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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你加入Nerium大家庭
Nerium國際存在的目的很簡單：讓人們生活得更美好。因為這意味著從内至外改善人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很自豪
地以豐厚及創新的方式回饋你，使你可賺取收入。 

剛開始發展NERIUM事業時，你初步的目標是：  

1. 透過在線培訓中心了解如何建立你的業務。以最優惠價格建立自動送貨訂單（ADO）。

2. 在首30日內取得快速啟動資格（FSQ），賺取FSQ獎金。

透過持續分享及銷售Nerium的獨家產品及組建一個持續發展的品牌合作夥伴團隊，來不斷發展壯大你的Nerium業
務。我們的獎勵制度基於充分利用關係營銷的業務模式。

關係營銷
無論是面對面推介還是網上營銷，關係營銷已成為現今世界開展業務的方式。作為目前最有效的業務模式，營銷
者以其認識、喜歡及信任的人為營銷對象，充分利用這種關係或透過口碑營銷的方式來達到銷售目的。

與其投放資金於傳統的廣告（如電視、無線廣播或廣告牌），Nerium選擇由其品牌合作夥伴直接向他人宣傳我們
的產品，並給予該品牌合作夥伴相應的報酬。這是有效的雙贏營銷方案！

品牌合作夥伴有兩種方式可賺取收入：
1. 建立顧客群，獲取高達10%-25%的佣金。

2. 組建品牌合作夥伴團隊，並根據該團隊銷售給顧客的產品及團隊的業績賺取佣金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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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聚焦 
 取得快速啟動資格 
快速啟動資格（FSQ）獎金僅適用於你註冊後的首30日。
請務必立即採取行動，開始發展業務以贏取此獎金。 

FSQ獎金不僅會獎勵給有快速啟動資格的品牌合作夥伴，
同時也會獎勵給其個人推薦人及資深總監。設立該獎金
的目的是爲了認可及獎勵為取得快速啟動資格而付出的
努力，並對上線團隊成員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給
予肯定。 

在註冊後首30日內，你必須符合選項1或選項2中的條件
才可獲得快速啟動資格：

選項1

1.必須一直維持活躍狀態所需的個人業績要求。產生500     
    個人考核業績（PQV）。

2.個人購買產品及向零售和優惠顧客銷售產品均可產生     
   PQV。

3.個人推薦至少三位活躍的新品牌合作夥伴，安置在三  
   條獨立支系。

4.產生總計2,000考核業績（QV），該數目為你的PQV及 
   你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的PQV總和。PQV最高可佔 
   1,000 QV，個人推薦的各品牌合作夥伴的PQV最高可佔    
   1,000 QV。  

500 PQV

2,000
QV 總額

你本人

活躍的 
BP

活躍的 
BP

活躍的 
BP

選項2

1.   必須一直維持活躍狀態所需的個人業績要求。 

2.  個人必須推薦9名新優惠顧客。 

3.   必須取得總計1,000 自動送貨訂單業績（ADV）或更高
業績。

PCPC PCPC PC PCPC PCPC

你本人
1,000
ADV

如果從優惠顧客晉升為品牌合作夥伴的，則僅會計算晉升
後所推薦的優惠顧客（PC）業績。

FSQ 獎金
如果你在成為新品牌合作夥伴後的30日內符合快速啟動
資格的所有要求，則你將會獲得FSQ獎金，並即時晉升
為資深品牌合作夥伴（SBP）。視乎你先符合哪個FSQ選
項的資格要求，你將可獲得$1,200或$600獎金 。

如果你符合選項1的FSQ要求 

你將會獲得$1,200獎金。如果在品牌合作夥伴取得快速啟
動資格的當週，FSQ品牌合作夥伴的個人推薦人處於活躍
狀態，則該推薦人可獲得$400。位於安置架構的首名獎金
支付級別為資深總監（SD）的上線也可獲得$400。如果個
人推薦人同時也是FSQ品牌合作夥伴的首位合格資深總監
上線，該個人推薦人將得到總額為$800的兩項上線獎金。

本文件中的所有佣金及獎金均以港元支付。

你本人

BPBP

FSQ $1,200

$400

$400

BP

推薦人

資深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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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資格要求適用於品牌合作夥伴至總監級別。請參閱第11頁了解資深總監及更高級別的資格要求。 
本文件中的所有佣金及獎金均以港元支付。

