半年到 1999 年的上半年，幾家跨國直銷公司幾乎處

於徘徊觀望與摸索期，因為這些公司的管理 Know-how全數是關於無店舖直銷

的經營模式，對於開設店舖業務的展業與管理，全部得從新開始摸索學習，

但是各家投資中國的信心不變，1999年下半直到 2000年下半年，可以說是業

者的轉型奮鬥期，只得走而且必須走有店舖零售路線。由於企業的轉型係包

括經營思維、經營策略、經營型態及作業流程等策略性思考，及大規模革命

性之轉變(袁素萍，2002)，業者必須徹底調整策略，重新思考行銷方式，不

斷累積新的知識與經驗來提高轉型經營成功的機會，Intel 前董事長 Andrew S. 

Grove 指出，公司要能夠在多變的經營環境下及時進行大膽的策略調整，旣

要受混沌的引導，又要能駕馭混沌，才能夠把握好策略的轉折點，度過危機！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在整個轉型經營的過程中，對業者而言極不順利，

主要困難有三： 

(一) 直銷公司管理層對開設店舖沒經驗；  

(二) 直銷商的反彈； 

(三) 省市各地方主管機關對國家政策解讀不一致，致使業者要反覆溝通

協調• 

這些跨國直銷公司採取循序漸進的過程進行無數次試行修正(Try and 

Right)，改變了企業組織知識的累積，轉行後逐漸在策略架構、資源、流程、

關係、價值等方面上形成創新的經營模式，建立讓公司經營層、政府主管單

位、直銷商乃至社會消費大眾都能接受的嶄新經營模式。 

    70年來，風行 90個國家的直銷業，相對於零售流通業普遍採用有店鋪經

營模式，直銷業者所採取的無店鋪經營模式更顯特別，不論走到世界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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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的直銷公司，直銷商的教育訓練，都是強調先學、後做、再教的「學、

做、教」模式，以便能把簡單有效的成功模式複製(Smart Copy)到每一個有

心在直銷事業的人身上;全球直銷商最喜歡談論的例子之一就是麥當勞

(McDonald’s)，鼓勵直銷商運用複製原理，像麥當勞一樣在全世界 119個國

家擁有超過 3 萬家一模一樣的分店，提供一樣的產品與服務，沒想到原本在

教育訓練課程中虛擬的開店比喻，1998 年以後在中國「一家一家店開」這回

事卻成為真的故事! 

    設立店鋪，聘雇營銷人員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做法是跨國直銷公司多年來

銷售模式的重要突破，在中國轉型的美商直銷公司可說是獨步全球。大陸幅

員遼闊，這些公司在各地開店過程中，硬體店舖的規劃、現貨供應的管理、

服務人員的訓練、瞭解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以及強化產品競爭能力上，皆投下

可觀的財力及人力，有些公司甚至與普通的消費者商品一樣，投入大量經費

在大陸全國性的大眾傳撥媒體如電視、報紙上為產品打廣告(劉明雄，2002) 。 

    本研究參考中國政府相關直銷法規、個案公司內部資料，以及企業訪談

內容，將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轉型前後的差異點作一比較，共分十點說明，

分別是(一)通路組成；(二)交易模式；(三)業務人員身份；(四)業務收入；(五)

活動範圍；(六)稅務處理；(七)產品定價；(八)產品所有權；(九)會議型態；

(十)廣告策略: 

(一)通路組成 

    轉型前無店舖直銷模式的通路是由「人」組成的直銷網絡，銷售額低、

流動性大為其特徵，多以親友介紹推薦加入，形成所謂上下線關係的行銷

組織網。 

轉型後有店舖經銷模式的通路是由「店舖」組成，營收化零為整，穩

定成長性高，型態基本上有直營、加盟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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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模式  

    轉型前在無店舖直銷模式下，交易模式沒有固定的時間、地點，由直

銷商與消費者自行商定，同時直銷商也被規範不得開店或透過任何店舖寄

售、公開展示直銷公司產品。 

    轉型後在有店舖經銷模式下，交易地點依法律規定必須在店舖營業時

間內完成，店鋪的型態、規模因各家公司而異，有百貨超市、直營專賣店、

加盟專賣店、美容沙龍、百貨公司專櫃等， 與一般零售流通業差異不大。 

(三)業務人員身份 

    轉型前業務人員身份是直銷商，直銷商與公司之間存在有委託銷售契

約關係，階級名稱多以鑽石、寶石等命名；直銷商本身是獨立自主的事業

經營者(IBO，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就是直銷商常講的自己做

老闆，基本上參加人的資格只要符合相關國家規定即可，每年須與公司辦

理續約手續。 

    轉型後推銷人員身份由原先部份直銷商改制成與公司有正式僱傭契

約關係的店舖聘雇人員，稱號上也改為一般專業經理人的用詞，像是經

理、主任等，參加人的資格除須符合相關國家規定外，多數跨國直銷公司

會有教育水平、培訓考核等相對條件。 

(四)業務收入 

    轉型前業務人員身份是直銷商，直銷商除了個人銷售業績獎金外，更

重要的是可享有個人所發展上下線關係組織網的紅利。 

    轉型後推銷人員只能按其個人直接推銷給最終消費者的產品金額計

提報酬，不得以介紹加入等名目為由計提任何報酬，法律規定轉型企業不

得將雇傭的推銷人員以部門、團隊、小組等名目組成網路，也就是業界所

說的「發展上下線的關係」，從根本上否定了「金字塔」和「老鼠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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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模式。 

