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指南

恭喜您！

決定成為獨立超連鎖®店主，建立美安台灣公司超連鎖®事業，可能會為您帶來前所未見的活力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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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超連鎖®店主(Master UFO)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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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FACEBOOK為我們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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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STAGRAM上跟隨我們
上線諮詢評議會成員：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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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説明，全文引用的貨幣均為新台幣。

01: 建立您的超連鎖 ®事業

遵循下列步驟是建立您超連鎖®事業的關鍵因素

1. 我將完成下列事項：

¨
¨
¨
¨
¨
¨
¨

遵循這份為期12個月證實可行的事業計畫。
保證每週以8至15個小時完成此計畫中的任務與活動。
購票參加下一次全球會議聯盟系統(GMTSS)活動（地方研討會、美安台灣公司全國年會與美安台灣公司領導者訓練大會）。
落實購物年金，轉消費為收入。造訪超連鎖®事業帳戶，完成線上購物年金評量，成為購物年金卓越成員。
執行卓越超連鎖®店主標準計畫，成為卓越超連鎖®店主。（參閱本手冊第10頁）
使用超連鎖®事業行動學習App (UF Media App)，每星期至少聼兩份錄音資料。
學習並運用建立事業的成功五要訣：1. 建立態度並學習知識、2. 擬定目標及目標聲明、3. 零售推廣、4. 物色/招募/推薦、
5. 跟進和ABC法則

2. 在您的行事曆上記錄以下重要日子：

3. 產生效益的活動
建立一份潛在顧客清單。考慮那些跟您關係最密切的人，他們可

超連鎖®事業説明會(UBP)：

能對我們的產品、事業及/或線上購物感興趣。（在下面列出首選

（日期）

10人名單。）

新超連鎖®店主訓練(NUOT)：
（日期）

1. 姓名：
電話號碼：
2. 姓名：

成功五要訣(B5)訓練：
（日期）
授證經理級訓練(ECCT)：
（日期）

電話號碼：
3. 姓名：
電話號碼：
4. 姓名：
電話號碼：

地方研討會：
（日期）

5. 姓名：
電話號碼：

美安台灣公司全國年會
（日期）
美安台灣公司領導者訓練大會
（日期）

6. 姓名：
電話號碼：
7. 姓名：
電話號碼：
8. 姓名：
電話號碼：
9. 姓名：
電話號碼：
10. 姓名：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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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建立您的超連鎖 ®事業
（續前頁）

與資深事業夥伴約定電話工作坊，以便打電話分享事業及/或產品：

在與新的潛在人選討論美安台灣公司 I TW.SHOP.COM時，才能
發揮成效，也才能暢談無礙，態度誠懇，充滿自信。我們建議您

（日期）

參考成功五要訣錄音資料、線上訓練資料和超連鎖®手冊中有關物
色/招募/推薦的內容。範例：「美安集團是產品代理及網際網路行

每週排定兩次二對一會談及/或一對一會談，展示超連鎖事業：

銷公司，營運遍及全球，專門從事一對一行銷。」 範例：「購物
年金是一項革命性的計畫，可幫助人們轉消費為收入。您聽説過

（日期）

購物年金嗎？」

產品説明會/健康講座/TW.SHOP.COM導覽：

介紹事業的工具

（日期）
家庭事業說明會(HBP)：

二對一會談

一對一會談

家庭事業
説明會

三方通話
服務

線上影片

社群媒體

邀請朋友
工具

美安台灣
產品目錄

線上簡報

超連鎖®事業
説明會

行動裝置

全球會議
聯盟系統
(GMTSS)

ShopBuddy

購物年金
評量

（日期）
親自下載ShopBuddy，並鼓勵所有優惠顧客下載ShopBuddy：
（日期）
準備回答「美安是什麼？」
準備回答「美安是什麼？」 您必須能在對方提出問題時應對如流，

02：您的為什麼與目標聲明

您必須寫出具體並可量化的目標，才能有效率達成。花幾分鐘寫下您想達成的目標。有關目標聲明的其他資料，
請參考成功五要訣錄音資料、線上訓練資料以及/或《美安公司超連鎖®手冊》的相關部份。
您也可以從推薦人及/或資深事業夥伴那裡得到相關建議，以確定您的目標實際可行。
A. 我的為什麼：您為何要經營超連鎖®事業的主要原因

