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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式獎勵計劃
USANA致力於幫助您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包括提
供您機會去開創一份屬於自己可持續發展、最終也
能成功為您帶來驚人財富的美好USANA事業。我
們的獎勵計劃則反映了這項志業；它是讓每一位
USANA獨立特許專營商直銷成功的最佳機會，全
然有別於傳統網絡行銷需要大量保薦新人及鉅大
團體銷售額的要求。

USANA的細胞式獎勵計劃消除了許多傳統直銷計劃
的缺點。以下是USANA獨特的細胞式獎勵計劃的幾個
優點：
	• 透過建立特許專營商團隊和發展強大的顧客群，您
可以開始實現財富的成功。

	• 您能賺取佣金的組織層數沒有限制。
	• 每週支付佣金。
	• 團隊成員幫助您建立成功團隊也能獲得獎勵。
	• 	特許專營商普遍都能獲得成功，而且大家的機會大
致相同，本計劃對每一位加入者是公平的。

賺錢的方式
透過USANA細胞式獎勵計劃，有六種賺錢的方式：
	• 零售
	• 每週佣金
	• 終生對等獎金
	• 獎勵
	• 領袖紅利
	• 菁英紅利

零售
特許專營商就是USANA產品的直銷商。這表示您可以
用優惠價購買產品，而當您以零售價將這些產品出售給
客戶時便能立即賺取利潤，購買價和銷售價之間的差額
便是您的零售利潤。銷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是
您和您團隊新成員立即賺取收入的最佳方式，並可籍此
建立長期客戶。事實上，您最優秀的特許專營商可能來
自您的零售客戶。

每週佣金
在USANA的細胞式獎勵計劃中，您可藉著將團隊成員
放在您團隊的左邊和右邊來擴展您的事業。每一項產品
都有一個分數，在您和團隊成員購買產品自用和轉售給
客戶時，產品銷售的分數將匯入您的事業；您團隊的分

數總和稱為「團體銷售額」，您將根據您事業左邊和右邊
對等的團體銷售額來領取佣金。而剩餘的銷售額（每邊
最多可達5,000分）可累積到下一週計算佣金，這一點
和其他獎勵計劃有所不同。

終生對等獎金
若您和您的新團隊成員在您成為特許專營商的首八週都
取得一個特定的領航員身分，您就可以開始領取終生對
等獎金。（欲了解更多有關領航員計劃的信息，請至The	
Hub樞紐站，選擇「訓練」菜單，並點擊「領航員計劃」。）
終生對等獎金將在您的新特許專營商從事USANA事
業的期間根據其佣金支付您最高達15%的獎金*。而最
棒的是，您個人所保薦的每一位合格特許專營商您都可
以領到獎金，這讓您有一份永續性的收入。
*只要您維持符合領取佣金的資格並遵守特許專營商協
議即可領取。請參閱在The	Hub網站上的正式規則。

獎勵
不論您的領袖級別為何，只要參加USANA優渥的獎勵
辦法，您都可能獲得豪華旅遊、獎品、甚至是現金的獎勵。

領袖紅利
USANA將總團體銷售額的一部份分給合資格的特許
專營商；這筆驚人的紅利（2012年共計超過$1,400萬美
元）通常每星期支付給達到特定級別、持續保薦新特許
專營商、並已建立龐大事業的領袖們。您分得該獎金的
比例，係根據您的級別、您事業的規模、以及您事業在特
定期間所產生的銷售額而決定。

菁英紅利
每三個月，有超過$100萬美元將分給USANA的收入前
40名者*。菁英紅利是從USANA當季總團體銷售額提
撥一個百分比分發給五個等級的合資格特許專營商，是
一種增加收入潛力的有力方法。
*每一季實際支付的額度不盡相同

創業之前
在您開始建立事業之前，需要先完成一些紙上作業。首
先，填寫並簽署「特許專營商申請表及協議書」，然後將
正本以及購買歡迎套裝的正確款項遞交到USANA的
資料處理中心；您也可以透過「線上入會登記」以電子方
式提交這項信息。我們接到並處理您的申請之後，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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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開始透過保薦他人成為特許專營商或優惠顧客來
建立事業。USANA特許專營商可立即開始以「優惠價」
購買產品自用，並享有獲准轉售以「優惠價」所購買的產
品賺取零售利潤的額外福利。

