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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良機 
等著您

如果您準備改變
自己的生活，您算是 

在合適的時間來到合適的地點。 
Talk Fusion的商機結合了速度、溝通、創新，從而

使我們成為直銷行業中的頂尖領導者。我們向客戶和獨
立夥伴提供最具成本效益及影響力的視訊營銷解決 

方案，在全球各地譜寫了成功故事。成為下一個奇蹟 
中的一員，並與越來越多的夥伴一起在Talk Fusion實現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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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FUSION的優勢
立即獲得報酬

其他公司僅每週或每月付款一次，而Talk Fusion是世界上第一個亦是惟一一家向您即時付款的公司。 您現在賺到錢，現在便能收 
到錢。

全球市場

Talk Fusion在140多個國家均有夥伴及客戶且數量仍在不斷增長，因此您的業務不受邊界限制。我們透過世界級的營銷網站、基於我
們簡單且行之有效的系統製作的培訓材料以及鼓舞人心的推廣影片，讓您在自己的家鄉或世界各地組建一個專門的團隊，從而幫助
您在國際上取得成功。

您的客戶群：任何人、每個人

Talk Fusion集全功能於一身的視訊營銷解決方案藉助視訊的力量，改善了線上溝通效果，覆蓋日常的個人使用到電子郵件營銷、商務
會議、慈善促銷活動，等等。任何人或企業皆可為您的下一個客戶。

永續收入

Talk Fusion讓夥伴能夠兩全其美：以難以置信的低價提供專屬的出色產品價值。我們的視訊營銷解決方案的效率、高需求，以及實惠
的價格可以成為永續收入的重要來源。看著您的組織一次發展一位心滿意足的客戶！

表彰和獎賞

即時支付酬金計畫包含了豐富的獎金及世界級的激勵，以獎勵工作出色的頂級從業者。晉升並過上您夢想的生活方式：開始五星級
的度假，擁有並駕駛一輛豪華的賓士車，用經典的勞力士手錶彰顯成功，並用Talk Fusion提供的客製黃金及鑽石表彰戒指來慶祝實
現終生收入里程碑。是不是該表彰您取得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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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招募的夥伴或客戶每次購買一個產品套裝，您即可賺得一筆快速起步獎金!

賺取快速起步獎金的次數不設限制！

• Executive Package - 賺得20美元

• Elite Package - 賺得60美元

• Pro Package  - 賺得120美元

您個人售出的每月計畫得到保持時，您便會賺得快速起步獎金：
每月10美元。

賺取快速起步獎金的次數不設限制！所有快速起步獎金皆即時支付！

4

快速起步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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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描繪了Talk Fusion酬金計劃的運作方式。這并不是您所期望結果的表示。Talk Fusion並不保證您能獲得成功。對於Talk Fusion夥伴賺得的實際收
入的統計資料，請參見本文件末尾處的收入披露聲明。

團隊佣金

5

身為Talk Fusion夥伴，您的重點是打造忠誠的客戶群，並建立一個由夥伴
組成的團隊，由您指導他們打造忠誠的客戶群。

每個產品均有一個稱為「銷售量」(SV)的分值。
 Product Packages：
  • Executive Package - 100個SV
  • Elite Package - 300個SV
  • Pro Package - 600個SV

 每月計畫：20個SV

來自夥伴及客戶產品銷售的積分，將開始隨著您的業務發展累積
起來。您的團隊透過最初購買及每月計畫累積的積分，皆稱為團體銷.
售量（GSV）。

您必須有資格賺取團隊佣金：

您必須達到最低個人銷售量(PSV)要求*並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
·  您在自己的左右分支中均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訂閱有效每月計畫
的夥伴。

或 
·  您在自己的左右任一分支中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訂閱有效每月計
畫的夥伴，且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訂閱有效每月計畫的客戶。

您的Talk Fusion業務設為二元樹。每當您的左、右分支各自至少有100
個GSV時，您一個佣金 週期即可即刻賺取25美元佣金*。未付款的團體
銷售量（GSV）將結轉。

您

*詳情請參見第18頁的一般常見問題集之問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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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描繪了Talk Fusion酬金計劃的運作方式。這并不是您所期望結果的表示。Talk Fusion並不保證您能獲得成功。對於Talk Fusion夥伴賺得的實際收
入的統計資料，請參見本文件末尾處的收入披露聲明。

计算团队佣金

5

Amy
300 SV

 
 

您

Kim
100 SV

John
600 SV

LEFT TEAM RIGHT TEAM

個人推薦的夥伴 團體推薦的夥伴

$525 USD

您的左分支有2100個SV，右分支
有2100個SV。根據20個週期計

算，您可賺取525美元。

Talk Fusion夥伴可賺取的團隊佣金最高為每週50,000美元。

Ann
300 SV

Joe
100 SV

Jill
300 SV

Pat
600 SV

 

Ken
100 SV

Jane
600 SV

Mark
100SV

Sue
100 SV

Frank
100 SV

Mary
600 SV

Jack
300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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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對等獎金讓您能夠額外賺取您個人推薦的夥伴所在團隊佣金之10%。例如，若您推薦了John，而他所在團隊的佣金為 
300美元，您即可賺取額外的30美元。 