2. 達成時間。每項目標都應設定達成日期。

設計「我的為什麼」（兩分鐘廣告）。在「二分鐘廣告」裡，您
必須説明您為何經營超連鎖®事業，並加上吸引人的事業機會説
明。獨立超連鎖®店主都應該有明確的目標。有目標才能渡過事業
中的起起落落。
B. 個人目標
1. 決定目標。決定您十分想得到的東西或生活方式。
3. 決定您願意付出什麼，以達成目標：包括時間、努力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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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您的為什麼與目標聲明
（續前頁）

4. 擬出詳細的行動計畫。您必須擬定每年、每月、每週與每天必須

我要在

進行的詳細計畫，以達成目標。建立超連鎖®事業最有效的方式是每

主（收到NT$47,500 佣金）。

（目標日期）之前，成為經理級超連鎖®店

天做一點，持之以恆。您只要切實執行您的詳細計畫中的每日任務
和活動（如下所示），日積月累，您就能一步步達成您的夢想！

我要在

（目標日期）之前，達到年佣金收入
。

5. 寫下來。用50-100字寫下目標聲明（按以上1-4步驟），每
天閱讀兩次。每週或是每月修改您的目標聲明，直到目標符合實

我要在

際。不斷檢查目標是否符合實際，可以幫助您更專心努力，成功

位購買美安公司獨家產品的優惠顧客。

（目標日期）之前，在線上註冊至少10-15

達到目標！
2. 個人業績 一個月之後，每月個人購買並使用200 BV以上的產
每日任務與活動

品。個人購買NT$ 15,000以上的產品（從您的SHOP.COM網

¨ 每天添加/培養兩位潛在顧客

站購買30 IBV以上的商品）。

¨ 每天致電一至三位潛在顧客名單中的人選，每週約定至少兩次

3. 零售三個月之後，建立十位以上的忠誠顧客基礎，每位每月購買

會面，和他們一起評估事業機會，並詢問他們是否認識適合的

30 BV以上和20 IBV（包括推薦顧客購物）以上的產品。

事業人選
4. 組織銷售量每月您組織內的每一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應該創造500

¨ 介紹事業及/或產品–社群媒體

BV以上和200 IBV以上的產品銷售量。（200 BV以上來自個人使
用，300 BV以上來自重複性銷售）

¨ 每週展示超連鎖®事業一次（展示計畫）
教導、管理並協助您組織的獨立超連鎖®店主達成這個目標。

¨ 跟進一位可能人選及/或顧客
5. 分別由BV賺取NT$9,500*以上的月收入以及每兩個月由IBV賺取

¨ 邀請兩人賺取現金回饋或造訪TW.SHOP.COM網站

NT9,500*以上的收入。實行此計畫3到6個月內，自管理業績紅利
計畫(MPCP)中 （相當於您加上商業發展中心的左右兩邊各有3

¨ 聽一份錄音檔或觀看一段影片

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個月產生500BV及
200IBV）–基本十顧客，七人強

¨ 每天使用美安台灣產品
6. 實行此計畫8個月之後，自管理業績紅利計畫中每月分別賺取 ≥

¨ 閱讀目標聲明

NT$19,000* (BV) 以及 ≥ NT$9,500* (IBV)（相當於一個商業發

C. 事業目標與進度

主每個月產生至少500 BV及至少200 IBV）

展中心的左右兩邊各有6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位獨立超連鎖®店

（與您的推薦人或資深事業夥伴一起建立一項行動計畫）
7. 分別由BV賺取NT$28,500*以上的月收入以及每兩個月由IBV賺取
1. 佣金收入

NT$28,500*以上的收入。實行此計畫10個月之後，自管理業績紅
利計畫(MPCP)中（相當於一個商業發展中心的左右兩邊各有9

每週我要投入

小時從事超連鎖®事業

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個月產生至少500
BV及至少200 IBV）

每週我要投入

個晚上/白天從事超連鎖®事業。
8. 實行此計畫12個月之後，自管理業績紅利計畫中每月賺取 ≥

我要在

（目標日期）之前，親自推薦兩位合格的

NT$47,500* (BV) 以及每兩個月賺取 ≥ NT$47,500* (IBV)（相當

獨立超連鎖®店主（達成擴展業務的目的）。

於一個商業發展中心的左右兩邊各有12位獨立超連鎖®店主，每位

我要在

獨立超連鎖®店主每個月產生至少500 BV及至少200 IBV）

（目標日期）之前，成為助理級超連鎖®店

主（收到第一份NT$9,500佣金）。
*佣金
*本圖冊中所提到的收入等級純屬舉例說明，無意代表美安台灣公司一般超連鎖®店主的收入，也無意代表任何超連鎖®店主皆
可賺取同等收入。美安台灣公司超連鎖®店主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其在發展美安台灣公司事業時的努力、才能與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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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您的為什麼與目標聲明
（續前頁）

建立事業基礎 －「基本十顧客，七人強」
2.

