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公平會 2003 年的統計，在台灣每五個人就有一人加入過傳銷，相關的

報導更指出，2002 年亞洲的業績佔全球直銷產值的四成，而台灣的直銷業產值

名列全球第十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以及韓國（大紀元電子報，2003/12/09）。多

層次傳銷在社會上一直有者神秘的面紗，而傳銷在台灣到底是以怎樣的姿態存

在？事實上傳銷並非一開始就在台灣順利發展，早期老鼠會橫行全台，著名的「台

家公司事件」造成大批民眾嚴重的財務損失，加上無法可管，人人聞鼠色變，撼

動社會人心，讓傳銷一度銷聲匿跡，社會撻伐聲更是從未間斷。直到 1982 年，

安麗公司率先來台，其正派經營模式帶動了多層次傳銷在台的發展（林訓民，

1994）。 

 

除了財務上曾經造成人民的損失以外，當時社會也對於這種傳銷的經營手法

以及造成的社會文化問題進行了一連串的探討，報紙上刊登破獲老鼠會和驚嘆傳

銷發展快速的新聞並立，中國時報更以半版的副刊來探討這個當時風靡一時的

「社會問題」，並分析適合從事傳銷事業人員的個性、特質以及對象等等。1994

年 7月 24日的中國時報更指出，傳銷儼然繼股市後成為下一波的「全民運動」

（中國時報 1994/07/24）。 

 

自公平會在民國 1992 年制訂「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以來，傳銷從業人口

已經爆炸性的成長了四十倍，在這樣的情況下，傳銷儼然成為一股足以撼動社會

的力量和社會事實，在 1992 年的中國時報曾指出，傳銷人口可能虛增，但是不

可能全民化（中國時報，1992/01/11），然而十年來傳銷人口呈現四十倍人數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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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這個現象開始動搖之前的說法，預計 1993 年傳銷事業的營業額將會擴增十

億的比例高達 80%（公平會，2003），這樣的一個「類全民運動」，成為了社會中

不可忽視的社會事實和力量。 

     

在對多層次傳銷進行探討之前，我們應該要瞭解「何謂多層次傳銷」？多層

次傳銷的基本運作方式為何？傳直銷有許多類型和方式，在近幾年來，直銷已經

變成一項很重要的行銷方式；根據中華民國直銷協會聯盟的定義，傳直銷中又可

以分為多層次傳銷（multilevel marketing）、「結構行銷」（structure marketing）或

「多層次直銷」（multilevel direct selling）。（中華直銷協會）。若由公平交易法第

八條所定義：「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定代

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力，並因而獲得佣金、獎

金或其他經濟利益者而言，前項所稱付給一定代價，謂給付金錢、購買產品、提

供勞務或負擔債務」（公平會，2003）。 

 

其中所提到之「商品」，不僅包括「有形商品」，還有一些「無形商品」，如

「服務」等無形商品的提供，例如，旅遊諮詢服務、醫療諮詢服務、網際網路撥

接服務等，都被稱為「無形商品」。而多層次傳銷之精髓所在，乃是透過「複製」

作用往下擴展而建立層層之「銷售網絡」，參加者集「消費者」、「零售者」及「管

理者」三個角色於一身，其報酬來源包括「零售毛利」、「個人業績獎金」及「層

級輔導獎金」等（公平會，2001）。 

 

換句話說，多層次傳銷所運用的手法是將消費者 (consumer)和銷售者

(marketer)結合在一起，亦即把產品的消費者化成「行銷者」，再運用倍數法所產

生的乘數效用，使個別的行銷者自行使用產品後再推及他人，將自己受益的經驗

由「自製」變成「複製」成功的模式，然後透過「組織倍數成長」的理論加以拓

展，因而成為一個既龐大又發展快速的行銷組織，其中，佣金的分配及獎勵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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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使行銷體系不斷向下扎根的主要驅動力，最後形成的層層網絡（林訓民，