如果你符合選項2的FSQ要求

你將會獲得$600的獎金。如果在品牌合作夥伴取得快速
啟動資格的當週，FSQ品牌合作夥伴的個人推薦人處於
活躍狀態，則該推薦人可獲得$200。位於安置架構的首
名獎金支付級別為資深總監(SD)的上線也可獲得$200。
如果個人推薦人同時也是FSQ品牌合作夥伴的首位合格
資深總監上線， 該個人推薦人將得到總額為$400的兩項
上線獎金。

.

$200

$200

FSQ $600
你本人

推薦人

資深總監

PC PCPC PCPC PC PCPC PC

獎金如何發放？

FSQ獎金在你每週的支票中發放。品牌合作夥伴、個人
引薦人及資深總監各自的獎金將在新品牌合作夥伴取得
快速啟動資格的當週發放。所獲得的獎金金額將反映選
項1或選項2所賺取的金額。 

直接的賺錢方式
每個月保持「活躍」狀態，即可符合Nerium國際獎勵制
度的資格，賺取收入。 

你可透過以下方式保持活躍狀態：†

•   透過向個人顧客銷售產品保持200PQV； 

 或者
•   透過個人產品ADO保持80PQV

1. 零售
品牌合作夥伴可在公司授權的網站及面對面銷售Nerium
產品並賺取零售利潤。你將賺取顧客與品牌合作夥伴 
所支付之價差。例如，如果零售訂單的價格為$1,600，
而品牌合作夥伴的價格為$1200，則你將賺取$400零售
利潤。

你還可以將個人庫存中的Nerium產品以零售價銷售。你
將可賺取建議零售價與你所支付的價差。你從個人庫存
中銷售的產品不會獲得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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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顧客推薦獎金
當你推薦的每位帶有自動送貨訂單（ADO）的新優惠顧
客，你可從他們的第一筆訂單賺取顧客推薦獎金（CAB）。
他們的ADO將在下個月處理。

你有兩種方式可賺取更高級別的顧客推薦獎金：你可以
晉升至更高的級別，或者推薦更多活躍的優惠顧客。二
者均可得到更高的佣金。 

CAB （按晉升級別）

品牌
合作夥伴

資深品牌
合作夥伴  總監 

資深總監
及更高級別

賺取的百分比 10% 20% 25% 30%

CAB （按優惠顧客數量）

3. 個人顧客佣金
除了零售佣金外，你還可獲得個人顧客佣金，該些佣金乃
根據購買產品而產生的個人考核業績（PQV）計算。**
這包括向優惠顧客、零售顧客銷售的產品，以及你為滿
足個人使用及銷售庫存的需求而購買的產品。

如果在一個月內，你的個人購買和顧客銷售顧客佣金計算
基數（CCV）超過200，你可賺取每月CCV總額10%-25%
的佣金。10%的個人顧客佣金在每週獎金期支付，而餘
下部分在每月獎金期支付。

個人購買、零售顧客銷售及優惠顧客第一筆訂單後的自
動送貨訂單會計算入CCV總額中。 

CCV 收入

  
顧客佣金計算基數 （CCV） 潛在收入

201–400 10%

401–1,000 15%

1,001+ 25%

例如，如果你一個月累積了1,008 CCV，1,008 CCV - 200
最低CCV = 808 CCV，然後808 CCV x 25% = $1,616個人顧
客佣金。

個人、零售或優惠顧客訂單的首200 CCV不會被支付任何
個人顧客佣金。 不超過200 CCV的所有業績按90%佣金
計算基數（CV）記入上線團隊佣金。 

達到10%的級別，則按80% CV記入上線團隊佣金。達到
15% 的級別，則按70% CV記入上線團隊佣金。達到25%
的級別， 則按50% CV記入上線團隊佣金。

4. 套裝獎金
在你個人推薦的新品牌合作夥伴加入後30日內，向他們
售出一個或多個合格套裝，即可賺取10%–30%的獎金。

該獎金按照推薦人架構在每週獎金期發放。

品牌合作
夥伴

資深品
牌合作
夥伴 總監

資深     
總監

執行     
總監

區域      
營銷     
總監

國家      
營銷      
總監 

創業/
行動  
套裝

10% 15% 20% 24% 26% 28% 30%

*優會顧客必須在過去3個月內完成付費ADO才可以計算為3-6-9的活躍用戶。
**已享有CAB或套裝獎金的訂單將不再享受個人顧客佣金。CAB及套裝獎金根據QV支付。.

