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勵計劃

嘗試瞭解USANA細胞式獎勵計劃的詳情，包括其

中所列出的數據。以便您發掘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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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致力帶來精彩的人生—我們為您
提供一個回報可觀、可持續發展，並能

讓您最終獲得財務自由的事業機會。

USANA獎勵計劃正能配合我們的信念，
因為它能給予每一位USANA獨立直銷商
創造成功事業機會，有別於傳統網絡直

銷計劃，要求直銷商必須取得大量推薦

和團隊銷售額。

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彌補大部份傳統
直銷計劃的不足，以下便是USANA獨有
的雙向式獎勵計劃之優點：

透過建立直銷商團隊以及拓展穩健的

客戶網絡，使您能享受到財務自由。

您可賺取無上限的佣金。

您每週均獲得佣金。

能激勵您的團隊成員，協助您建立成

功的團隊。

直銷商均享有平等的機會，獎勵計劃

對於每個參與者也是公平的。

收入途徑

透過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賺取收入的
六個途徑如下：

• 零售利潤               • 每週佣金      
• 終生對等獎金        • 獎勵            
• 領袖紅利                • 菁英紅利

零售利潤

直銷商是USANA產品的經銷商。即您可
以優惠價購買USANA產品，而當您以零
售價售出產品給您的客戶，便可即時賺

取到利潤。您購入產品的優惠價與您銷

售產品的零售價之間的差額，便是您獲

得的利潤。零售十分重要，因為它是您

和您的新團隊成員獲得即時收入的最佳

途徑，並能同時藉此為您的事業建立長

期客戶網絡。事實上，大部份最優秀的

直銷商，都是從您的零售客戶開始。

每週佣金

USANA的雙向式獎勵計劃，讓您可透過
放置團隊成員於組織的左、右兩邊，來

發展您的事業。每個產品也附帶分數，

當您和您的團隊成員購買產品供自用及

轉售予其他客戶時，銷售產品的分數將

會匯入您的事業組織中，您的團隊累積

之分數便是團隊銷售額。而根據您於組

織左邊、右邊取得的對等 (對碰 )團隊銷
售額，計算您每週賺取到的佣金。有別

於其他一般計劃，剩餘的團隊銷售額(每
邊累積最高為5 ,000分 )將會累積至下一
個計算佣金週期。

終生對等獎金

當您和您的新團隊成員於成為直銷商後

首8週至16週內，取得某特定的領航員資
格，您便可以開始領取終生對等獎金。

終生對等獎金讓您可從您推薦的新直銷

商，領取他們終生經營USANA事業期間
的2 .5%~15%佣金分數之對等獎金 (請參
酌以下說明)。您推薦的每一位合資格直
銷商，您也可在他們的事業中獲得對等

獎金，從而使您取得持續性的收入。

說明：

一、辦法

新加入的直銷商，在成為「特級白

金領航員」及「特級領航員」後，

其「推薦人」將可持續地獲得新直

銷商自加入後所獲得佣金分數2.5%
至15%的「對等獎金」：
(一 )、新加入直銷商在成為「特級

白金領航員」時

‧若「推薦人」是「特級白金

領 航 員 」 或 「 白 金 領 航

員」，將獲得其佣金分數

15%的「對等獎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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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推薦人」是「特級領航