1.

3.

4.

03：跟進會面（落實成功五要訣基礎）
儘可能在簽約後3到7天內完成跟進會面

1. 建立正確的態度與知識

¨ 檢視marketamerica.com 官方網站上的公司資訊網頁

¨ 重新檢視「我的為什麼」

¨ 在社群媒體上跟隨並為美安台灣公司和TW.SHOP.COM按「讚」

¨ 重新檢視您「美安是什麼」的回答

¨ 用手機下載mtMobile行動商務應用程式

¨ 檢視潛在顧客名單，決定如何接觸新的可能人選

2. 與事業夥伴一起檢視目標聲明

¨ 決定前十位潛在顧客名單及接觸每個人的最佳方式

¨ 重新檢視目標與目標聲明

¨ 討論您從聼錄音及看影片中學到什麼

¨ 重新檢視行動計畫 — 每日、每週和每月任務

¨ 檢視您的超連鎖®事業帳戶
¨ 檢視TW.SHOP.COM網站的各項功能（ShopBuddy、

3. 零售 — 增加個人使用和組織銷售業績

eGifts、降價追蹤、比較購物、熱門優惠等）

個人使用：您必須使用您推薦的產品，從潛在顧客名單中找出潛
在顧客。找出前十位潛在顧客，向他們介紹美安台灣公司獨家產
品和TW.SHOP.CO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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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跟進會面（落實成功五要訣基礎）
（續前頁）

¨ 不要從其他商家購買您目前每個月固定購買的產品，改由從自

		

回應：對影片興趣中至高 — 約定二對一會面、超連鎖®事

己的事業中購買（使用購物年金評量、及/或居家購物清單找產品）

		

業説明會(UBP)或其他線上影片介紹（遠距離物色人選）

¨ 開始您的事業後一個月內，和您的團隊主持一場產品說明會/

		

回應：看完影片介紹後興趣不大 — 試著約定二對一會面或

		

電話會議以取得推薦，或是介紹美安台灣產品和

		

TW.SHOP.COM網站（請依此順序進行）

TW.SHOP.COM網站導覽

¨ 向您的顧客介紹您的網站：TW.SHOP.COM/您的網域名稱
5. 跟進與ABC法則 — 深度複製事業的法則

¨ 透過您的TW.SHOP.COM網站將所有的顧客註冊成為優惠

個人責任：您是大家學習的榜樣。ABC跟進法以您每日、每週、

顧客

每月至少完成下列活動為開始，請開展ABC跟進會/試做。（一對
一、二對一與家庭事業説明會）。

¨ 繼續透過「邀請朋友」工具介紹您的TW.SHOP.COM網站給
顧客

目標：每週在一個新人的地點拓展一個ABC層次；與您的團隊夥
伴及/或資深夥伴一起參加聚會，以得到幫助/支援。每一次家庭
事業説明會或超連鎖®事業説明會最重要的目標是約定跟進會面。

4. 物色、招募與推薦：擴展組織的基本法則
潛在顧客名單：統計表明，一般來說每個人所認識的人為300人左
右。建立至少100人的潛在顧客名單，運用事業評估、人選引薦或

組織責任：對您親自推薦的以及與您合作的獨立超連鎖®店主的活

直接接觸法，向他們介紹事業機會。建立習慣，每天都至少聯絡一

動和任務進行評估、監督、調整與控制。安排時間聯絡他們，以

至二人，這樣每週至少可為兩位合格人選展示事業計畫。只要持之

檢視他們執行12個月行動計畫的進度。

以恆，每年可為104位合格人選（2人 x 52週）展示事業計畫，達

¨ 完成新超連鎖®店主訓練(NUOT)、成功五要訣(B5)訓練和授

到每年至少親自推薦8位超連鎖店主（作夥伴）。建立首選潛在顧

證經理級訓練(ECCT)