3位優惠顧客  
  

6位優惠顧客 
  

9位優惠顧客  

賺取的百分比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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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及資格要求
總監60獎金
帶領你的團隊獲得成功可取得額外獎勵。如果你在註冊後首60日內符合以下要求，即可挑
選一部蘋果iPad、$2,800現金獎勵或者6瓶緊致煥膚晚霜作爲獎勵：

• 一直維持活躍狀態所需的個人業績要求。

• 在首30日取得500PQV。

• 在首60日內晉升至總監級別。

資深總監獎金
只要達到資深總監或以上級別，你將會有資格贏取Lexus汽車獎金或現金獎勵（由你
選擇）。在你保持資深總監或更高級別並保持活躍，Nerium將每月為你提供現金獎勵或Lexus汽車獎金，供你購
買銀灰色、珠光白或花崗岩色的Lexus汽車。 這筆獎金在每月獎金期結算並發放。請注意，你必須每月均符合資
格才能獲得當月的獎金。每週的級別晉升和寬限期並不符合資格。如需要完整詳情請參閱你的線上業務中心的
「Lexus獎金資格」。

級別 汽車獎金 現金獎勵

資深總監 $4,000 $2,600

執行總監 $4,000 $2,600

區域營銷總監 $4,000 $2,600

國家營銷總監 $6,000 $3,900

1星國家營銷總監 $6,000 $3,900

2星國家營銷總監 $6,000 $3,900

3星國家營銷總監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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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長期收入†

指導佣金 
你個人推薦的每位品牌合作夥伴賺取的團隊佣金、領袖發展佣金、套裝獎金、顧客推薦獎金和級差獎金中賺取最
多10%的指導佣金。

示例
不含指導佣金的每月

收入
你個人推薦的品牌
合作夥伴的收入* 指導佣金的上限 指導佣金的計算方式

示例 #1 
 5%

$800 $22,400 $1,120 不具備FSQ資格的品牌合作夥伴或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指導佣金
為5%。*

示例 #2 
 10% $800 $22,400 $2,240 具備FSQ資格的品牌合作夥伴、總監或更高級別，指導佣金為

10%。**

 示例 #3 
 10%

$3,200 $40,000 $3,200 指導佣金不可超過你每月的收入。

示例 #4 
10%

$12,000 $80,000 $8,000 指導佣金等於你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收入的10%。**

團隊佣金  
團隊佣金是根據你團隊的產品銷售所產生的佣金計算基數（CV）來計算。作為品牌合作夥伴，你的重要任務是建
立強大的零售和優惠顧客群，並帶領其他品牌合作夥伴建立強大零售和優惠顧客群以組建團隊。晉升至資深品牌
合作夥伴級別即可開始賺取團隊佣金。隨著你團隊日漸擴大，你的團隊佣金收入將增加。

• 你達到的級別越高，可從中賺取佣金的層數越多。

• 採取「壓縮」佣金機制，令你可從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或更高級別支系的較下層銷售業績中賺取佣金。在計算團
隊佣金時，僅將活躍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或更高級別算作層數。品牌合作夥伴的佣金計算基數因此記入下一合
資格層。

• 除活躍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或更高級別外，其他任何顧客或品牌合作夥伴產生的佣金計算基數將被「壓縮」，
並記入相應層的佣金計算基數中。

• 該獎金按照安置架構在每月獎金期發放。

有關按列出的團隊佣金的列表，請參見第15頁上的圖表。

†必須維持活躍狀態所需的個人業績要求，才能獲得領袖收入，包括指導佣金、級差獎金、團隊佣金、Nerium美好生活獎金和領袖發展獎金。
*不具備FSQ資格的品牌合作夥伴或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指導佣金最高為$1,200或5%。  
**如果你具備快速啟動資格或達到總監或更高級別，可得到最高$2,400或你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收入的10%，直至你的月收入超過$2,400。
本文件中的所有佣金及獎金均以港元支付。