員」或「領航員」，將獲得其佣

金分數10%的「對等獎金」。
‧若「推薦人」既不是「特級白

金 領 航 員 」 、 「 白 金 領 航

員」、「特級領航員」，也不

是「領航員」，將獲得佣金分

數5%的「對等獎金」。
(二 )、新加入直銷商在成為「特級領

航員」時

‧若「推薦人」是「特級白金領

航員」或「白金領航員」，將

獲得其佣金分數10%的「對等
獎金」。

‧若「推薦人」是「特級領航

員」或「領航員」，將獲得其

佣金分數5%的「對等獎金」。
‧若「推薦人」既不是「特級白

金 領 航 員 」 、 「 白 金 領 航

員」、「特級領航員」，  也不
是「領航員」，將獲得佣金分

數2.5%的「對等獎金」。
二、資格取得

(一 )、特級白金領航員之資格：新加
入之直銷商須於入會日起八週

內推廌4位 (含 )以上新直銷商並
由推薦之入會者產生積分達

1600分者。
(二 )、白金領航員之資格：新加入之

直銷商須於入會日起十六週內

推薦4位 (含 )以上新直銷商並推
薦之入會者產生積分達1600分
者。

(三)、特級領航員之資格：新加入之直
銷商須於入會日起八週內推廌2
位 (含 )以上新直銷商並由推薦之
入會者產生積分達800分者。                 

(四 )、領航員之資格：新加入之直銷

商須於入會日起十六週內推廌2
位 (含 )以上新直銷商並由推薦
之入會者產生積分達800分者。

三、資格之再度符合與資格之晉升

(一 )、上述除「特級白金領航員」及
「特級領航員」之資格為終生

有效外，餘「白金領航員」及

「領航員」均須於下一續約年

度重新符合資格：

1.白金領航員：自續約年度契約
起始日後八週內推薦4位 (含 )以
上新直銷商並由推薦之入會者

產生積分達1600分者。                            
2.領航員：自續約年度契約起始
日後八週內推廌2位 (含 )以上新
直銷商並由推薦之入會者產生

積分達800分者。
(二 )、「特級領航員」及「領航員」

均得於下一續約年度晉升為

「白金領航員」辦法如下：

1.特級領航員：自續約年度契約
起始日後八週內推薦2位 (含 )以
上新直銷商並由推薦之入會者

產生積分達 8 0 0分者得晉升為
「白金領航員」。

2.領航員：自續約年度契約起始
日後八週內推廌4位 (含 )以上新
直銷商並由推薦之入會者產生

積分達1600分者得晉升為「白
金領航員」。

獎勵

不論您的領袖位階是什麼，只要您參加

USANA豐盛的獎勵計劃，您也有機會獲

得豪華旅遊、獎品及額外現金獎賞。

領袖紅利

USANA會撥出部份的全球總團隊銷售額，

平均分予所有合資格領取的直銷商。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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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袖紅利(於2012年，其總額超過1仟

4佰萬美元)將每週給予達到特定領袖位

階，並持續推薦新直銷商，以及建立龐

大事業組織的領袖們。您獲得的紅利份

額將視乎您的領袖位階、事業組織的規

模，以及您的組織在指定期間取得的分

數。

菁英紅利

每三個月，超過美金$100萬的紅利將會

平均分予USANA最高收入之40名直銷

商*。菁英紅利是USANA每一季總團隊

銷售額中提供一個百分比，符合資格的

直銷商將被分為五個組別獲發紅利。這

是讓您獲得更高潛在收入的強大途徑。

*每季實際發放之紅利金額也會不同。

開始事業前

在您開始事業前，首先您需填妥及簽署

直銷商申請表及協議書。然後，遞交正

本予USANA處理相關的資料，並支付購

買創業套裝(BDS)之費用。您亦可透過

網上入會遞交申請資料。一旦我們收到

及處理您的申請後，您即可透過推薦其

他人成為直銷商或優惠客戶，開始建立

USANA事業。USANA直銷商可立即開始

以優惠價購買產品供自用及轉售產品，

以賺取零售利潤。

開始

當您購買產品供自用及轉售予零售客戶

時，您可從每個產品中累積到分數。您

需要於每個月取得特定的分數以保持事

業活躍，即個人銷售額。

但您毋須擔心，因您並不是孤軍作戰。

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能協助您成功，

並著重團隊合作。您每一位團隊成員累

積之分數，將總計至團隊銷售額。團隊

銷售額便是依您團隊共同累積之分數，

它會決定您賺取到的佣金金額。

步驟1：

啟動您的商務中心

雙向式獎勵計劃以商務中心為重心。商

務中心是您建立事業活動的中心，使您

可以購買產品、獲得分數及累積銷售

額，就像開啟一家商店一樣。要開始您

的事業，您可以選擇啟動一個或三個商

務中心，而這視乎您希望建立的事業規

模之大小。

啟動一個商務中心

要啟動一個商務中心，並開始賺取佣

金。您需要取得200分個人銷售額。您

可透過單一次訂單訂購產品供自用及/或

供客戶使用，從而取得所需的銷售額；

或可透過多張訂單，累積所需銷售額。

但緊記，您的商務中心將會在您取得足

夠的個人銷售額才開始啟動。您的第一

個商務中心名稱為BC1。

啟動三個商務中心

要啟動三個商務中心(BC1,BC2及BC3)，

您必須於成為新直銷商後之首六個星期

五內，取得400分個人銷售額。若您於

限期內未能成功取得所需的銷售額，您

將會失去第二及第三個商務中心(BC2及

BC3)。若您的首次產品訂單相等於最少

400分個人銷售額，400分將會自動分

配至三個商務中心，其中200分個人銷

售額將分配至商務中心1(BC1)，而商務

中心2(BC2)及商務中心3(BC3)則各分配

到100分。即您的商務中心1(BC1)左、

右兩邊，均有100分開始運作，並使您

更輕易獲得首張佣金支票。這是啟動三

個商務中心的優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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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申請自動訂貨