(五)活動範圍 

    轉型前直銷商得自由在公司有營業之國家地區自由發展網絡推薦與

產品銷售活動，不受跨國界跨地域的限制。 

轉型後明確規定「每個推銷人員只能在一家店鋪所在地、市轄區內從

事推銷活動，不得跨地區從事推銷活動」，為保證推銷人員的「純粹性」，

特別強調推銷人員應具備店鋪所在地的身份證或暫住證明。 

(六)稅務處理 

    轉型前基本上有所謂個人銷售獎金及所推薦發展出來的小組業績分

紅，稅務部份由直銷商依所得情況自行申報所得稅。 

轉型後店舖聘雇人員按公司薪資管理制度領取個人業務獎金(中國習

慣用『提成』二字)，由公司統一代扣代繳各項稅款。 

(七)產品定價 

    轉型前產品有兩個價格，一個是公司賣給直銷商的價格，叫做直銷商

價;另一個是直銷商賣給消費者的價格，叫做顧客價。直銷商價與顧客價

的差價，一般統稱為零售毛利，是直銷商銷售商品服務的利潤。 

轉型後產品全部統一價，不論是以何種方式銷售產品，公司及銷售人

員都必須遵守明碼實價，以產品外包裝上所標示的統一售價銷售給消費

者，嚴禁轉手加價。 

(八)產品所有權 

    轉型前直銷商的身份是獨立自主的事業經營者；若是從公司進貨後，

就擁有商品所有權，出售商品因有資金周轉壓力等原因，時常會發生有競

爭性的削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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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後營銷人員由公司所聘僱只擁有商品管理權，所有權仍屬於公

司，商品銷售全部統一店鋪價;所有消費者均可以直接到店鋪購買產品。

店鋪內的所有產品均統一標價，消費者到店鋪購買產品與其通過營銷人員

購買產品所付價格完全一致。 

(九)會議型態 

    轉型前會議舉辦趨向大型化，全國性會議動則幾萬人，地區性會議也

有數千人參加，議程著重表揚激勵談成功夢想。 

轉型後依法規定會議必須小型化、地方性，多數在自家店舖舉辦，一

般多是數十人最多上百人參加，議程著重產品教育課程，且事先須向主管

機關報准。 

(十)廣告策略 

    轉型前公司只做企業形象廣告，不做產品廣告;以往策略思考模式是

公司投入企業廣告，創造企業知名度;而運用龐大的產品廣告預算轉化為

直銷商的利益，讓直銷商可以自己用自己省，還可以自己賣自己賺口碑相

傳的力量將產品推廣到親友的生活圈裡。 

轉型後公司不僅做企業形象廣告，更大力做產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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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跨國直銷公司無店舖直銷與有店舖經銷的比較摘要表 

項目 海外直銷公司(無店舖直銷) 中國轉型企業(有店舖經銷) 

１通路組成 以人為網絡發展中心，銷售額

低，流動性大 

以店為網絡發展中心，營業額

大，穩定性高 

２交易模式 無店舖，由直銷商向公司進貨直

接銷售給消費者，不得透過店舖

寄售販賣 

有店舖，店舖必須在營業時間地

點內銷售產品給消費者，與一般

零售流通業相仿 

３業務人員身份 一般稱直銷商，與公司是委託銷

售契約關係，不是正式職員 

統一稱為店舖聘雇營銷人員，與

公司有僱傭契約關係，是正式職

員 

４業務收入 

 

個人銷售業績獎金外，尙有個人

所發展上下線關係組織網的紅

利 

按其個人直接推銷給最終消費

者的產品金額計提報酬，不得以

介紹加入等名目為由計提任何

報酬 

５活動範圍 

 

直銷商得自由在公司有營業之

國家地區自由發展網絡推薦與

產品銷售活動 

每個推銷人員只能在一家店鋪

所在地、市轄區內從事推銷活

動，不得跨地區從事推銷活動 

６稅務處理 基本上有所謂個人銷售獎金及

所發展出來的小組業績分紅，依

所得情況自行申報所得稅 

按公司薪資管理制度領取個人

業務獎金，由公司統一代扣代繳

各項稅款 

７產品定價 

 

產品有兩個價格，一為公司賣給

直銷商的直銷商價，一為直銷商

賣給消費者的顧客價 

以產品外包裝上所標示的統一

售價銷售給消費者，嚴禁轉手加

價 

８產品所有權 直銷商從公司進貨後，就擁有商

品所有權 

營銷人員由公司所聘僱，只擁有

商品管理權，所有權仍屬於公司 

９會議型態 趨大型化 、全國性，著重表揚

激勵談成功夢想 

小型化、 地方性，多數在自家

店舖舉辦，著重產品教育，且事

先須向主管機關報准 

１０廣告策略 

 

公司只做企業形象廣告，不做產

品廣告 

公司不僅做企業形象廣告，更大

力做產品廣告 

資料來源: 參考中國政府相關直銷行政命令要點配合企業訪談由本研究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