= 10% 從品牌合作夥伴的收入
中賺取高達10%的佣金

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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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保持個人NMD資格要求以維持級別。必須符合賺取美好生活獎金的所有資格要求。寬限期不適用。

級差 

視乎你的級別而定，你的下線品牌合作夥
伴每推薦一位新優惠顧客或向新品牌合
作夥伴售出一份考核套裝，你即可賺取一
份級差獎金。

要取得該級差獎金，上線必須在首30日取
得500PQV，或晉升至總監或更高級別。

這些獎金按照推薦人架構在每週獎金
期發放。

6%

10%

9%

5%

套裝級差獎金示例：
合格的國家營銷總監

合格的資深總監

合格的品牌合作夥伴 
賺取套裝獎金

合格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

創業
套裝

CAB 級差獎金示例：
合格的資深總監

合格的總監

合格的品牌合作夥伴 
賺取CAB獎金

合格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

5%

5%

Nerium美好生活獎金
如你符合以下級別資格，Nerium會將此獎金與你的每月佣金一倂支付！

領袖發展獎金（LDB）    
Nerium透過頒發領袖發展獎金獎勵領袖對團隊發展的貢獻。從1星國家營銷總
監級別開始，你可從自己整個下線團隊（下至下一個同等級別或更高級別的品
牌合作夥伴）的佣金計算基數中賺取額外1%-3%。   

該獎金按照推薦人架構在每月獎金期發放。

1星國家營銷總監 2星國家營銷總監 3星國家營銷總監

領袖發展獎金 領袖發展獎金 領袖發展獎金

從團隊賺取1% 從團隊賺取2% 從團隊賺取3% 

10%

10%

這些獎金是在團隊佣
金之外額外支付的！

執行總監 區域營銷總監 國家營銷總監†† 1星國家營銷總監†† 2星國家營銷總監†† 3星國家營銷總監†† 4星國家營銷總監††

$2,400 $4,000 $12,000 $14,000 $16,000 $48,000 $56,000

5星國家營銷總監†† 國際營銷總監††
  

黃金國際營銷總監††
 

鑽石國際營銷總監††
雙鑽石國際營銷

總監††
三鑽石國際營銷

總監††

$80,000 $125,000 $250,000 $480,000 $640,000 $880,000

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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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業績期限
佣金支付     
按週支付：
套裝獎金、個人顧客佣金（10%）、套裝級差獎金、
顧客推薦獎金、快速啟動資格獎金。
每週獎金於香港時間週四12:59/1:59截止（夏令時
間）。每週佣金將於獎金期截止日期後的週三結算
和發放。

按月支付：
團隊佣金、指導佣金、領導發展獎金、Lexus汽車獎
金、個人顧客佣金（餘額不按週支付）、Nerium美
好生活獎金。
每月佣金期於每個月最後一日截止。每月佣金將於
每月佣金期截止日期後次月15日（美國時間）結算
和發放。

 級別
入門級別為品牌合作夥伴。如果達到某個級別，則在晉升前始終保持在該級別。我們稱其為「所達到的最高級
別」。你收入的多少以及可賺取哪些佣金及獎金，則取決於在指定獎金期內你所達到的資格級別。我們稱之為獎
金支付級別。  

在各獎金期內，品牌合作夥伴的獎金支付級別取決於下列資格要求：

• 在每週獎金期，你可能會晉級，但你的獎金支付級別不會降低。 .

• 在每月獎金期，你的獎金支付級別可能會根據你所符合的資格上升或降低。

• 每週獎金則依據以下較高者計算：上一次每月獎金期獎金支付級別或目前每週獎金期獎金支付級別。

級別
品牌合作

夥伴
資深品牌
合作夥伴 總監 資深總監 執行總監

區域營銷
總監

國家營銷
總監

1星國家營
銷總監

2星國家營
銷總監

3星國家銷
總監

個人業績要求
80 ADV or 
200 PQV 

零售

80 ADV or 
200 PQV 

零售

80 ADV or 
2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150 ADV or 
300 PQV 

零售

每月團隊考核業績(GQV)
1,500*           

(採用 60% 
規則)