啟動事業
在您購買產品供自用或轉售給零售顧客時，就能開始從
每一產品累積分數。您每個月必須產生一定的分數才能
讓您的事業保持活躍－這就是「個人銷售額」。
不過請勿擔心，您並不需要單打獨鬥。USANA的細胞
式獎勵計劃就是為了幫助您成功，並以團隊合作為核
心而設計的。您團隊成員個別所累積的分數彙總成為「
團體銷售額」。您的「團體銷售額」－您團隊共同累積的
分數－決定了您獲得佣金的多寡。

步驟一：啟動您的商務中心
細胞式獎勵計劃是以「商務中心」為核心。商務中心是
您事業擴展的樞紐，您的產品購買、銷售額、和銷售累
積都透過商務中心運作；它就像為您的事業開設一家
商店一樣。開始時，您可以根據您選擇的事業規模大小
而選擇以一個或三個商務中心來擴展事業－完全由您
自己決定。

啟動一個商務中心
要啟動一個商務中心來賺取佣金，您需要產生200分
的個人銷售額。您可以藉著供自己和／或供您的顧客
使用的單一訂單，或多張訂單的累積來產生所需要的
銷售額－只要記得，在您產生足夠的個人銷售額之前，
您的商務中心無法啟動。您的第一個商務中心稱為商
務中心1（BC1）。

啟動三個商務中心
要啟動三個商務中心（BC1、BC2、及BC3），您必須在您
成為新特許專營商後的前六個星期五之前產生400分
個人銷售額。若未能在此期限內產生400分個人銷售
額，則您將失去第二個和第三個商務中心（BC2、BC3）
。如果您第一次的產品訂購達到至少400分，您的訂單
將自動被分配到三個商務中心，其中個人銷售額200
分放在商務中心1，而商務中心2及商務中心3各放100
分。這表示您將立即以商務中心1的左右兩邊各100分
開始創業，因此您就已經相當接近獲得第一張佣金支
票了。這就是啟動三個商務中心的好處之一。

步驟二：參加自動訂貨
在銷售USANA的頂級產品之前，您確實應該親自使用
它們。雖然這個步驟並非絕對必要，但成為使用產品的
見證人卻非常重要－而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參加「自動
訂貨」。
自動訂貨適用於特許專營商和優惠顧客，將會自動定
期直接將產品寄送給您；所訂購的產品以及出貨

的週期均由您決定。這是讓您隨時取得產品並維持您
自己每日服用產品的最理想方法；也能確保您手邊擁
有一些產品可銷售給零售顧客，幫助您提高收入潛力。
而最重要的是，您透過自動訂貨購買的產品，將可額外
享受比「優惠價」還低10%的折扣。
欲利用這一計劃，只需填寫一份自動訂貨表格或在The	
Hub樞紐站完成一張訂單，做法是：選擇「購物和訂單」
菜單後點擊「我的自動訂貨」，並選擇您希望每四星期
自動收到的具體的產品和銷售工具。我們會確認您的
訂單是否填妥，並直接出貨到您的家中或營業處所。現
在就開出您的自動訂貨訂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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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步驟三：開始創業
不論您啟動一個或三個商務中心，最重要的是踏出您
的第一步。

以一個商務中心開始創業
您可以從找新顧客開始擴展您的事業，您也需要保薦
兩位新特許專營商加入您的團隊（例如圖一的阿芝和
阿寶）。這些新團隊成員將構成您商務中心的左邊和右
邊，當您們三位各自找到新顧客和保薦新團隊成員時，
您的商務中心就開始成長。

圖一

阿寶阿芝 您
BC1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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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設您保薦了第三位新特許專營商阿蘇，您必須
將她放在您團隊中一個空位上，因此您把她放在您商
務中心的右邊，在阿寶之下。那麼在阿蘇擴展她自己的
事業時，不僅您會獲得好處，阿寶也會因她的努力而獲
益。USANA獨特的細胞式獎勵計劃的這種團隊精神可
讓您推動您的團隊成員同心協力，一起建立成功的事
業。

我要如何在我的團隊中加入一位新成員？
定位資料必須在「特許專營商申請表及協議書」中清楚
標明，因此在您的新成員填寫該表格時，您需要跟他們
合作。若您是保薦人，則請記得在「保薦人資料」欄中填
寫您自己的特許專營商編號。然後在旁邊的「定位資
料」中標示您要將新團隊成員放在其下線的那位特許
專營商的編號。同時您還需要標明要將新成員放在哪
一個商務中心的哪一邊。例如：如果您保薦了新成員阿
蘇，並直接將她放在您商務中心1的右邊，那麼在「定位
資料」中，您要寫上您的特許專營商編號，在商務中心
欄內填入BC1（或001），然後在「右邊」方格內打勾。
註：請務必確實填寫定位資料。資料一旦進入系統後，
總公司即無法變更新團隊成員的定位。

