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隊拓展” 挑戰賽– 競賽期間可贏取額外獎金*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 

並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競賽期限：2020年6月-9月 



選擇的力量 
 

重溫昭妃博士培訓：掌控我們生活的不是
我們的條件，而是選擇 

我們處於百年不遇的世界動盪時期，我們
如何適應新常態，如何在新常態中活出精
彩，既然我們不能改變世界， 但我們可以
改變自己，一切取決於我們是否接受挑戰 

「羊皮卷」第二集 

 “正確的選擇，會帶來無盡的正能量，會帶
來無盡的動力， 會帶來好的結果；負面或
錯誤的選擇，會帶來無盡的負能量，會喪
失動力， 會帶來壞的結果”； 所以， 選擇
的力量掌握在你手中 



勇於突破 

 

走出舒適圈，舒適圈讓我們失去憧憬和創造力. 

不要成為一只青蛙，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 

危機也是轉機，在新常態中學習、提升自己，
帶領下線一起參賽 

用付出比收獲多的心態，不計較個人得失， 

做好領導示範，所有付出總有回報 



你們準備好了麼？ 有誰選擇勇於去突破？ 



新經理：通過跟您的客戶分享丞燕產品達到規定的產品銷售點數，
晉升為新經理。 

 首次晉升為新經理可獲得$50 美元活力獎金  

 另外再保持經理級別一個月可再獲得$50美元活力獎金  

 保持經理級別2個月（包括新晉經理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100 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晉升為經理級別（新經
理），獲得$50 美元 

保持經理級別，獲得
$5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經理級
別，獲得10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經理級
別，獲得100 美元 

*新經理可獲得的“活力挑戰獎金”最多為$300美元。 

翻倍 翻倍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經銷商:  （加入丞燕成為一位經銷商無需費用） 

 

挑戰*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丞燕領袖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方向（創意）： 

培訓下線 

召集會議 

 N.D.O. – N.D.T. 

網絡會議 (準備)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積極參加挑戰！ 

 



新銀級經理：通過跟您的客戶分享丞燕產品達到規定的產
品銷售點數，晉升為銀級經理。 

 首次晉升為銀級經理可獲得$100 美元活力獎金 

 另外再保持銀級經理級別一個月可再獲得$100美元活力獎金 

 保持銀級經理級別2個月（包括新晉銀級經理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200 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晉升為新銀級經理，
獲得$100 美元 

保持新銀級經理級別，
獲得$10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銀級
經理級別，獲得20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銀級
經理級別，獲得200 

美元 

*新銀級經理可獲得的活力挑戰獎金最多為$600美元。 

挑戰*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經銷商或經理：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丞燕領袖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方向（創意）： 
o培訓下線 

o召集會議 
  N.D.O. – N.D.T. 

o網絡會議 (準備)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積極參加挑戰！ 

 



新金級經理：通過跟您的客戶分享丞燕產品達到規定的產品
銷售點數，晉升為金級經理。 

 首次晉升為金級經理可獲得$150 美元活力獎金 

 另外再保持金級經理級別一個月可再獲得$150美元活力獎金 

 保持金級經理級別2個月（包括新晉金級經理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300 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晉升為新金級經理，
獲得$150 美元 

保持新金級經理級別，
獲得$15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金級
經理級別，獲得
$30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金
級經理級別，獲得
$300 美元 

*新金級經理可獲得的活力挑戰獎金最多為$900美元。 

挑戰* 

翻倍 翻倍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經銷商、經理或銀級經理：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丞燕領袖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方向（創意）： 
o培訓下線 

o召集會議 
  N.D.O. – N.D.T. 

o網絡會議 (準備)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積極參加挑戰！ 

 



新珍珠經理：通過跟您的客戶分享丞燕產品達到規定的產品銷
售點數，晉升為珍珠經理。 

 首次晉升為珍珠經理可獲得$200 美元活力獎金  

 另外再保持珍珠經理級別一個月可再獲得$200美元活力獎金  

 保持珍珠經理級別2個月（包括新晉珍珠經理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400 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晉升新珍珠經理，獲得
$200 美元 

再多一個月保持新珍珠
經理級別，獲得$200 

美元 

更多月份保持珍珠經理
級別，獲得$400 美元 

更多月份保持珍珠經理
級別，獲得$400 美元 

*新珍珠經理可獲得的活力挑戰獎金最多為$1,200美元。 

挑戰*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經銷商、經理、銀級經理或金級經理： 



丞燕領袖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方向（創意）： 
o培訓下線 

o召集會議 
  N.D.O. – N.D.T. 

o網絡會議 (準備)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積極參加挑戰！ 

 



經理  重新合格挑戰: 與您的客戶再掀丞燕產品銷售熱潮，讓自己再度

達到經理級別。 

 重新合格為經理可獲得$38 美元活力獎金 

 競賽期間另外再保持為合格經理一個月可再獲得$38 美元活力獎金 

 重新合格2個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76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重新合格為經理，獲
得$38 美元 
 