4,500*           
(採用 60% 

規則)

12,500*        
(採用 60% 

規則)

37,500*        
(採用 60% 

規則)

75,000*        
(採用 60% 

規則)

150,000*     
(採用 60% 

規則)

安置架構中活躍的獨立個人
推薦支系數量

3 3 3 3 3 3 3 3 3

安置架構中獨立個人推薦支系的
下線級別要求

3 個資深
品牌合作

夥伴

3 個資深
品牌合作

夥伴
3 個總監 3 個總監

安置架構的個人推薦支系中
獨立的「 取得報酬 」MND數量

1 2 3

註冊日期

可轉入考核業績（RQV）

16日至月底 3,000 GQV

可轉入考核業績（RQV）僅適用於註冊後首個月份。60%規則
適用於級別晉升的所有考核業績。

可轉入
考核業績

3,000

當前月份的
GQV總額

2,500+ =

當前月份的
GQV總額

5,500

次月

你本人

上月獲得的3,000GQV
可轉入今個月，計算
入晉升/取得級別資
格。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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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級別資格
要達到以下任何級別，你必須滿足3星國家營銷總監的所有資格以及下述附加資格：

4星國家營銷總監：

在一個日曆月內：在活躍的個人推薦安置架構支系中，必須至少有一名額外的實際級別為國家營銷
總監的下線。在四名實際級別為國家營銷總監的下線，必須至少有一名來自個人推薦安置架構支系。
來自個人推薦註冊架構每條支系中的國家營銷總監不得超過一名。

5星國家營銷總監：

在一個日曆月內：在個人推薦安置架構支系中，必須至少有兩名額外的實際級別為國家營銷總監的
下線。在五名實際級別為國家營銷總監的下線中，必須至少有兩名來自個人推薦安置架構支系。
來自個人推薦註冊架構每條支系中的國家營銷總監不得超過一名。 

要達到以下級別，你必須滿足5星國家營銷總監的所有資格以及下述附加資格：

國際營銷總監：

在一個日曆月內：在三支活躍的個人推薦的獨立安置架構支系，每支系中必須至少有一名實際級
別為3星國家營銷總監的下線。 

黃金國際營銷總監：

在一個日曆月內：在三支活躍的個人推薦的獨立安置架構支系，每支系中必須至少有一名實際級
別為5星國家營銷總監的下線。

鑽石國際營銷總監：

繼續滿足黃金國際營銷總監（GIMD）的資格要求，並建立新拓展的活躍的個人推薦的安置架構支系
培養一位5星國家營銷總監（作為你的第四位5星國家營銷總監）。從你第一次獲得黃金國際營銷總
監（GIMD）級別的月份累計，這支系必須帶來1,000,000QV新業績。

雙鑽石國際營銷總監：

繼續滿足鑽石國際營銷總監的資格要求，並建立第二條新拓展的活躍的個人推薦的安置架構支系額
外且在該支系培養一位5星國家營銷總監。從你第一次獲得黃金國際營銷總監（IMD）級別的月份累
計，這支系必須帶來1,500,000 QV新業績。

三鑽石國際營銷總監：

繼續滿足雙鑽石國際營銷總監的資格要求，並建立第三條新拓展的活躍的個人推薦的安置架構支系
且額外在該支系培養一位5星國家營銷總監。從你第一次獲得黃金國際營銷總監（IMD）級別的
月份累計，這支系必須帶來2,000,000 QV新業績。

ADV = 自動送貨訂單業績  
NMD = 國家營銷總監  
PQV = 個人考核業績 
*其中每條安置架構支系的GQV比例不得超過60%。計算入你GQV的PQV不得超過2,000。
**「新拓展的支系」定義為不包含您用於考核黃金國際營銷總監（GIMD）資格的5星國家營銷總監（NMD）的安置架構支系。如果你現有的5星之一降到較低的級別，你的新支系會用於考核黃金IMD
的資格，並不會計入此資格要求。 然而，當你的原本的5星支系再次達到5星NMD，你新支系的新的QV將恢復原本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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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語表
活躍 : 在一個日曆月內，只要品牌合作夥伴透過已完全支付
的產品訂單來維持所需的個人業績，則被視為活躍。該狀態
所需的業績（參閱第10頁業績要求表）來自自動送貨訂單
（ADO）/或個人推薦的零售或優惠顧客的訂單累積。