以三個商務中心開始創業
以三個商務中心開創USANA事業，基本上與一個商務
中心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您有兩個商務中心可以放
新團隊成員（參見圖二）。

啟動三個商務中心之後，您就可以用跟以一個商務中
心創業時一樣的做法來建立您的BC2和BC3。您可直
接將四位新成員放在您的第二和第三商務中心下面的
空位上，而且您也可以藉著個人銷售繼續產生銷售額。
擁有三個商務中心好處在於您只需在兩個商務中心擴
展事業，便可從三個商務中心獲得收入。換句話說，您
在BC2和BC3加入新成員來擴展事業，但是因為BC2
和BC3的團體銷售額都會匯入BC1，所以您會收到從三
個商務中心而來的佣金。困惑嗎？繼續往下看，您馬上
就會明白。

從您的商務中心賺取佣金
當您的團隊開始成長，團體銷售額也會開始累積。「團
體銷售額」是指在單一商務中心中您和您團隊成員個
別所賺得個人銷售額分數的總和。（註：團體銷售額不
包含您在BC1的個人銷售額，這些分數是您每個月用來
維持所有商務中心活躍所需的。這些分數將計入您保
薦人的團體銷售額，但不計入您自己的團體銷售額。不
過，在三個商務中心的情況下，您BC2和BC3的個人銷
售額分數將全部匯入您的BC1，計入您BC1的團體銷售
額。）當所有人的個人銷售額分數加總成為您的團體銷
售額，您就開始賺取佣金了。
註：要從團體銷售額領取佣金，您必須是活躍的
USANA特許專營商，您的BC1每四星期循環週期必須
產生總計100分個人銷售額（從多個商務中心領取佣金
則需200分），並且您（各）商務中心的每一邊必須達到
最低限度的累積團體銷售額分數。您還必須達成特許
專營商協議中規定的銷售要求。
USANA的細胞式獎勵計劃講究的是對稱性與團隊合
作，也就是說讓您商務中心左右兩邊的銷售額盡量接
近對等。您商務中心產生較少團體銷售額分數的一邊，
我們稱之為小邊；意思是您事業中為了使兩邊對等而
需要擴展的那一邊。您商務中心的左右邊都可能是您
的小邊，而在您擴展事業時，有可能兩邊換來換去。

佣金的計算方法
佣金係以佣金額分數（CVP）為計算單位，然後再換算
成您當地的貨幣。要計算您的佣金，只需要將您商務中
心左右兩邊對等的團體銷售額乘以20%（或0.2）；或者
換個方式，將您小邊的團體銷售額乘以20%。您商務中
心的左右兩邊都必須達到最少125分的團體銷售額，才
有資格領取佣金。如果達到125分，那麼您就獲得25分
佣金額分數，然後再將這25分換算成您當地貨幣支付
給您！
我們來看個例子：假設您當初是選擇以一個商務中心
開創事業（見圖三）。在一個星期內，您商務中心的左邊
取得400分團體銷售額分數，而右邊有450分。首先，
我們必須先看看您的每一邊是否都已達到至少125分
團體銷售額；您既然已經達到了，我們就可以用您小
邊的團體銷售額乘以20%來計算您的佣金。在這個例
子，您的小邊是左邊，所以團體銷售額分數400	X	20%
（0.2）=	 佣金額分數80；這將換算成您國家的貨幣支
付給您。

圖二

您 您您
BC1BC2 BC3

阿芝

阿銘阿蘇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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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得，在計算佣金時，我們不管級數，而只算分數的
多少。例如：在某一個星期內，若阿芝和在她下線的所
有人一共產生了2,100分團體銷售額（左邊），而阿寶和
他下線的所有人共產生2,100分團體

銷售額（右邊），則不管這些銷售額是在您團隊中哪一
級所產生的，您都能賺得420分的佣金額。如果您的目
標是每星期要賺得1,000佣金額分數，那麼您就必須積
極擴展事業，每星期在您商務中心的左右兩邊各產生
5,000分團體銷售額。