1994）。 

 

簡單來說，多層次傳銷有兩大重要的面向，一為銷售產品，二為發展組織網，

目前的傳銷業分成兩種類型，單層銷售和多層次傳銷，單層銷售只著重在產品的

銷售，並不涉及人員的訓練和組織的發展，多層次傳銷則兩者並重，而目前台灣

傳銷公司的兩大巨頭安麗及如新，也都是以多層次傳銷的方式在經營。 

 

在多層次傳銷中的運作者被稱為「獨立直銷商」，以下簡稱直銷商；就公平

會的定義來看，是一個集消費者與行銷者角色於一身的人物。事實上，直銷商與

公司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代理商，直銷公司負責產品的研發和總務等行政事務，

而直銷商與公司簽下代理權的合約，為公司的產品進行推廣，同時也可以只是一

個單純的消費者。 

在我的研究領域來說，我所定義的直銷商是有從事經營的動作，也就是除了

銷售產品，同時進一步發展組織，是積極參與組織運作的直銷商，對這些直銷商

來說，傳直銷是一個可以讓自己白手起家的機會，也就是自己可以當老闆的機

會，對台灣社會盛行當「頭家」的觀念來說，此為一個讓人想要加入的關鍵誘因。 

而我經由長期的參與觀察之後發現，對這些積極運作的直銷商而言，心態的

轉換成為與人之間的來往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傳直銷的領域中，組織的大

小和收入成正比，組織的運作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認同感程度，不但要和諧，還必

須要有很大的熱情和動力可以加以自律。這是因為直銷商是非常自由的行業，沒

有時間的限制，也沒有上下班的規定，所以直銷商本身如何面對自身在社會中的

爭議，還依舊可以保有對自身事業的忠誠和熱情就非常重要，經營過程中勢必會

經歷許多心路歷程的波折，這些波折可以說大部分是面子問題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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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層次傳銷不只注重「銷」，也注重「傳」，所謂「傳」就是「複製」，複

製上線的想法，複製上線的模式，避免創新，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背景環境都不同，

初步進入傳銷業往往會有自己的價值觀和原則，一開始都是被要求全盤接受目前

組織所具有的模式，因為這是經驗的傳承，可以減少新經營者摸索的時間，讓組

織的發展更加快速，在經營過程中，每一個想到的新主意都要能夠以「簡單」、

可以「複製」為前提，所以任何的想法和價值觀，都會經由層層上線嚴密的思考

和討論，才會進行傳布和推展，其主要意圖在於承襲過去的想法和作法，但是又

必須與時具移的不斷的加入新的詮釋方式和觀念，所以傳銷組織的價值觀必須有

其中心信念可以信仰，同時也必須不時加入新的激盪和觀念，才能夠讓組織有新

的前進動力。 

 

而在心態的調整中，「上線」的角色變的相當重要，就制度來看，上線是帶

領你進入這個行業的推薦人，就實際上運作而言，上線是一個栽培領導你的人，

因為上線會影響一個人願不願意踏入這個領域，一個人對上線的信任程度如何，

彼此之間交往的深淺程度會很密切的影響下線的運作；同時，上線也是幫助你建

立價值觀以及修正價值觀的對象，這些價值觀往往影響了下線對心理調適，面子

問題，甚至如何與他人互動，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也因此，關於人際之間的互動，

就成為我所關注的現象，而就台灣社會而言，面子、關係與人情這些傳統價值觀，

是影響一般人在與他人互動中一些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傳直銷場域中直銷商必須要對自己的事業擁有熱情，學習傳銷組

織中的新觀念，並且和其他直銷商也有良好的互動，所以傳銷場域中呈現何種樣

貌的文化表情，傳銷組織的文化呈現何種張力，可以讓直銷商在自動自發的情況

下運作，讓直銷商之間的互動密切而且緊密，其組織文化必有其特殊性，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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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節我將針對傳銷的組織文化進行闡述。 