活躍的ADO :註冊參加每月自動送貨訂單計劃，以便預定在每
月的同一天自動建立並支付訂單，並且在31日的佣金期內有一
份完全支付的合格ADO。活躍的ADO是賺取某些獎勵的要求。

自動送貨訂單（ADO）：這是一種預先選擇的產品訂單，預
定在每個月一個特定時間建立、支付並發貨。透過自動送貨訂
單購買產品可享受折扣價。 

品牌合作夥伴：填寫Nerium國際申請表並獲得批准，因而成
為品牌合作夥伴團隊架構的其中一員。品牌合作夥伴是晉升級
別中的入門級別。

壓縮:  在計算團隊佣金時，僅將活躍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或更
高級別算作層數。品牌合作夥伴的佣金計算基數因此記入下一
有資格的層中。

顧客：顧客與品牌合作夥伴相關。顧客不可推薦其他品牌合
作夥伴，也無法賺取佣金。Nerium國際目前有兩類非品牌合 
作夥伴顧客：零售顧客和優惠顧客。

顧客推薦獎金（CAB）: 每向一位新的優惠顧客銷售一份新的自
動送貨訂單，你將隨每週佣金賺取一份顧客推薦獎金（CAB）。

下線：指在整個架構體系中位於另一品牌合作夥伴下層的品牌
合作夥伴。

架構體系：指公司整體團隊架構，說明品牌合作夥伴的安置方
式和位置。公司支持推薦人架構及安置架構。 

推薦人架構：你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將始終位於你的
推薦人架構第1層。由第1層品牌合作夥伴推薦的品牌合作
夥伴將始終位於的推薦人架構第2層。 

安置架構：可以將你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安置到安置
架構的下線以增加一條支系的業績。級別晉升乃根據安置
架構中各支系取得的總業績。 

 團隊結構 
推薦人架構    
有新品牌合作夥伴被推薦加入時，他們將被安置在推薦 
人架構第1層，或直屬其推薦人的下層。套裝獎金、指
導佣金和領導發展獎金將根據推薦人架構計算。

 

安置架構    
有新品牌合作夥伴被推薦加入時，這些新品牌合作夥伴
會被安置到其推薦人的安置群中，期限為60日。在該期
間，推薦人可選擇將新品牌合作夥伴安置到其安置架構
中某個現有支系中的空缺位置。品牌合作夥伴可以將新
品牌合作夥伴安置到安置架構中的空缺位置，使現有支
系銷售業績有機會增加，並令新品牌合作夥伴能夠從現
有銷售團隊獲得更多支援。級別晉升和團隊佣金取決於
安置架構中的銷售業績。  

這僅僅是一個安置架構的示例，並不反映你實際的團隊情況。 

Nerium國際保留根據品牌合作夥伴和公司的利益需要而修改獎勵制度的權利。公司會盡一切努
力提前30日給予變更通知。Nerium國際不對任何品牌合作夥伴作任何收入保證。Nerium品牌
合作夥伴的實際收入取決於每個品牌合作夥伴的技能、努力和投入的時間。

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

你本人

你本人

GQV 支系 2
2,500

GQV支系 1
7,500

GQV 支系 3
2,500

個人推薦的品
牌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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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限期：如果品牌合作夥伴首次達到資深總監或更高級別的
資格，他/她將以該級別在兩個月賺取佣金：達到更高級別的
當月以及下一個連續月份。品牌合作夥伴必須保持活躍狀態
才可獲得寬限期資格。

支系：品牌合作夥伴團隊的一部分，以團隊第一層的任一品
牌合作夥伴為上線並向下形成整個團隊。如果品牌合作夥伴
下線有10個第一層品牌合作夥伴，則將在推薦人架構中形成
10條支系。如果個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位於安置架構中某
現有支系下，該新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便成為安置架構支系
的一部分，但在推薦人架構中，該品牌合作夥伴仍是推薦人
的一個獨立支系。

