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平均
被動收入

NT
直屬團隊數

以白金計算

對碰 US $2000/週

1~3萬

SR
資深代表

15/15

對碰 US $2000/週

6~12萬

DIR
總監

被動 US $2000/月被動 US $500/月
對碰 US $5000/週

20~30萬

MD
行銷總監

被動 US $5000/月

NMD
全國行銷總監

IMD
國際行銷總監

RMD
區域行銷總監

對碰 US $10000/週
被動 US $10000/月

對碰 US $20000/週
被動 US $20000/月

對碰 US $25000/週
被動 US $50000/月

30~50萬
50~80萬

100萬以上

最高月收入
450萬

夢幻車子獎金
$1000/月

年度獎勵旅遊

夢幻車子獎金
$1000/月

年度獎勵旅遊

夢幻車子獎金
$1500/月

年度獎勵旅遊

夢幻屋子獎金
$3000

45/45 200 450 900 1500
直推體系 70 單線最多100 單線最多150 單線最多300 單線最多500直推體系 4

三個月平均收入條件 $2250 $5250 $10500 $18750

影片解說

國際事業獎金制度 – Make a living, living! 享受人生，賺取生活

1. 低門檻，低風險
2. 無業績壓力
3. 不需囤貨，送貨
4. 唯一以享受生活為商機
5. 人脈共享，互助合作
6. 全球連線，國際化事業
7. 80%回購率，穩定的被動式收入
8. 可世襲，傳承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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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經營權獎金無上限月收入$25,000

無
限 介紹人

你
經營權1

經營權2

http://superteamasia.com/039
http://superteamasia.com/039
http://1bigteam.tw/017


白金會員 - PLATINUM 
$375 入會 $125 75月費

黃金會員 - GOLD 
$260 入會 $60 35月費

經營權
$100 入會 $11 月費

產品

直推獎金 200獎勵點數 + $50美金 無點數 $20美金

翅膀(月費獎金) 直推黃金X8 或 白金X4 或混合
獎勵:月費獎金+$125 75點數/月*

-

直推黃金X4 或 白金X4 無混合!
獎勵:月費獎金+$60 35點數/月*

所有獎金條件
保持活躍會籍

個人銷售獎金 條件: 任何4週內推薦六名 (黃金、白金都可)
獎勵: $250美金+$100的訓練幣

每週組織獎金 條件:直推四名會員

$100 $100 $100
第一次對碰 第二次對碰 第三次對碰

(範例)

每週當第三個對碰出現時
前三次對碰都會多加獎金

+$100 +$100

$100
第四次對碰

$100
第五次對碰

範例總結: USD$ 800 (現金) + USD$ 100 (旅遊幣)

+$100

所有的週結制度都以美國德州時間星期五晚上11:59 PM截至 = 本週結束

每當六的倍數出現時，對碰的獎金是旅遊幣
*加入的前8週，前三個對碰都是以$200計算
*無限代

左三右三
= 對碰

**訓練幣: 最高 $100一次/ 限期90天。用於訂購培訓門票

獎金制度
影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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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幣可以報帳抵旅行，交通，住宿等

*滿年維持
才發點數

http://superteamasia.com/040
http://superteamasia.com/040


樂活獎第一階
獎勵: $300美金條件:直推五名會員 月銷售累積超過 $3000

樂活獎第二階
獎勵: 月銷售 x 8% 最多發至 $900條件:直推六名會員 月銷售累積超過 $5000

限制:每條直推隊伍每月最多可計算的業績為 $1667

限制:每條直推隊伍每月最多可計算的業績為 $2000

被動獎金 (月結)
條件:直推四名會員 + 黃金 白金

或

左30人 右30人 左15人 右15人

產品 銷售積分

黃金會員 2

白金會員 3

計算方式 左線3個
銷售積分

右線3個
銷售積分 $10

(DIR)以上增為$15

經理獎金
條件: 12週內達到 (黃金：左右各90人) 或 (白金：左右各45人)

白金會員=兩位黃金會員

白金會員=兩位黃金會員

經理獎金 $5,000美金

夢幻車子獎金

夢幻屋子獎金

*RMD 以上無此獎

*RMD 以上無此獎

RMD以上補助每月$1000獎金 IMD補助每月$1500獎金

IMD補助每月$3000獎金 須申請

年度獎勵旅遊
RMD 以上, 公司每年招待豪華獎勵旅遊 IMD等級再高一層

50% 以上的時間維持在該聘階以上 每年 4/1 前達標

獎勵經營權 條件:月收入$25,000美元 申請: 多送一個經營權

行政資格
條件:直推3000點獎勵點數=約十五名白金會員

獎勵點數12個月內使用權限 = 可全抵該帳號所訂活動或行程

解說版
影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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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點數來源有: 入會 / 直推 / 滿年維持

點數可用於活動或行程

2

http://superteamasia.com/041
http://superteamasia.com/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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