 

第二節：一個組織中無形的連繫 

 

一、 傳銷組織與傳統組織文化特性的差異 

傳銷組織和傳統的科層組織具有一定程度的差異性，組織文化可以分為兩大

學派觀點，分別是工具性和文化性。 

科層制度的組織文化強調工具性的特質，其形成的組織信念被歸納為條例、

規範等，是以管理的方式去告知員工可以做什麼以及不能做什麼，一切以效率及

業績利益為優先(Herschel，1998，潘邦順譯 1999)。強調職位與職稱，並且使用

職位來將人員加以區分階層，人的價值在於你所擁有的能力多高，信仰精英領導

與管理學，而不重視你個人的特質(Biggart，1988)。 

 

就勞動者來說，上下班時間有明確的界線，而且，員工是部屬，並不擁有這

家公司，對公司來說，員工是從屬於公司，在社會學者Weber的眼裡，科層制度

剝奪了公民權，這種工具性的管理同時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工具，Marx 認

為從屬關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這兩位社會學家同時認為，資本主義中很特

別的一點在於勞動階級的異化，當公司發展的越大，員工被要求盡可能的排除戶

外活動和個人生活，並且全神貫注於所有的工作之中 (Biggart，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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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組織科層制度有相當大的區別，直銷商是集合擁有者、管理者以及勞動

者於一身的角色，他們在進行商業活動的過程中，強調的是情感上的互助，而不

是法律規範或是從屬關係，並且模糊了工作與非工作的界線，沒有明確的上下班

時間，工作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直銷商會對身邊的人以及生活領域進行銷售活

動，直銷公司則並沒有特別設立一個公司來詳細的規範和安排工作(Biggart，

1988)。 

以傳銷業來說，傳銷的組織文化是希望組織成員把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業餘

生活融為一體，以工作中的朋友為中心開展社交活動，這種互動是相當重要的，

而且每個人都必須要成為注重全隊合作的人(Herschel，1998，潘邦順譯 1999)。

所以傳銷組織的文化基本上是屬於文化性的，下個段落將說明組織文化特點和模

塑的過程。 

 

二、 組織文化的型塑過程 

組織經由傳播行為模塑出特定的組織文化。當組織成員互動時，他們通過談

論達成對世界一致的看法，並且試圖使其組織人員生活的有意義，獲得或重新發

現最初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目標、目的、價值觀以及共同看法，所以組織不是一

個靜止的容器，而是受到各個個體的解釋，通過詞彙、符號及行為而成的系統

（Hersche，l998，潘邦順譯，1999），RoKast & Rosenzweig（1985）咸認為文化

是保持組織意念一致的規範性黏劑，它表達了組織成員所共有的價值、社會理想

與信仰（李美華，2000轉引自吳燄修，1987）。 

簡單來說，組織的成員經由互動和口耳相傳的故事形成了文化，這些文化內

涵包括了價值觀、信念、以及特殊的迷思和典故等特別化語言，組織是動態存在

的，並且因為這些信念和價值觀讓成員們對事件有一致的看法，這是因為組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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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具有目的性的團體，這個目的會讓組織不停的再創造並且有其方向性，但是

組織要達成目標必須要依靠傳播行為，也就是經由傳達符號讓成員們創造了一致

的意義系統，以便讓組織運作的更加順利。 

 

所謂的意義系統可稱為論述，組織文化會經由成員彼此間的論述不斷產生和

前進，論述包括了隱喻、慣例、工作的歌曲以及每天所交談的話語，經由論述可

以創造社會真實，論述同時擁有權力性，這是指組織文化中所傳遞的故事被賦予

的詮釋觀點已經近似功能主義中的同化霸權。 (Mumby & Clair，1997)。 

 