在您銷售USANA優質的產品前，您應該親

身體驗其功效，使其他人也能從您的身上

見證產品的優越功效。自動訂貨則是讓您

能方便地取得產品持續享用的方法。專為

直銷商及優惠客戶而設的自動訂貨，會定

期直接運送您需要的產品給您。您可以自

行決定需要訂購的產品，以及相隔多久運

送產品給您。這是一個絕佳的方法，使您

保持足夠的產品使用量，您能輕鬆享用到

所需產品外，亦可持續實行您每日的營養

補充方案。此外，穩定的安全存量能使您

有足夠產品轉售予零售客戶，有助提升您

的收入。最好是您可透過自動訂貨，以優

惠價再九折來購買適用於此優惠之產品。

您 只 需 填 妥 自 動 訂 貨 單 或 於

USANAtoday .com輸入訂購資料，設定您

希望每四週自動收到的產品及銷售工具，

便可輕易享受到此計劃為您帶來的事業優

勢。我們會確認指定收貨地點及您填妥的

訂單資料無誤後，直接運送產品至您的家

中或辦事處。請立即設定您的自動訂貨！

★請注意:所訂購的產品如果您無法銷售

或自己消費至少70%，則您必須退出自

動訂貨計劃。

步驟3

開始建立事業

無論您決定以一個商務中心或三個商務中

心開始建立事業，最重要的是您已踏出第

一步。

以一個商務中心建立事業

透過招攬新客戶，您便可以開始建立事

業。您需要推薦兩名新直銷商加入您的組

織(例如：圖一的阿珍與阿寶)。這兩位新

團隊成員會分別放置在您的商務中心左邊

及右邊，而當您們三人招攬到新客戶及推

薦新團隊成員，您的商務中心便會開始發

展。

例如：您已推薦第三位新直銷商秀玲。您必

須將秀玲放置在您組織中某位置，故此您放

置她在您商務中心右邊的阿寶之下。不單您

能受惠於秀玲建立事業所取得的銷售額，阿

寶亦能因此受惠。USANA獨特的雙向式獎

勵計劃著重合作性，透過您和您的團隊成員

通力合作，一起建立成功的事業。

我如何在我的團隊中加入一位新
成員呢？

定位資料必須清楚列明於直銷商申請表及

協議書，故此您需與您的新團隊成員先作

溝通，並填妥這份表格。若您是推薦人，

請緊記於「推薦人資料」欄位填上您的直

銷商編號，在「定位資料」部份，請列明

您將放置的新團隊成員在那一名直銷商之

下，以及其直銷商編號。您亦需列明您將

該新直銷商放置在所屬商務中心編號的左

或右邊。例如：若您已推薦新直銷商秀

玲，以及將她直接放至您的商務中心1之右

邊；則您需在「定位資料」填上您的直銷

商編號，並於商務中心填上BC1(或001)，

再以勾選指示其放置位置為「右邊」。

備註：請確保填寫的定位資料準確無誤。

資料一經輸入公司系統，將不能更改新團

隊成員的定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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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個商務中心建立事業