個人推薦人：指親自向Nerium國際推薦新品牌合作夥伴的品
牌合作夥伴。推薦人也可指親自推薦顧客的品牌合作夥伴。

安置推薦人：指在安置架構中，位於另一品牌合作夥伴正上
方的品牌合作夥伴。安置推薦人不一定是親自推薦其下線的
品牌合作夥伴。

安 置 群 ：如果品牌合作夥伴個人推薦另外一位品牌合作夥
伴，那麼新品牌合作夥伴可進入安置群，期限為60日。在
此期間，推薦人將有一次機會將新品牌合作夥伴移至安置架
構中的某個現有支系下。在推薦人架構中，該新品牌合作夥
伴將仍是一個獨立支系並仍屬於其原始推薦人的個人推薦下
線；但在安置架構中，位於其安置位置上層的品牌合作夥伴
將成為他的安置上線。新品牌合作夥伴將被計入其所在支
系的總支系業績。如果新品牌合作夥伴在規定時間內未被移
動，他在安置架構中將保留為其推薦人的一個新支系。 

優惠顧客：指註冊加入自動送貨訂單（ADO）計劃的零售顧
客。

級別：品牌合作夥伴在獎勵制度中所達到的級別，可決定品
牌合作夥伴可賺取的佣金以及特定獎勵。決定級別的因素包
括：個人和團隊銷售業績，以及你團隊中品牌合作夥伴的個
人和團隊業績。 

資深品牌合作夥伴層：在你的安置架構下線中，所有活躍的
品牌合作夥伴（上至並包含下一合格的資深品牌合作夥伴或
更高級別）均為資深品牌合作夥伴層。團隊佣金乃根據資深
品牌合作夥伴層支付。

上線：指在整個架構體系中位於新的或現有品牌合作夥伴上
層的品牌合作夥伴。

業 績 ： 每個產品的指定值，包括用於決定品牌合作夥伴
在獎勵制度中的級別的資格要求（「考核業績」或QV），
或 決 定 每 筆 產 品 交 易 產 生 的 佣 金 （ 「 佣 金 計 算 基 數 」
或 CV） 。 考 核 業 績 和 佣 金 計 算 基 數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值 。  
業績類型包括：

自動送貨訂單業績 ( A DV )：指透過自動送貨訂單計劃售
出產品所得到的業績。ADO PQV是「Auto-Delivery Order 
Personal Qualifying Volume」的縮寫，意思是「自動送貨
訂單個人考核業績」。 

佣金計算基數 ( CV )：指分配給予每個產品的指定值，用
於決定定品牌合作夥伴在售出產品時可賺取的佣金計算基
數。CV是QV的90%，而且可以根據適用的訂單折扣打折。

顧客佣金計算基數(CCV)：指品牌合作夥伴的零售和優惠
顧客直接從公司購買產品所產生的佣金計算基數。 

團隊考核業績(GQV)： 每指品牌合作夥伴的某特定團隊
的總考核業績。其中包括品牌合作夥伴的個人考核業績
（PQV）（計入GQV的個人購買最多為2,000 PQV）。 

團隊業績(GV)：指品牌合作夥伴的某特定團隊的總業績。
 
中性業績：考核業績和佣金計算基數計算為中性業績，對
所有國家/地區來說都一樣。 

新 拓 展 的 支 系 ： 指不包含你用於考核黃金國際營銷總監
（GIMD）資格的5星國家營銷總監（NMD）的安置架構支系。

個人考核業績(PQV)：指由品牌合作夥伴個人購買產品所
產生的考核業績。此外還包括品牌合作夥伴的零售和優惠
顧客直接從公司購買產品所產生的考核業績。

考核業績 ( QV )：指分配給予每個產品的指定值，用於決
定每筆產品交易產生的考核業績。 

可轉入考核業績 ( R QV )：在任何既定月份的15號之後註
冊的任何新品牌合作夥伴，可將其在註冊後首個每月獎金
期餘下時間內獲得的所有考核業績（QV）轉入下個完整的
每月獎金期。所有佣金及獎金將根據在獎金期（在此期間
發生銷售）購買產品所產生的獎金業績支付。RQV不適用
於上線GQV。只有在新品牌合作夥伴註冊當月內的業績可
被應用於RQV。 