論述擁有權力的痕跡在組織中處處可以發覺，其一，對組織談話的控制性，

權力關係乃透過組織性論述而產生和再製。組織中的現實是經由傳播互動，被社

會性的建構出來，所以，透過談話而創造的現實即是支配權力的來源。以

Mumby(1989)的看法來說，他著眼於組織性故事，其如何以具權力性的方式負載

於故事中，並且在組織內發生功能，他認為「故事為成員提供了有關組織化的說

明」，據此，人們所述說的故事通常透過對當權組織核心的支持，從而將組織合

理化（Deetz & Mumby，1990）。 

 

所以組織文化強調意義分享的權力性，是因為組織文化基本上具有某種箝制

性，這會讓成員的行為規範不至於超出組織所預期和要求的，也因此，組織文化

中的信念是用各式各樣方式傳播者。 

 

簡言之，我們定義組織是一種社會集體意識的產品，不停的再生產以及轉

換，透過持續的詮釋、目標導向的在成員之間傳播並且實踐，因此，當我們提到

組織性的論述時，不只是說論述在組織中發生，更進一步，我們認為組織存在不

只是在他們的成員，並且會透過論述創造組織，文化不只是論述，而且也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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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且可以經由組織成員創造社會真實以及成員們統一的感受(Mumby & 

Clair，1997)。當組織傳播學者檢驗組織成員之間的論述，就有許多傳播的現象

得已發生，包括了隱喻、說故事(storytelling)以及儀式，學者在研究組織成員的

論述時，他們致力於討論成員們是如何表示以及並且創造了組織結構 (Mumby & 

Clair，1997)。 

 

所以在組織中，成員的傳播實踐在於持續的構成和統一成員們所認知的社會

真實。許多研究組織的學者也表示，關心經營階層如何經由控制符碼和論述的資

源來獲得競爭力，這些組織性團體會因為經濟力量就擁有更多的符碼力量進而來

讓他擁有更多的權力 (Mumby & Clair，1997)。 

 

    有四個特徵存在於組織文化的論述內容裡，第一，價值觀，即成員的共同看

法、哲學和信念。一個組織的價值觀確立了根本，設定了方向和步調，提出了合

適的態度和行動方針。第二個特徵為組織中的「英雄」，也就是體現和解釋組織

價值觀的成員，他們居於領導地位，這種地位使得他們有機會闡明和反映他們的

價值觀，以及對於組織現在和未來的看法，對於組織使命的聲明進行闡釋，其他

人並且可以常常從無意中學習到這些（Herschel，1998，潘邦順譯 1999）。 

     

 第三個特徵是儀式，成員會通過儀式來宣布和強化他們的信念，稱讚他們的

英雄，並且形成對未來的共同看法。最後，是傳播網絡及非正式的互動管道，他

們一般被用來影響成員對現實的看法，教育他們堅持正確的態度，並且採取適當

的行為，組織成員在這些非正式傳播環境中學到大量東西，因為共同分享的許多

資訊是在較正式環境中永遠不會被提起的（Herschel，1998，潘邦順譯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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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組織文化是具有社會化功能的，組織文化會經由這些特徵來教育他們的