以三個商務中心開展事業基本上與以一

個商務中心開展事業相同，不同的只是

您現在擁有兩個商務中心讓您放置新團

隊成員(見圖二)。一旦您啟動三個商務

中心，您即可開始建立BC2及BC3，方

法與您以一個商務中心，開始建立BC1

事業大致相同。您可直接放置四位新團

隊成員在您的第二及第三商務中心之

下，也可以持續透過個人銷售取得分

數。以三個商務中心建立事業的優處是

您只需在兩個商務中心下建立團隊，便

可從三個商務中心獲得收入。即您透過

在BC2及BC3新增團隊成員來建立您的

事業，但您將可透過三個商務中心獲取

佣金，因為BC2及BC3取得的團隊銷售

額，將匯入至BC1。

透過您的商務中心賺取佣金

隨著您的組織擴展，團隊銷售額將會累

積增加。團隊銷售額是經過您和您的團

隊成員於單一商務中心個別取得的個人

銷售額分數。(註：團隊銷售額並不包

括BC1的個人銷售額。您需每月達到特

定的個人銷售額要求，以保持商務中心

活躍。另外，這些分數將被計算至您推

薦人之團隊銷售額，但不會被計算至您

自己的團隊銷售額。但是，在三個商務

中心的情況，BC2及BC3取得的個人銷

售額將會匯入至BC1，計入您BC1團隊

銷售額。)一旦每個人的個人銷售額分

數集合計算為團隊銷售額，您便開始賺

取到佣金。

備註：如要從團隊銷售額中獲取佣金，

您必須是活躍的USANA直銷商，即於每

四星期運轉週期中，在您的BC1取得

100分個人銷售額(或200分銷售額，以

符合多個商務中心領取佣金資格)外，

您的商務中心每一邊必須達到最少的累

計團隊銷售額分數要求。另外，您必須

遵守直銷商協議之銷售要求。

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的成功關鍵是保

持團隊平衡與發展，即盡量保持您的商

務中心左邊及右邊取得對等的銷售額。

您的商務中心取得較少分數之一邊為潛

力邊，即您需要努力發展的一邊，以達

致商務中心兩邊取得對等的團隊銷售

額。無論左或右邊也有可能是您的潛力

邊，他們亦可能隨著您建立的事業而有

所改變。

佣金計算方法

佣金是以佣金分數為計算單位，再換算

為您當地的貨幣。要計算您取得的佣

金，只需簡單地找出您商務中心左邊及

右邊團隊銷售額對等(對碰)的分數，然

後再乘以20%(或0.2)。或找出您潛力邊

取得的團隊銷售額，然後乘以20%。要

取得一張佣金支票，您需於商務中心的

每一邊各取得最少125分團隊銷售額。

當您達到此要求，您將會賺取到25分佣

金分數，這個分數將會換算為您當地的

貨幣，以支付佣金給您！

例子：若您選擇以一個商務中心開始

建立事業(見圖三)，於某一星期，您

的商務中心左邊累積總共400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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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額，而您的右邊則共累積450分。

首先，我們要確實您在每一邊達到最

少125分團隊銷售額的要求。由於您已符

合此要求，我們便會將您潛力邊取得的團

隊銷售額乘以20%作為您的佣金。於此

例子中，您的左邊是潛力邊，因此我們便

會將400分團隊銷售額乘以20%(0.2)=80

分佣金分數。

這個佣金分數將換算為您當地的貨幣，以

支付佣金給您。

請緊記，在計算佣金時，我們不會計算層
級，只會計算所得的分數。例如：於某一
星期，若阿珍及其他所有在她之下的成員
共取得2,100分團隊銷售額(左邊)，而阿
寶及其他所有在他之下的成員取得2,100
分團隊銷售額(右邊)，您則會賺取到420
分佣金分數，您毋須理會銷售額在您團隊
中那一層級產生。若您的目標是每週賺取
1,000分佣金分數，您則需要於每週在您
的商務中心左、右兩邊，各取得5,000分
團隊銷售額。

在USANA，佣金是每週計算及發放的，

因此您很快便會獲得回報。大部份的直銷

計劃，只會每月計算佣金，並要到下月底

才發放佣金。即是直銷商需要等待大約兩

個月，才可獲得在第一個月月初所賺取的

佣金。因此，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的

最大特色，將可有效激勵您的團隊成員發

展業務，並持續取得成功。

收入對比：一個商務中心和三個
商務中心

在圖四中，假設每一個商務中心(包括您

自己的商務中心)均是活躍的。見圖四

-1，您有一個商務中心，您和您的團隊成

員努力合作，並在您的商務中心左、右

邊各取得1,200分團隊銷售額。由於兩邊

的分數對等，佣金計算方法便是1,200分

乘以20%，等於240分佣金分數，該佣金

分數將換算為您當地的貨幣，以支付佣

金給您。

計算您以三個商務中心取得的每週總佣金

見圖四-2，您亦只需簡單地將左、右兩邊

對等所得的總團隊銷售額，再乘以20%。

於這個例子中，您的第二及第三個商務中

心(BC2及BC3)的左、右邊各取得600分團

隊銷售額。因為BC2左、右兩邊的分數對

等，所以沒有潛力邊，得出600分對等佣

金分數；同樣地BC3左、右兩邊的分數也

對等，因此再得出600分對等佣金分數。

最後，我們還要加上BC1取得的佣金分

數。由於BC2及BC3位於您的BC1之下，

因此第二及第三個商務中心的團隊銷售額

將匯入至第一個商務中心。可見三個商務

中心能為您帶來雙倍佣金。

請緊記，您的第一個商務中心左邊之總團

隊銷售額，包括BC2取得的所有團隊銷售

額(即共1,200分)；而右邊的總團隊銷售

總佣金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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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經BC3匯入至BC1)也有1,200分。因