USANA的佣金每個星期計算並支付一次，因此您的成
就幾乎立刻就得到回報。大部分的直銷計劃中，佣金都
是每個月計算一次，而且通常要等到下個月底才支付；
所以在月初所產生的銷售額就差不多得靜待兩個月才
能獲得報酬。USANA細胞式獎勵計劃每個星期支付佣

金的特色，是讓您的團隊成員興致勃勃地繼續向成功
邁進的強大動力。

收入比較：一個商務中心與三個商務中心的差異
假設圖四中的每一個商務中心（包括您自己的）在當週
都維持活躍並且符合領取佣金的資格，在圖四左邊的
例子中，您擁有一個商務中心，您和團隊努力合作並在
您商務中心的左右兩邊各產生1,200分團體銷售額。由
於兩邊對等，所以佣金的計算方式為1,200分乘以20%
，等於240佣金額分數，這將再換算為您國家的貨幣支
付給您。
若您有三個商務中心（圖四右邊的例子），只要將每一
個商務中心的團體銷售額加起來，然後乘以20%，就是
您當週所獲得的總佣金額。在本例中，您第二和第三個
商務中心（BC2、BC3）的左邊各有600分團體銷售額，
而右邊也各有600分團體銷售額。因為BC2左右兩邊
的分數對等，沒有小邊，所以我們把600分團體銷售額
加在下方的算式中；BC3也依同樣步驟，把另外600分
團體銷售額加在下方的算式中。但還沒結束－我們接
著還要把您第一個商務中心的銷售額也加進來。因為
BC2和BC3位於您BC1的下線，您第二和第三商務中心
的總團體銷售額將匯入您的第

個 
商務中心3個	

商務中心1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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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務中心。這樣就顯出以三個商務中心創業的優
勢－基本上您可獲得雙倍的報酬。
別忘了，您第一個商務中心左邊的總團體銷售額包含
了從BC2而來的所有團體銷售額（總數1,200分），而右
邊（來自BC3）的團體銷售額也有1,200分。由於BC1的
左右兩邊對等，我們就拿1,200分加到右方的算式中。
那麼，把每一個商務中心的團體銷售額分數加總，再把
總數乘以20%，就得到您該週的總佣金額分數480分。
在一個商務中心的情況下，同樣的團體銷售額您只能
獲得240	CVP；這樣一比較，就很容易看出其差異了。

累積銷售額
您商務中心兩邊的團體銷售額不可能永遠都對等，不
過沒有關係。扣除對等的部份後，剩餘的團體銷售額（
每邊最多可達5,000分）將累積到下一個佣金期計算。
圖五中，假設每一個商務中心（包括您自己的）都維持
活躍並且符合領取佣金的資格，在圖五上方的例子中，
您擁有一個商務中心。您和團隊在左邊產生1,400分
團體銷售額，而右邊有1,500分。目前左邊是您的小邊，
因此佣金將以左邊的銷售額計算，亦即您的佣金是左
右各1,400分計算，就是280分佣金額分數（1,400	 X	
20%	=	280）。因為您收到的佣金是根據左邊所有銷售
額計算的，在下一個佣金期時，這一邊的累積分數為0；
但您商務中心右邊還有100分剩餘，這將累積到下一個

佣金期（以及後續的每一個佣金期，直到這些分數達到
與左邊對等的125分）。
圖五下方的例子中，BC2左右兩邊有對等的團體銷售
額分數700，而BC3左右兩邊有對等的750分。這兩個
商務中心的團體銷售額都會累計到BC1，但是BC1左右
兩邊的數目並不對等，小邊只有1,400分，所以這是我
們加到下面算式團體銷售額欄中的數目。接著把所有
團體銷售額加總再乘以20%，等於570佣金額分數。本
例中，BC1左邊累積到下一個佣金期的分數為0，而右
邊的累積分數為100。

維持商務中心活躍
要從USANA的細胞式獎勵計劃中獲得報酬，您必須達
到個人銷售額的最低要求，從而維持您的商務中心活
躍。要維持一個商務中心活躍，須在每四星期循環週期
中取得最少100分個人銷售額；要維持兩個或更多商務
中心活躍，則須在每四星期循環週期中取得最少200
分個人銷售額
注意：如果您創業時啟動三個商務中心，您不必一開始
就取得200分個人銷售額；即使您有三個商務中心，初
期也可以選擇集中擴展BC1。因此，您可以用100分個
人銷售額來取得從這個商務中心領取佣金的資格。一
旦您想讓您的第二和第三商務中心也取得領取佣金的
資格，就需要在每四星期循環週期中