成員，並且其內涵是經由特定長久的文化信念造成，是一種具有教育性的文化，

可以教育成員了解並且順應文化的要求，也可以導致成員的行為是順應著組織領

導者想要的核心價值觀，所以組織文化基本上是經由一個很大的意義分享系統所

產生，而這些所謂的共識和意義，則會經由傳播行為不斷的重複並且產生力量，

在組織文化中，除了價值觀的存在，組織中的英雄以及儀式也是相當重要的特

徵，因為在傳銷的事業中，個人面子以及團體面子的保持或是增強，往往依靠組

織英雄的標榜、固定儀式的舉行來獲取，在組織中也不斷的教育成員如何強化信

念和社會化的過程，同時在組織文化中，有關論述和與符號權力的擁有，論述再

生產的力量和權力性，在組織中無時無刻都在發生。 

三、傳銷組織文化的內涵與形塑過程 

而傳銷組織文化的價值觀來說有幾個特質，第一，企業家的精神，每個直銷

商都「擁有」自己的傳銷組織，每個人都是老闆，所以應該具有企業家的精神，

其內涵強調精神式的領導，就是將這份工作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並且會教育直銷

商對於挫折的看法，給予直銷商一種超然的道德感，並且幫助直銷商描繪個人未

來的圖像，第二，傳直銷重新定義了對財富和成功的看法，對直銷商來說，他們

對於生活週遭的人們被賦予三大使命感，改善他人的健康、對自我生活的改善、

以及對家庭和家人的重視，對他們來說，財富來自於對他人幫助份量的多少，所

以財富不單純是個人成就的累積，更重要的是對社會貢獻的指標，所謂的成功也

不只是位高權重，更強調全方位生活中的成功，包括家庭、包括健康與人際關係

的和諧，才謂之成功(Biggart，1988) 。 

 

同時，在傳銷的場域裡，高階的經營者會進行一連串的經驗分享，這些經驗

分享中蘊含了作為一個直銷人應該有的心態和想法，而這些經驗分享會不斷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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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重複性的傳遞，而且會因為高階經營者已經成為一個英雄型的人物而為他

們的言語加分，周鎮州（1996）以 Goffman的表演理論為出發點，提到傳銷公司

在「封閉性」的生活場域中，對於獨立直銷商所進行的一連串規訓、複製以及管

理（周鎮州，1996），也就是說，這些具權力性的論述來自於高階經營者的口中，

他們會經由會議或是課程不停的重複並且強化權力性。 

 

就我在田野中與其他直銷商互動之後發現，從儀式的特徵來說，面子的維繫

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目的，同時高階經營者也向我透露，組織會經由許多的活動

和表揚來增強直銷商的面子，在透過公開性的表揚中讓成員獲得許多的認同，與

平常成員之間的讚許中讓成員獲得更多面子，這是因為直銷商在面對外界的眼光

和評價時，通常也會有損傷面子的情況出現，除此之外，直銷商也能夠運用從組

織中學習到的意義系統，讓自己在面對外界各式各樣的問題時，具有能夠運用的

價值觀和修復自我面子的信念的能力。 

 

在傳銷組織中，直銷商之間的分享強調眼淚、喜悅以及驕傲，在近似於派對

般的氣氛中，組織中的英雄人物會開始訴說他在傳銷生活中的一切，創造了一個

非常情緒性的環境，他們開始訴說他們自己的故事，在每個近乎感動的情境下，

使用一個故事分享的方式進行符號系統的分享，看似差異的故事中，其實都有其

特定的模式和固定的要素，例如他原本是如何的不起眼，是如何的害羞，是怎麼

樣的經由工作讓自己突破並且獲得嶄新的人生，在傳直銷的組織中，近似於科層

制度的想法和觀念會被排除，這是論述的排他性，同時高階經營者的話語會因為

一再的被尊崇和重複而達到權力性。 

 

江美誼（1994）在研究也有提到相似的情況，描述她自己如何突破心中的障

礙，克服心理的侷限，並且在一個又一個感人的場域中，建立自己的認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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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江美誼(1994)和蔡宜靜（2002）的研究中，都探討了自身的心理歷程的改變，

雖然她們都提到自己必須要克服外界的眼光，但是並沒有特別就面子這個層面進

行深入的討論。 

 

第三節：問題意識的形成 

 

一、自身的傳銷經驗 

傳銷其實對我而言並不陌生，早在大學時期，就曾經因為填問卷而有所接

觸，並且一再受邀去試用產品，不過當時因為對方是陌生人，前往的意願也就不

高，對於傳銷的印象只是隱約覺得不是太好，心裡有一種莫名的距離和恐懼感 

；然而，在 2004 年的冬天，一個久違的女性朋友(以下簡稱芳)撥了通電話給我，

她邀請我去參加 NS的活動，並且對 NS的運作和產品讚譽有加，我對於她的熱

情感到好奇，因為在我印象中，她是一個內向而且討厭傳銷的人，為什麼會有這

樣的轉變讓我很好奇，在她一次的邀約之下，我就前往去試用產品和聆聽成功經

驗分享，其實當時我並沒有弄清楚演講者背景，可以說我並沒有弄清楚我去那邊

作什麼，或是會發生什麼事情，「只是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基於朋友的情誼，

就覺得過去看看也無妨。 

 