為BC1左、右兩邊的分數對等，在計算

總佣金分數時，再加上1,200分。

現在，我們將每一個商務中心取得的總

團隊銷售額，然後乘以20%，便能計算

出當週總共取得480分佣金分數。以此

對比您以一個商務中心取得相同的總團

隊銷售額所得之240分佣金分數，可見

其可取得的佣金大為不同。

累積銷售額

您的商務中心左、右兩邊各取得的團隊

銷售額，未必每次也是對等的。若有任

何剩餘的團隊銷售額(每邊最高5,000分

)，將會累積至下一個佣金週期計算。

在圖五-1，假設每一個商務中心均為活

躍，並符合資格領取當週的佣金。在圖

五-1，您有一個商務中心。您和您的團

隊已在商務中心的左邊取得1,400分團

隊銷售額，而右邊則取得1,500分團隊

銷售額。因此，左邊是您的潛力邊，該

邊取得的團隊銷售額，將用於計算佣

金。即您將以每邊1,400分的對等分數

來獲取佣金，相等於28 0分佣金分數

(1,400X20%=280)。由於左邊所有分數

已用作計算佣金，因此沒有分數累積至

下一個佣金週期計算。但您的商務中心

右邊餘下的100分，將會累積至下一個

佣金週期計算(及每一個隨後的佣金週

期，直至這些分數達到最少125分與左

邊對等之要求)。

在圖五-2，BC2的左、右兩邊取得的對等

團隊銷售額為700分；BC3的左、右兩邊

對等團隊銷售額則為750分；這兩個商務

中心取得的團隊銷售額，同時會匯入至

BC1，但兩邊分數並不是對等的。

BC1的潛力邊是左邊，共有1,400分，故

此這個分數會總加至計算總團隊銷售

額。現在，我們可以總計所有取得之團

隊銷售額，再乘以20%，即等於570分

佣金分數。在這個例子中，BC1的左邊

將沒有分數累積至下一個計算佣金週

期，但其右邊則有100分累積。保持商

務中心活躍要從USANA雙向式獎勵計劃

中獲取佣金，您必須達到最低的個人銷

售額要求，以保持您的商務中心活躍。

要保持一個商務中心活躍，您必須在每

四星期運轉週期中，達到最少100分個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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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銷售額。要保持兩個或以上商務中心活