個 
商務中心3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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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個人銷售額提升至200分。然而，在您取得200分個
人銷售額使三個商務中心都符合領取佣金資格之前，您
第二和第三商務中心的銷售額將不予計算。
此外您還必須了解，您在任何四星期循環週期所取得
的第一個200分個人銷售額，均歸入您的第一商務中心
（BC1）。若在任何時候您的商務中心不活躍，則您名下
所有商務中心的銷售額將悉數被取消，而當商務中心重
新活躍時，銷售額將從0開始計算。請記住您的銷售額要
持續達到要求，才能符合領取佣金的資格。

四星期循環週期
四星期循環週期是指特許專營商發出一張100分或以上的
產品訂單起計的四個佣金支付週期（四個星期五）。

自動訂貨：省時又省錢
透過自動訂貨訂購產品，方便又安心。此外，自動訂貨還
可享有優惠價10%的折扣，因此您不僅能節省金錢，還
能增加您的零售利潤。要享受這額外的折扣，您需要預
先設定一張自動訂貨訂單，並讓它被當作週末處理的訂
單自動處理。此外，唯有能產生銷售額分數的產品才有
折扣，而諸如商標商品或銷售工具等分數（或銷售額）為
0的產品即代表不適用於自動訂貨的折扣。

優惠顧客
另一個增加團體銷售額的方法是在商務中心的左邊或
右邊加入優惠顧客。優惠顧客可以用優惠價訂購產品（
甚至可以透過自動訂貨享受額外折扣），但他們不能賺
取佣金。雖然您不能從優惠顧客賺取零售利潤，但他們
的訂單卻為您取得分數，增加其所在商務中心的團體銷
售額。

開設「新增的商務中心」
當您的一個商務中心達到最高指標（藉著在該商務中心
的左邊和右邊各產生5,000分團體銷售額），您將獲頒
一張「新增商務中心證書」的電子憑證。您已達最高指標
的每一個現有商務中心最多可收到兩張證書來開設「新
增的商務中心」。有了這張證書，您就可以在您團隊的最
底層開設一個新的商務中心，因而您得以從最底層幫助
您團隊的成員。當您決定開設新增的商務中心的位置（
見圖六）後，下一步便需連同新商務中心的位置資料，以
書面向直銷商服務部提出申請；您的書面申請必須附在
一張產品訂單提交。「新增商務中心證書」不規定有效期
限。您最先取得的兩個「新增的商務中心」可放在您團隊
任何一邊的最底層；不過，後續「新增的商務中心」的位
置與自己先前已存在的任何商務中心之間必須至少相

隔十個活躍特許專營商的BC1商務中心。

為了放置「新增的商務中心」，活躍特許專營商的定義為
符合領取佣金資格的特許專營商。如步驟一所述，此時
您即可以200分個人銷售額來啟動新的商務中心（此
分數不包含在四星期循環週期中您保持現有商務中心
活躍所需的100分或200分個人銷售額內）。新商務中
心一經啟動後，您便可於每四星期循環週期產生200分
個人銷售額使其與所有其他商務中心一同維持活躍。無
論您擁有多少個商務中心，您的個人銷售額要求均不會
超過200分。一旦您的新商務中心啟動了，就可以在其
下面開始擴展事業。只要在某一支付佣金期內，該新商
務中心的左右兩邊均達到5,000分團體銷售額，您便可
收到一張新的「新增商務中心證書」，再開設一個新商務
中心。由於您每個原有的商務中心最多可收到兩張「新
增商務中心證書」，而每個新商務中心也可收到兩張「新
增商務中心證書」，因此您實際上在團隊中可擁有的商
務中心數目沒有極限。因為新商務中心的銷售不僅可為
其本身帶來佣金，亦可為其上線的所有商務中心帶來佣
金，因此擴展新商務中心可鞏固您的整個團隊。

「新增的商務中心」位置的移動
一般而言，新增的商務中心一經確定位置之後便不得移
動。然而，若該新商務中心在過去六個月均無任何活動（
不論團體銷售額或個人銷售額），且符合所有有關商務
中心位置規定的情況下，USANA保留允許位置移動的
權利。所有此類要求均須以書面申請，並由律政委

您將您新增的商務中心
放在您的團隊中

您您 您
BC1BC2 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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