後來這個朋友說要幫我試用產品，一開始我覺得很擔心去試用，害怕自己的

皮膚會因此出狀況，只是後來基於情誼，就覺得可以讓她試用一下沒關係，這一

次慢慢認識了一些其他的直銷商，他們的學經歷都非常的高，但是大家講的話似

乎都大同小異，也因為同質性高的言詞，讓我覺得雖然產品很舒服，卻無形中產

生更大的距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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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參加所謂的 OPP(創業說明會)，我覺得很排斥也很奇怪，其實當下對

於講師所講的內容沒有什麼感覺，觀察了一下四週的人和環境，覺得這裡的人有

莫大的熱情，對於台上的內容有強烈的認同感，連續參加了幾次，我覺得我好像

自動把心關起來，聽不進去他們所謂「超級講師」的內容，心裡覺得有些厭煩，

也覺得有些不真實，只是感覺這是一個很開心和很熱鬧的環境，到了他們要彼此

共同分享感受的時候，我就採取不願意配合的態度。 

 

很有趣的地方是，一方面我自己對於環境有排斥感，但是因為信任我的朋

友，認為可以給朋友一個面子去看看，加上這個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非常的緊

密，不但主動積極，同時總是笑容滿面的不停稱讚每一個人，彼此之間經常主動

的相互交談和主動給予協助，與一般的傳統行業相差很多，這樣的組織型態和文

化也讓我開始覺得有些好奇，如果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疏離感，會經由資本主義

而讓每個人之間產生疏離，那麼這個性質特別的地方就值得我去探討這些人之間

人情交際的情況。 

 

二、問題意識的形成 

 

其實傳銷研究在各個層面都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如法學、管理學、社會人類

學以及心理層面；但是回顧以往對於傳銷的研究，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從管理學的

各個角度出發進行探討，社會人類以及心理微觀層面的探討其實並不多。舉例來

說，古明君（1993）研究在傳銷事業中，性別邏輯和傳銷邏輯的連結，討論傳銷

是否提供了女性另一個社會立足的機會，強調女性在傳銷組織中比傳統社會受到

較為公平的待遇；而藍佩嘉（1995）企圖從女性主義的角度去探討化妝品專櫃和

多層次傳銷之銷售勞動體制，這兩篇研究主要在探討性別和傳銷之間的關係；另

外的相關研究主要在探討傳銷組織中意識型態的運作和造成的影響，分別是周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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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1996）以 Goffman的表演理論為出發點，將多層次傳銷的各項活動以表演的

性質加以區分，更提到傳銷公司在「封閉性」的生活場域中，對於獨立直銷商所

進行的一連串規訓、複製以及管理；辜千祝（1996）則是對於傳銷所造成的社會

事實進行探討，企圖深入多層次傳銷的資本主義色彩以及意識型態的運作。 

 

從直銷商的微觀心理層面來探討的有江美誼（1994）、胡傳玉（1998）以及

蔡宜靜〈2002〉三人，她們都是以自身參與觀察的方式，探討傳銷商怎麼經歷組

織社會化的過程，並進行心理層面的剖析。江美誼的分析中著重她自身「成為」

傳銷商的心路歷程，從她逃避論文到進入直銷場域成為直銷商，接者又離開直銷

場域，在這個成為和離開的過程裡，探討他自身在組織中學習到習慣傳銷場域的

思考模式和態度的歷程。在這個過程中，她從開始「整理」她的人際網絡為事業

的開端，同時參加各項的課程增強自己的信心，並且經由與上線的溝通來強化和

改變自己的想法，也就是他所提到的「再框架」的概念；直到退出直銷場域之後，

又對自身的過往經驗以及個性來做一番自省。 

 