巨額對等獎金為即時支付。賺取巨額對等獎金的次數不設限制！

巨額對等獎金巨額對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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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無與倫比的價格提供無與倫比的價值，Talk Fusion是最適合世界各地的
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個人的、集全功能於一身的視訊營銷解決方案。我們最
先進的產品共同創造了與他人有效地建立關係、在人群中脫穎而出，並分享
您的產品或服務（或日常生活）的最佳方式，無論距離遠近。

三個客戶即完全免費！
若每個月您均有三個個人推薦的、訂閱有效每月計畫的客戶，您的每月計畫
便是免費的！

巨額對等獎金我們愛客戶！

回饋是好事
Talk Fusion的企業文化全在於回饋！這就是為何每一位夥伴均有一個免費的慈善帳戶，他們
可以向自己選擇的非營利組織捐贈。使用Talk Fusion的視訊產品，令慈善機構能夠籌集資金
及增強人們對一項重要事業的認知，來表明您的支援並幫助創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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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日曆月，Talk Fusion均會獎勵個人推薦的新客戶人
數最多的前20名夥伴，向他們發放高達1000美元的現
金獎金。

任何層級的所有合格的夥伴皆可參加客戶池。您個人
推薦的客戶越多，您的收入便越高！

您必須在指定的一個月內個人推薦最少3個新客戶， 
才有資格獲得獎金。

客戶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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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00美元

1,000美元

800美元

700美元

600美元

500美元

400美元

300美元

200美元

150美元

100美元/每個

第
第

第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名

名

名

10

第 11 - 20 名

10



勞力士手錶
詳見第13頁詳見第14頁

瘋狂賓士車購買費用
詳見第14頁

五星級假期
詳見第12頁

2 個額外的商業中心
詳見第18 頁

銅牌
週期：1

金牌
週期：10

2星
週期：30

鑽石層級
週期：100

三鑽石層級
週期：200

藍鑽層級
週期 : 500

皇家藍鑽層級
週期：1500

大使藍鑽層級
週期：5000

銀牌
週期：5

1 星
週期：20

3 星
週期：50

雙鑽石層級
週期：150

鑽石精英
層級
週期：250

大藍鑽層級
週期：1000

總統藍
鑽層級

週期：2500

帝國藍
鑽層級

週期：7500
*且必須在左右
分支中皆個人推
薦1個大藍鑽層
級或以上層級。

領導獎金池 - 1.25%
詳見第15頁

領導獎金池 - 1.75%
詳見第15頁

領導獎金池 - 2.25%
詳見第15頁

瘋狂賓士車獎金

領導獎金池 - 1%
詳見第15頁

領導獎金池 - 1.5%
詳見第15頁

領導獎金池 - 2%
詳見第15頁

Talk Fusion喜歡用世界一流的獎勵來表彰成功。在晉升的過程中，除了接受表彰胸針及獎金外，頂級從業者還可以賺取夢幻假日之旅、
顯赫的勞力士手錶、發給達到終生收入里程碑的夥伴之黃金和鑽石表彰戒指，甚至一輛豪華賓士車。

晉級及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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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鑽石層級便有資格！

收拾好行李包，拿著護照 -  Talk Fusion以時尚的方
式慶祝成功！從熱帶度假之地到世界上最奢侈的城
市，我們用全部費用已付的度假獎勵辛勤的勞動，讓
您前往異國情調的地方和令人驚嘆的目的地度假。這
些難忘的旅行是夥伴們擁抱夢想並與頂尖領袖分享鼓
舞人心的動力之完美機會。

這些豪華度假專為鑽石層級及以上層級的夥伴而設。
請參閱您後端辦公室的獎勵頁面，瞭解資格詳情。

10

五星級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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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享受成功的時候了

自1905年以來，「勞力士」便一直是聲望、業績及創
新的象徵。正因為如此，Talk Fusion才選擇將勞力士
手錶獎給夥伴，作為達到成功里程碑的象徵。  

勞力士手錶有專供男士和女士佩戴的款式，它們是時
尚和奢侈的化身，作為獎品頒發給成功達到鑽石精英
佣金層級並至少連續兩週保持這一層級的夥伴。

很少有公司像勞力士一樣，長期被視為追求卓越的 
象徵。在Talk Fusion夥伴不斷追求卓越之時，向成功
的夥伴頒發勞力士手錶再合適不過了。

Rolex® 是Rolex Watch U.S.A., Inc.的商標。所有智慧財產權，如商標、商號、設計、版權、標志和任何其他鮮明的特徵均為勞力士公司保留且
獨家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12

勞力士手錶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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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上我們買單的全新賓士車。 
賓士車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且最受尊重的汽車 
品牌。它代表著高標準和卓越工程設計。駕駛一
輛時尚、久負盛名的賓士車可以有力地證明您如
何透過Talk Fusion，真正地實現著自己的夢想。