再多一個月重新合格
為經理，獲得$38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為
經理，獲得$76 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為
經理，獲得$76 美元 

*重新合格為經理可獲得的活力獎金最多為$228美元。 

挑戰*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經理，但在過去的五個月中（2020年1月-5月）未曾保持為合格經理： 



E. EXCEL Leader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 

o 培訓下線 

o 列出下線名單！ 

o 聯繫並鼓舞他們! 

o 網絡會議 (協助)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 激發參與者！ 

 

 



銀級經理重新合格挑戰:與您的客戶再掀丞燕產品銷售熱潮，

讓自己再度達到銀級經理級別。 

 重新合格為銀級經理可獲得$75美元活力獎金  

 競賽期間另外再保持為合格銀級經理一個月可再獲得$75 美元活力獎金 

 重新合格2個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150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重新合格為銀級經理，
獲得$75美元 
 

再多一個月重新合格
為銀級經理，獲得
$75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為
銀級經理，獲得$150 

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為
銀級經理，獲得$150 

美元 

*重新合格為銀級經理可獲得的活力獎金最多為$450美元。 

挑戰*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銀級經理，但在過去的五個月中（2020年1月-5月）未曾保持為合格銀級經理： 



E. EXCEL Leader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 
o培訓下線 
o列出下線名單！ 

o聯繫並鼓舞他們! 

o網絡會議 (協助)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激發參與者！ 

 

 



金級經理重新合格挑戰:與您的客戶再掀丞燕產品銷售熱潮 ，讓自己再度達

到金級經理級別。 

 重新合格為金級經理可獲得$110美元活力獎金  

 競賽期間另外再保持為合格金級經理一個月可再獲得$110 美元活力獎金 

 重新合格2個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220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重新合格為金級經
理，獲得$110美元 

再多一個月重新合
格為金級經理，獲
得110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
為金級經理，獲得
$220 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
為金級經理，獲得
$220 美元 
 

*重新合格為金級經理可獲得的活力獎金最多為$660美元。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金級經理，但在過去的五個月中（2020年1月-5月）未曾保持為合格金級經理： 

挑戰*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E. EXCEL Leader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 
o培訓下線 
o列出下線名單！ 

o聯繫並鼓舞他們! 

o網絡會議 (協助)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激發參與者！ 

 

 



珍珠經理重新合格挑戰: 與您的客戶再掀丞燕產品銷售熱潮，

讓自己再度達到珍珠經理級別。 

 重新合格為珍珠經理可獲得$150美元活力獎金  

 競賽期間另外再保持為合格珍珠經理一個月可再獲得$150美元活力獎金 

 重新合格2個月之後，每月獎金將翻倍至$300美元  

 6月 7月 8月 9月 

重新合格為珍珠經
理，獲得$150 美元 

再多一個月重新合
格為珍珠經理，獲
得$150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
為珍珠經理，獲得
$300 美元 

更多月份重新合格
為銀級經理，獲得
$300 美元 
 

*重新合格為珍珠經理可獲得的活力獎金最多為$900美元。 

挑戰* 

翻倍 翻倍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珍珠經理，但在過去的五個月中（2020年1月-5月）未曾保持為合格珍珠經理： 



E. EXCEL Leader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 
o培訓下線 
o列出下線名單！ 

o聯繫並鼓舞他們! 

o網絡會議 (協助)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激發參與者！ 

 

 



翡翠經理和鑽石經理重新合格挑戰:再次掀起丞燕產品銷售熱潮！ 

 努力拿到您曾達到的最高級別的獎金（這些級別的經理領取獎金的級別必須為珍珠、翡翠或鑽石） 

 您當月的大組銷售點數必須超過去年同比月份的點數（比如2020年6月 vs 2019年6月） 

 您將得到與您下線業績相匹配的等同獎金（與您的經理領導獎金代數等同）†!  

 6月 7月 8月 9月 
等同於您下線所拿到的
獎金，最多可達$500美

元。（不包括重量級下
線）† 

等同於您下線所拿到的
獎金，最多可達$500美

元。（不包括重量級下
線）† 

等同於您下線所拿到的
獎金，最多可達$500美

元。（不包括重量級下
線）† 

等同於您下線所拿到的
獎金，最多可達$500美

元。（不包括重量級下
線）† 

 
* 現任翡翠/鑽石理可獲得的活力獎最多為$2,000美元。 
† 重量級下線：2019年12月到2020年4月期間，假如您的下線珍珠經理或更高級別的經理在五個月中有三個月合格領取到珍珠經理或更高級別經理的獎金，他們即
為您的重量級下線。 

挑戰* 

等同 

* 此次的競賽並不保證您能贏到獎金。您是否能合格及是否能拿到獎金需根據您的業績而定。由於此項獎金只是階段性發放並
且是第一次發放，所以沒有史料或曾經發放過的數據可參照。 