在「成為」的過程中，直銷商必須經過一連串的「社會化」和「學習」，蔡

宜靜即以此為研究重心，強調傳銷商在高度一致性的行為風格中，是怎麼讓自己

經歷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也因為傳銷組織的文化與一般傳統行業的組織文化不

同，要讓一個人將原先的社會價值觀歸零即是成為直銷商的首要條件，所以去探

討了「學習」的因素，和江美誼的「再框架」有異曲同工之妙。只是兩者在研究

方法的採用方面，江美誼強調自身經驗的紀錄，在傳銷場域中待的時間長；而蔡

宜靜則採用訪談的方式為主，在傳銷場域中參與的時間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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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商的運作其實會影響傳直銷的發展，所以直銷商在傳銷業中的主角，除

了傳銷商本身再社會化的歷程，直銷商在經營的過程中面臨的直接就是和人之間

的交際和溝通來往。藍佩嘉（2000）指出，傳銷的組織文化不但在台灣社會如魚

得水，還進一步讓台灣直銷商事業導向、全職、男性比例較美國發源地還要高的

情形，這是因為人際關係已經在台灣社會成為一種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資本，尤

其在台灣社會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際關係已經形成了具有競

爭優勢的以及制度化的商業慣行，同時，對於號稱「無資本創業」的傳銷商來說，

經營發展最重要的「資本」，不是學歷和金錢，而是「人際關係」的社會資本（藍

佩嘉，2000）。 

 

人際關係的社會資本是什麼？舉例來說，1996 年 4 月 9 日的《中國時報》

指出，在「人情」的壓力下，接觸傳銷產品的人大有人在；報導引用了當時受訪

者的言論「我的好朋友是直銷商，看他講解產品講解的那麼賣力，實在不好意思

拒絕，所以就買來試試看」（中國時報 1996/04/09）。「人情」這項因素即出現在

受訪者的言論中，如果說人際關係是發展傳銷最重要的社會資本，面子、人情與

關係這三項特徵就深深的影響中國人的人際互動，甚至已經變成中國人行動的指

南，在從事強調人與人接觸的傳銷業來說，這三大特徵和利潤基礎已經成為一直

不斷辯證的過程。 

 

再者，如前一小節所提到，傳銷組織都具有相當大的信念力量以及特定的組

織文化，傳銷組織的凝聚力以及行動力在目前這個社會上，也因為少數而顯的特

異，而信念的型塑以及文化的形成必定會經由傳播的過程。有趣的是，組織文化

形成的過程中，又有怎麼樣的權力隱約存在者，並且能夠將現代社會疏離的個人

經由一定組織文化而將其深厚的連結，面子在中國人的組織文化中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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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環節，因此，面子的運用在傳銷事業的探討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是很可惜

的是，目前還未有這個角度的研究。 

 

直銷商會需要社會化和學習的過程，是因為直銷商必然有他從小就慣有的價

值觀，這些價值觀從原生的文化而來，而傳銷商再框架的內容是什麼？為什麼要

再框架一次，到底傳銷組織文化中給了什麼樣的信念，傳銷組織的文化又呈現什

麼樣的狀態？在我參與傳銷場域四個月之餘，我發現傳統中國人的文化特性也深

深的影響者直銷商之間的互動和傳銷的發展，特別是因為我所觀察的傳銷場域使

用了「填問卷」的方式，直銷商直接接觸陌生人的機會更多，人際互動的影響更

大，也因此，中國人文化中的面子、人情與關係這三大要素更被突出。 

綜上所述，本研究想要研究的問題為： 

「面子、人情與關係」對處於組織和社會文化之直銷商的自我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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