「一條支系中60%的團隊考核業績(GQV)」規則：從資深
品牌合作夥伴開始，在確定團隊考核業績資格要求時，來
自一個安置架構支系的業績不得超過所需業績的60%。例
如：總監的GQV資格需達到4,500。其中來自任何一個安置
架構支系的業績不得超過總GQV的60%（即2,7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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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所有佣金及獎金均以港元支付。 
我們的獎勵制度可能會定期進行修訂。如需最新版本，請在你的線上業務中心下載。

在註冊後首30日內取得快速啟動資格，開始賺取10%的指導佣金及FSQ獎金。

直接的賺錢方式
個人顧客佣金  |  賣得越多，賺得越多。

顧客佣金計算基數 CCV) 潛在收入

201–400 10%

401–1,000 15%

1,001+ 25%

每週先支付首10%，在一個日曆月賺取的剩餘部分則按月支付。

套裝獎金  |  你每售出一個套裝，你就可獲得套裝獎金。

品牌合作
夥伴

資深品牌
合作夥伴 總監 資深總監 執行總監

區域營銷 
總監

國家營銷 
總監

創業/行動 
套裝

10% 15% 20% 24% 26% 28% 30%

每推薦一位品牌合作夥伴，並在他們註冊後30日內售出一個合格套裝，你即可賺取套裝獎金。

顧客推薦獎金  |  每推薦一位活躍的新優惠顧客，你就可賺取顧客推薦獎金（CAB）。
CAB（按晉升級別）

3 位 
優惠顧客

6 位 
優惠顧客

9 位 
優惠顧客

賺取的百分比 20% 25% 30%

品牌合作夥伴 資深品牌合作夥伴 總監 資深總監及更高級別

賺取的百分比 10% 20% 25% 30%

CAB （按優惠顧客數量）

PAID
 W

EEK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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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IUM美好生活獎金 
你的級別越高，賺取的越多。

執行總監 $2,400
區域營銷
總監 $4,000
國家營銷
總監 $12,000
1星國家營
銷總監 $14,000
2星國家營
銷總監 $16,000
3星國家營
銷總監 $48,000
4星國家營
銷總監 $56,000

領袖收入  
指導佣金 
根據你的級別，可從你個
人推薦的品牌合作夥伴的
收入中賺取多達10%的獎
金。

10%
級差獎金*
根據你的級別，從你的團隊銷售中賺取級差獎金。你可以賺取你下線的獎金與你當前
級別有資格獲得的獎金之間的差額。要獲得該級差獎金，你必須在註冊後首30日取得
500PQV，或晉升至總監或更高級別。

顧客推薦獎金 創業套裝及行動套裝

5–20% 2–20%

*CAB及套裝級差獎金乃根據QV計算。
BP BP BP BP BP BP

你本人

領袖發展獎金
你可從自己整個下線團隊（下至下一個同等級別或更高級別的品牌合作夥伴）的佣金計算基
數中賺取額外1%-3%。

1星
國家營銷總監

2星
國家營銷總監

3星
國家營銷總監

領袖發展獎金 領袖發展獎金 領袖發展獎金

從團隊賺取1% 從團隊賺取2% 從團隊賺取3%

團隊佣金
可從你團隊內最多10層資深品牌合作夥伴的佣金計算基數賺取佣金。你達到的級別越高，可從中賺取佣金的層數越多。

品牌合作夥伴 總監 資深總監 執行總監 區域營銷總監 國家營銷總監
1星國家營銷   
總監及以上

資深品牌  
合作夥伴層

1 5% 5% 5% 5% 5% 5% 5%

2 5% 5% 5% 5% 5% 5% 5%

3 5% 5% 5% 5% 5% 5%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5% 5% 5% 5%

7 2% 2% 2%

8 2% 2% 2%

9 1% 3%

10 1% 3%

按
月

支
付

按
週

支
付

按
月

支
付

潛在長期收入

5星國家營
銷總監 $80,000
國際營銷
總監 $125,000
黃金國際營
銷總監 $250,000
鑽石國際營
銷總監 $480,000
雙鑽石國際
營銷總監 $640,000
三鑽石國際
營銷總監 $880,000

*必須符合Nerium美好生活的資格以賺取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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