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成功的階梯

級別晉升獎金

活動日期至2017/8/13

獎金高達$10,500美元!
個人首次晉升顧問獎金

水晶總監獎金(入會後60天)

US$50

US$250

水晶執行總監獎金(入會後120天)

US$750

水晶首席總監獎金(入會後180天)

US$1,000

1星獎金

US$1,000

5個循環

US$500

2星獎金

US$2,000

3星獎金

US$3,000

不只如此！憑藉發展領袖們來領取更多獎金！
親推顧問獎金

您的首20位親自發展的顧問，每一位可為您賺取$100美元獎金。

如何符合領取獎金資格

合計     US$8,550

US$2,000
總計 US$10,550

• 晉升為顧問獎金級別(就從首次晉升顧問，領取$50美元開始!)
• 加入後180天內，您即有機會賺取超過$10,500美元獎金

具體的獎金金額將依據外匯匯率乘數計算。如需計算您所在市場的等值，您只需將所示的美金金額乘以適用於該市場的外匯匯率乘數。
這個數值每季都可能根據公佈的匯率而變化，並於下一季度生效。
級別晉升獎金被視為一種推廣，不屬於一般獎勵計畫的一部分。
Isagenix獨立聯營商的報酬水準因投入時間以及決心而異。請登錄IsagenixEarnings.com了解更多資訊。

請登入
IsagenixBusiness.com
了解更多資訊

邁向星級循環(並賺取額外獎金)
賺取所有級別晉升獎金，高達$10,000美元獎金

獎金

首次賺取5個循環並成為活躍顧問級別或更高級別*............................................................................................... US$250
再次賺取5個循環並成為活躍顧問級別或更高級別*............................................................................................... US$250
5個循環獎金合計....................................................................................................................................................... US$500
首次晉升1星(1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總監級別或更高級別)*..................................................................................... US$500
再次達到1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總監級別或更高級別*............................................................................................. US$500
10個循環獎金合計..................................................................................................................................................... US$1,000
首次晉升2星(2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執行總監級別或更高級別)*............................................................................. US$1,000
再次達到2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執行總監級別或更高級別*..................................................................................... US$1,000

20個循環獎金合計..................................................................................................................................................... US$2,000
首次晉升3星(4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首席總監級別)*................................................................................................ US$1,500
再次達到40個循環並成為活躍首席總監級別*......................................................................................................... US$1,500

40個循環獎金合計..................................................................................................................................................... US$3,000

獎金總額= . ...................................................................................................................... ..........US$6,500
除了您的一般獎勵之外，還有$6,500美元額外獎金等您來拿！拓展您事業，同時享受級別晉升的特別獎勵。
級別晉升獎金是一項推廣活動，並不屬於一般獎勵計畫的一部分。
*您必須在同一個獎金週內符合首次或第二次達到，並於上一個獎金週至少一天為顧問獎金級別。

您可以在入會後的首60天內賺取$600-$800 USD獎金
只要您貫徹「您分享，他們分享，重複。」

套  裝

• 體重管理全效套裝
• 快速啟動套裝
您

1 加入ISAGENIX
2 您分享
3 他們分享

一周內，

幫助兩位朋友以上述套裝加入Isagenix
= $150美元獎金

幫助您的兩位成員，再各自

幫助兩人以上述套裝加入Isagenix
= $200美元獎金

=$250美元水晶總監獎金
如於加入後60天達成

總金額=$600美元+百萬美元分紅獎金

您保持活躍並擁有總監或以上位階的任何一週裡，您將會在4百萬美元分紅獎金計畫中賺取
兩份分紅點數！所以您可以額外賺取高達$600-$800美元獎金！**

具體的獎金金額將依據外匯匯率乘數計算。如需計算您所在市場的等值，您只需將所示的美金金額乘以適用於該市場的外匯匯率乘數。
這個數值每季都可能根據公佈的匯率而變化，並於下一季度生效。

水晶首席總監計畫

您的

這是幫助您成為水晶首席總監圖表。首先填入您的新隊員姓名，要成為首席總監，您必須分別在您的左右銷售團隊各親自推薦5位，
接幫助他們成為顧問，當您在180天內達到以上條件，您將獲得水晶首席總監的資格。

x5

+
+
+
+
=

US$50
US$250
US$750
US$1,000
US$2,000

晉升顧問獎金
水晶總監獎金(在加入後60天內達成)
水晶執行總監獎金(在加入後120天內達成)
水晶首席總監獎金(在加入後180天內達成)
親推顧問獎金(每位$100美元) (上限20位)

US$4,050* 獎金金額!

(180天內從顧問晉升至水晶首席總監)

您

1

左銷售團隊

姓名
電話

US$100

3

US$50

姓名
電話

US$250

US$100

如在入會後60天內達成，即可賺取

水晶總監獎金

姓名

2

右銷售團隊

電話

4

姓名
電話

US$100

5

姓名
電話

US$100

7

US$100

US$750

5

姓名
電話

US$100

如在入會後120天內達成，即可賺取

水晶執行總監獎金

7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US$100

9

姓名
電話

US$100
Isagenix獨立聯營商的報酬水準因投入時間以及決心而異。

US$100

US$1,000

如在入會後180天內達成，即可賺取

水晶首席總監獎金

10

姓名
電話

US$100

*入會超過180天的聯營商在參加水晶挑戰時，將不具有領取$1,000美元水晶首席總監獎金的資格。水晶總監級別須於入會後60天內達成，水晶執行總監須於入會後120天內達成，水晶首席總監須於入會後180天內達成。

級別晉升獎金常見問題
表揚級別................................................獎金
個人首次晉升為顧問.......................................... $50美元

親推第1位聯營商成為顧問.......................................$100美元
親推第2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晉升表揚級別為總監。在加入後60天內晉升為水晶總監級別可獲得$250美元。
親推第3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親推第4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親推第5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親推第6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晉升表揚級別為執行總監。在加入後120天內晉升為水晶執行總監級別可獲得
$750美元獎金
親推第7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親推第8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4. 我符合賺取哪種獎金呢?