客10人名單 首先向他們展示產品、事業及/或TW.SHOP.COM。
影片接觸法：美安台灣公司提供獨立超連鎖®店主許多基本工具，

¨ 購買門票參加全球會議聯盟系統(GMTSS)的下一次會議活動

包括「超連鎖®事業計畫」影片（線上影片）。這些工具讓您可以

（如地方研討會、美安台灣公司全國年會與美安台灣公司領導

有效找到最多的可能人選。更重要的是，不論您對美安台灣事業的

者訓練大會。）

了解有多少，都能夠輕鬆使用這些招募工具。利用影片接觸法，您
只需要了解下面兩件事情：如何排定會面和跟進。

¨ 主持家庭事業説明會

		 a. 評估接觸範例：「王先生，我剛和同事們開始創業，在家

¨ 主持產品說明會/TW.SHOP.COM網站導覽

		 兼職開始。我們對這份機會很興奮，並且希望在這個地區（王

¨ 在組織中實施「基本十顧客，七人強」

		 先生所在地區）拓展業務。我想到您可能會對這項機會有興
		 趣，或者可以推薦人給我。不管如何，您都可以先評估這項機

¨ 定期舉行電話工作坊

		 會。我可否拿一些資料讓您參考，讓您有一個基本的印象？不
		 管您有沒有興趣，您可能會認識一些感興趣的人。」

¨ 經常分享美安事業
		

回應：興趣中至高 — 約定三方通話或會面，以展示事業

		

計畫（使用二對一會談、HBP*、UBP†）。

¨ 聼錄音和看影片（建立每天學習的氛圍）

		

回應：興趣不大 — 使用影片展示以獲得推薦人選，或者介

¨ 每天進行產生效果的活動：使用和分享美安台灣公司品牌產品

		

紹TW.SHOP.COM網站。

和TW.SHOP.COM網站，分享事業機會（執行並分享購物
年金），以及參加會議活動並銷售門票（推展教育）

		 b. 跟進：約定會面後的第二天，送出關於美安台灣公司I

¨ 完成「購物年金評量」

		 TW.SHOP.COM的PDF文檔或其他線上事業支援工具。排定
		 時間在可能人選看完影片後馬上致電他們。
*HBP = 家庭事業說明會

†

UBP = 超連鎖®事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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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顧客名單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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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圖

目標：在個人商業發展中心的左邊和右邊，至少親自推薦4位獨立超連鎖®店主。

註解：PS: 親自推薦的獨立超連鎖®店主

起步指南 | 9

卓越超連鎖®店主(MASTER UFO)標準
日曆季度：1月至3月，4月至6月，7月至9月，或10至12月

（選一項打勾） ¨ 初次合格

¨ 再次合格

注意：所有合格要求必須在提出申請的日曆季度內達到。提出申

¨ 參加或主持一次成功五要訣訓練
演講者機構成員姓名：

請所有文件必須於季度結束後28日內繳交。
日期：
姓名：
地點：
超連鎖®店主編號：

¨ 每年參與或舉辦一次授證經理級訓練
日曆季度起始日：
授證輔導員姓名：
日曆季度終止日：
日期：

¨ 完成購物年金評量
地點：

¨ 訂用超連鎖®管理系統(UFMS)
會議門票要求

¨ 季度內購買總值為 1,500 BV 的產品。這些產品必須由您的
超連鎖®店主編號作為付款人，或由您的優惠顧客購買。

3張美安台灣公司領導者訓練大會門票或
門票號碼：

訂單編號：

日期：

訂單編號：

日期：

3張美安台灣公司全國年會門票
門票號碼：

訂單編號：

日期：

訂單編號：

日期：

¨ 您與您的顧客共需在夥伴商店消費滿NT$47,500，以您的超

晉升級別 / 獲取相應收入的要求

¨ 所附上的「成功五要訣測試」文件正確率為50%以上

連鎖®店主編號為付款人，及/或由您的優惠顧客購買。
及/或
親自推薦最少一名合格且夠格的超連鎖®店主。

¨ 每季度從一個商業發展中心賺取最少NT$28,500的BV/
姓名：

IBV佣金
佣金總額NT$：

超連鎖®店主編號：
培訓要求

¨ 參加或舉辦一場新超連鎖®店主訓練
講師姓名：
日期：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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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登入您的超連鎖®事業帳戶 > 下載>支援資料，下載完整的卓越超連
鎖®店主(Master UFO)計畫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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