假如您在丞燕的級別為翡翠經理或鑽石經理（不論您在2020年1月-5月期間是否合格）： 

等同 等同 等同 



E. EXCEL Leader 

怎樣帶領下線？ 

怎樣啟發您的團隊（下線）？ 

怎樣創造活力？ 

行動: 
o培訓下線 
o列出下線名單！ 

o聯繫並鼓舞他們! 

o網絡會議 (協助) 

  吸納來參加網絡會議的新人 

  發放樣品…. 

o激發參與者！ 

 

 



不要讓別人支配你的想法 

自己的事業自己作主，聽從內心召喚，想要
的話欣然接受挑戰，訂下目標，付諸行動！ 



我創造了生活，而不是生活創造了我 

 

用破釜沈舟的決心，做一番事業，創造自己未來美好
的生活，而這一切，須從當下開始，從這一次競賽開始！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同樣的大環境，為什麼有的人
出局， 而有的人出彩了？一切選擇在於你自己！ 

您會選擇接受挑戰嗎？ 



丞燕2020 活力挑戰賽規則： 

 競賽期限：2020年6月1日-9月30日（第1頁）。活力挑戰獎金只在競賽期間發放。 

 活力挑戰賽和活力獎金都是為鼓勵丞燕經銷商努力向其客戶推廣與銷售丞燕產品而設定。經銷商應努力投入時間和精力去培訓自己的客戶
並向其展示丞燕產品。 

 初始級別：2020年5月31日之前您在丞燕晉升至的最高級別。            

 晉升至新級別，指經銷商依據丞燕獎金計劃的條例在之前從未達到過的級別。           
  

 新級別：指經銷商依據丞燕獎金計劃的條例首次晉升至的新級別。           

 重新合格：領取到您曾達到的最高級別的獎金。            

 保持新級別：在競賽期間，除了首次晉級的月份，仍有其它月份保持在新晉升的經理級別。 

 經銷商在競賽期間保持其晉升的更高級別2個月之後，所獲獎金將翻倍。     

 重新合格達到更高級別：假如您在丞燕曾達到過某一級別，但在過去的5個月中（2020年1月、2月、3月、4月、5月）未曾拿到此級別的獎
金，現在您可籍此機會再達到您之前的級別，這樣您就有資格領取重新合格獎金。 

 重新合格活力挑戰和活力獎金都是為鼓勵現任經銷商努力向其客戶推廣與銷售丞燕產品而設定的短期競賽和獎金。經銷商應努力投入時間
和精力去培訓自己的客戶並向其展示丞燕產品，必要時可能需提供產品樣品。   



丞燕2020 活力挑戰賽規則：(第2頁): 

 滿足這些條件的現任翡翠和鑽石經理有資格參加挑戰：1）競賽期間，每月合格為珍珠經理或更高級別的經理。2）當月大組點數須超過去
年同比月份的點數。3） 鼓勵自己團隊的下線參加此次挑戰。翡翠和鑽石經理將拿到與其下線在活力挑戰賽中所拿到的獎金數額等同的獎金，
每月最多可拿到$500美元。（所有重量級下線的點數不包括在核算等同獎金的點數內，等同獎金將按經理領導獎金的代數核算）。 

 重量級下線：2019年12月到2020年4月期間，假如您下線中的珍珠經理或更高級別的經理在這五個月中最少有三個月曾經合格並領取了珍珠
或更高級別的獎金，它們就是您的重量級下線。 

 現任翡翠和鑽石經理：活力獎金只頒發給首位合格的翡翠和鑽石經理。 

 本次挑戰賽的“活力獎金”將在競賽期的每個月份發放。本獎金只以支票發放或存入AR賬戶。 

 丞燕每月只會向每個合格賬戶支付一次獎金，但丞燕將在晉升新級別和重新合格之間中按獎金數額最高的選項支付。 

 假如有經銷商在競賽期間多次晉升級別，每一次晉升都將被核算最終將拿到最高可能數額的一項獎金。 

 丞燕嚴禁參賽經銷商在本次競賽中為贏得競賽和獎金而採取任何不道德的手段和行為。丞燕會檢查並核實所有的合格賬戶。對於任何有不
道德手段和行為的參賽者，丞燕都將堅決取消其參賽資格。  

 獲獎者一旦接受了“活力獎金”，即意味著已同意丞燕將其照片、見證等資料用於推廣市場。丞燕並不會支付額外的津貼。 

 “活力獎金” 只發放給居住在北美地區且持有美國/加拿大有效身份的丞燕經銷商。 

 獎金獲得者需自行負責繳稅。丞燕將為合格的獲獎者提供適當的賦稅文件。 

 所有的活力獎金都以美元發放。 

 活力獎金是丞燕提供給經銷商的獨立於標準獎金之外的獎金。 

    

 



誰會接受這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