若您在2017年2月20日前已經完成5個循環且達到顧問級別，您將無法賺取
5個循環獎金。您有資格賺取任何您尚未賺取過的獎金。

5. 根據我已經達到的級別，我怎樣才能領取下個獎金？ (PD=親自發展)
我現有級別
聯營商

晉升為顧問

顧問

賺取5個循環

總監/水晶總監

晉升表揚級別為首席總監。在加入後180天內晉升為水晶首席總監級別可獲得
$1,000美元獎金。
在180天內親推第11-20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0美元

舉例：Jane於2017年2月24日入會。她在加入後的48小時之內晉升顧
問，並會獲得$50美元晉升顧問獎金。Jane可以藉由她每位親自發展的
顧問賺取$100美元（上限為首20位）
。如果Jane在加入的60天內親自
發展兩位顧問，她即可晉升至水晶總監並賺取$250美元獎金。若Jane
在加入的120天內親自發展六位顧問，她即可領取$750美元獎金。若
Jane在加入的180天內親自發展10位顧問，她即可領取$1,000美元水
晶首席總監獎金。

        Jane總共可以賺取：

$50美元 晉升顧問獎金

$250美元 水晶總監獎金

$750美元 水晶執行總監獎金

$1,000美元 水晶首席總監獎金

$1,000美元 親自發展10位顧問
$3,050美元 級別晉升獎金

• 您只有在加入Isagenix前180天之內晉升水晶首席總監才可領取水晶
2.

首席總監晉升獎金。如水晶競賽合格者，因入會超過180天，將不具有領
取$1,000美元水晶首席總監獎金的資格。

級別晉升獎金如何發放?

•晉升顧問獎金、水晶總監、水晶執行總監、水晶首席總監獎金及親推顧問
獎金於4週後發放
•所有循環獎金於5週後發放

3.

•印尼需要多1週處理獎金

如我已領取級別晉升獎金，我可以再次擁有領取資格嗎? 我怎樣
可以再領取獎金呢?
只有第一次晉升到更高水晶級別的會員可以賺取獎金。

所有的會員，不論級別，在加入Isagenix後親自發展20位顧問後皆有資格獲
得高達$2,000美元獎金。
若您在Isagenix已經親自發展了超過20位的顧問，則您將不符合賺取親推
顧問獎金的條件。親推顧問獎金不適用於水晶啟動獎勵推廣。

$100美元親推顧問獎金(上限20位)

再次賺取5個循環

$250美元

水晶總監-在加入的60天內
親自發展2位顧問

水晶執行總監

首席總監/

水晶首席總監

$250美元
US$250

水晶總監獎金

首次晉升1星(10個循環)   

$500美元

執行總監-親自發展6位顧問

$750美元

再次達成1星(10個循環)
執行總監/

您能賺取什麼

$50美元晉升顧問獎金

親自發展多達20位顧問
總監－親自發展2位顧問

親推第9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親推第10位聯營商成為顧問..................................... $100美元

行動

水晶執行總監-親自發展6顧問
在加入的120天之內

$500美元
水晶執行總監獎金

達成2星(20個循環)

$1,000美元

首席總監-親自發展10位顧問

$1,000美元

再次達成2星(20個循環)
(左右銷售團隊各5位)

$1,000美元

水晶首席總監－在加入的180日 水晶首席總監獎金
之內親自發展10位顧問
(左右銷售團隊各5位)

首次晉升3星(40個循環)
再次達成3星(40個循環)

$1,500美元*
$1,500美元*

* 若您在2017年2月20日之前曾經賺取過5個循環或1-3星的獎金，您不能再次領取5個循
環或1-3星的獎金。

6. 如何計算達成的級別?

首席總監對等獎金和從產品介紹獎金所賺取的循環，也計算在內。
零售利潤算在您達成的級別內，但不算在獎金內。

舉例: Jane的獎金級別是首席總監，她在一個獎金週內有38個循環，且於同
一個獎金週中獲得1個來自首席總監對等獎金的循環數，以及1個來自推薦
2位聯營商加入之產品介紹獎金$50美元(購買150BV MyPak)。這是Jane在
這個獎金週所賺取的：
38循環

+1循環 一 首席總監對等獎金

+1循環 一 產品介紹獎金 $50美元/$54美元（循環獎金）
40循環

在這情況下，Jane可以賺取3星獎金（40個循環+首席總監獎金級別)及領取
首次達成3星獎金的$1,500美元。
請注意您的達成級別只會在領取到獎金後才會生效。
條款及 細則

•此推廣根據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8月13日所達到的級別晉升。

•對於Isagenix獨立聯營商出現此刊物中的收入水準是範例，並且不應被解釋為典型或平均。收入水平的成
績取決於獨立聯營商個人的業務技能，個人野心，時間承諾，活躍狀態和人口因素。對於平均收入，請參閱
IsagenixEarnings.com網站Isagenix獨立聯營商的收益報表。

•此推廣僅適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香港及台灣。

•級別晉升獎金為推廣活動，不為一般獎勵計畫的一部份。

•Isagenix有權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更改競賽規則。Isagenix保留更改或扣除任何積分、獎金、表揚及獎勵的
權利，以確保維持本推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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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級別晉升獎金如何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