躍，您須在每四星期運轉週期中，達到最

少200分個人銷售額。

注意：若您以三個商務中心開始建立事

業，您毋須一開始便取得200分個人銷售

額。即使您有三個商務中心，您亦可以選

擇專心發展BC1。因此，您只需取得100

分個人銷售額，便能使BC1符合資格領取

佣金。直至您希望從您的第二及第三個商

務中心領取佣金，您才需要在每四星期運

轉週期中，將您的個人銷售額提升至200

分。請注意，只有在您取得200分個人銷

售額時，您的第二及第三個商務中心才會

開始累積銷售額。

此外，您必須明白，您在任何四星期運轉

週期所累積的首次200分個人銷售額，會

歸入您的第一個商務中心(BC1)。若在任

何時間，您的商務中心不再活躍，您所有

商務中心的分數將會被全數取消。當商務

中心再次活躍時，銷售額亦會由0分開始

計算。請緊記，您必須達到指定的銷售額

要求，方符合資格領取佣金。

四星期運轉週期

一個四星期運轉週期，是指您在訂購一張

100分或以上的產品訂單後，開始計算的

四個佣金派發日(即連續四個星期五)所組

成的週期。

自動訂貨：節省金錢 節省時間

自動訂貨讓您體驗到方便快捷的購物方

式外，自動訂貨還可享有優惠價10%的折

扣，讓您能節省金錢，以及增加您的零

售利潤。要享受此優惠，您需要預先設

定自動訂貨，以致系統能自動將您的訂

單作週末訂單處理。另外，只有附帶分

數的產品，才有折扣優惠，因此某些產

品如商標商品、銷售工具等沒有附帶分

數(銷售額)，均不能享受到自動訂貨的折

扣優惠。

優惠客戶

增加團隊銷售額之另一方法，是在您的商

務中心左、右邊增加優惠客戶。優惠客戶

可以優惠價格訂購產品(以及透過自動訂

貨享有額外折扣優惠)，但他們無法賺取

佣金。雖然您未能在優惠客戶的訂單上，

賺取零售利潤，但他們的訂單可為您帶來

銷售額分數，增加其所在位置一邊的團隊

銷售額。

啟動新增商務中心

當您的商務中心達到最高指標(即商務中心

左、右兩邊均取得5,000分團隊銷售額)，

您將獲發一張電子新增商務中心證書。您

可從每個達到最高指標的商務中心，獲得

最多兩張證書來啟動新增的商務中心。新

增商務中心證書可讓您在團隊的最底層啟

動一個新商務中心，您可藉此在更深入的

層次協助您的團隊成員發展事業。一旦您

決定在組織中那一個位置啟動您的新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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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見圖六)，下一步您便需連同新

增商務中心的位置資料，向直銷商服務

中心提交書面申請。此外，您的書面申

請必須連同產品訂單一起提交。新增商

務中心證書並沒有期限。

您的首兩個新增商務中心可放置在您組

織的最底層，但日後的新增商務中心之

位置，必須與其他現有的商務中心之間

相隔最少10個活躍直銷商之BC1商務中
心。為放置「新增商務中心」目的而定
義，一名活躍的直銷商為符合資格領取
佣金的直銷商。您可以額外200分個人
銷售額啟動新商務中心，如步驟1所示(
此分數不包括在四星期運轉週期內，您
所需保持商務中心活躍的100或200分
個人銷售額)。一旦您已啟動您的新商務
中心，您需於每四星期運轉週期中，取
得200分個人銷售額，以保持新啟動的
商務中心及其他現有的商務中心活躍。
無論您有多少個商務中心，您也只需達
到200分個人銷售額之要求。一旦您啟
動一個新商務中心，您便可以開始在其
下建立團隊。當您在某單一佣金週期，

新商務中心的左、右兩邊各取得5,000
分團隊銷售額，您將獲發另一張新增商
務中心證書，從而便可啟動另一個新商
務中心。由於您可在每個原有的商務中
心獲發最多兩張新增商務中心證書，而
每個新商務中心亦可再獲發兩張新增商
務中心證書。因此實際上，您可在組織
中擁有無限個的商務中心。由於每一個
新商務中心也可透過銷售而取得佣金
外，還可為您組織上的所有商務中心取
得佣金，因此發展新商務中心能協助您
整個團隊發展得更穩健。

轉移一個新增商務中心 

一旦已放置一個新增商務中心，其位置

是不能移動的。然而，在新商務中心於

過去六個月均沒有任何活動(團隊銷售額

或個人銷售額)，而又符合所有有關商務

中心位置規則的情況下，USANA保留允

許該商務中心位置轉移的權利。任何有

關要求須以書面申請，並必須獲得

USANA監察部審批。

領袖晉級

領袖位階是以您所有的商務中心，共同

取得之總佣金分數*而定。以下是各領

袖位階的名稱及需取得的佣金分數之 要

求。每晉升一階，您便可獲得領袖襟章

一枚。當您晉升至更高位階，便不再重

返之前的較低位階。

分享者：

一星期內取得 50 分佣金分數

堅信者：

一星期內取得100 分佣金分數

創業者：

一星期內取得 200 分佣金分數

成就者：

一星期內取得 400 分佣金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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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一星期內取得 600 分佣金分數

銅董事：

一星期內取得 800 分佣金分數

銀董事：

一星期內取得 1,000 分佣金分數

黃金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000 分佣金分數

紅寶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2,000 分佣金分數

翡翠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3,000 分佣金分數

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4,000 分佣金分數

一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5,000 分佣金分數

二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6,000 分佣金分數

三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7,000 分佣金分數

四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8,000 分佣金分數

五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9,000 分佣金分數

六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0,000  分佣金分數 

七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1,000  分佣金分數

八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2,000  分佣金分數

九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3,000  分佣金分數

十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4,000  分佣金分數 

十一星鑽石董事：

連續四星期內取得 15,000  分佣金分數

爾後晉升之領袖位階，每晉升一階需額外

增加 1,000 分佣金分數，依此類推。

*總佣金分數包括透過自動訂貨達最高指

標的商務中心所取得的佣金分數，但不

包括領袖紅利、菁英紅利、終生對等獎

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