3星
您必須連續四週保持3星或更高的佣金層級，方
可獲得600美元的汽車獎金，可用來支付基本型
銥銀色賓士C級轎車的購買價格（最高可達賓士
車的全價），或租用36個月，以先到者為準。

DIAMOND ELITE
您在52週內有36週達到並保持鑽石精英佣金 
層級，我們將給您購買一輛基本型銥銀色賓士C
級轎車。

Mercedes-Benz®是Daimler Chrysler的商標。保留所有權利。Talk Fusion的瘋狂賓士車獎勵計畫與Daimler Chrysler、Mercedes-Benz、北美Mercedes-Benz或其任何關聯公司均無關聯，亦非它們贊
助。Mercedes-Benz一詞僅用來表明汽車車型，並不意味著與汽車製造商或經銷商有任何關聯或關係。所有其他品牌、商標和名稱均為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瘋狂賓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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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제 獎 넥 角 寧 種 譚 藍 鑽 柯 뵨 鹿 。 層 級 훙 却 杰 權 肝 돨 롸 紅
獎 쏜 넥 。 晉 級 逞 藍 鑽 柯 뵨 鹿 。 層 級 돨 북 목 聯 營 諒 롸 權 話
說휨북瞳홍헷杰產돨總銷簡좆돨캐個겟롸궐。

領導제獎넥

RANK  %

Blue Diamond  1%

Grand Blue Diamond  1.25%

Royal Blue Diamond  1.5%

Presidential Blue Diamond  1.75%

Ambassador Blue Diamond  2%

Imperial Blue Diamond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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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里程碑
 
黃金長期以來皆是卓越品質的標準。鑽石代表完美之
巔峰。它們合在一起，便是對激情、動力和鼓舞人心
最傑出的獎勵。 

Talk Fusion向成功的夥伴頒發鑲有鑽石的豪華白金表彰
戒指*。

這些優雅的戒指代表著我們內在的真正精神，足以引
起每個人的注意，使他們不禁想問：「Talk Fusion是甚
麼？」

*表彰戒指每年一次頒發給達到以下特定終生收入里程碑的夥
伴：250,000美元、500,000美元或1,000,000美元。

表彰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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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要符合資格，您必須達到最低個人銷售量(PSV)要求並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
1.您在自己的左右分支中均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夥伴。
2.您在自己的左右任一分支中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夥伴，且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客戶。
請注意：如果您自己購買了任何產品，所購的產品並不計入任何佣金資格。

15

重要術語

客戶 
客戶是購買Talk Fusion個產品套裝一的個人或企業，但不是一個夥伴。

團體銷售量 (GSV)
夥伴的下線夥伴及客戶所購的所有產品產生的銷售量。

個人銷售量 (PSV)
指您本人透過個人購買產品或向客戶零售產品而產生的銷售量。

銷售量 (SV)
每個產品均分配了一個稱為「銷售量」(SV)的分值，Talk Fusion即時付款酬金計畫基於累積的分數。

有效
訂閱有效每月計畫的客戶或夥伴

週期 
SV的積累，並觸發發給夥伴的團隊佣金。一個夥伴週期每次在左和右分支均累積100個SV。

商業中心  
您的商業中心指您個人在Talk Fusion組織中所處的位置。

二元樹
一個組織型的業務結構，其中由一個人組建2個團隊——左右各一個。

17



一般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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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如何即時獲得付款？ 
付款是自動的！今天完成一筆銷售，您的佣金將會立即計入您的
PAYLUTION® 電子錢包帳戶。 

2.        我如何開立PAYLUTION®電子錢包帳戶？ 
在賺取您的首筆佣金後，您必須填寫「後端辦公室」的「佣金」頁面上
註明的必要資訊。填妥所要求的資訊後，將在五個工作日內自動為您開
設PAYLUTION®電子錢包帳戶。然後，您將收到Talk Fusion的確認電郵，
以及PAYLUTION®發來的一封電郵，告訴您如何啟動帳戶。賺取的 
所有佣金將會立即進入您的PAYLUTION®電子錢包帳戶。  
 
請注意：如果您自己購買了任何產品，所購的產品並不計入任何佣金資
格。

3.        我如何才有資格獲得團隊佣金？我如何保持資格？ 
您必須達到最低個人銷售量(PSV)要求並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來符合資
格：

1. 您在自己的左右分支中 均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夥伴。

2.您在自己的左右任一分支中須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夥伴，且須有1
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客戶。 

請注意：如果您自己購買了任何產品，所購的產品並不計入任何佣金資
格。

4.        如果我沒有資格，我的佣金會怎麼樣？
我們將替您保留佣金14天。如果您在這一期限內符合資格，您將收到佣
金。

5.        如何達到最低個人銷售量(PSV)要求？
您必須一次產生至少100個個人銷售量(PSV)並每月至少保持20個PSV。

6.        我可不可以擁有多個商業中心？ 
可以！在您首次達到鑽石層級時，左右分支各獲贈一個新的商 業中心（共
兩個），並作為您原來商業中心的前線。新的商業 中心將從啟動日起開始
收集新的銷售量(SV)

7.        個產品套裝 相關的銷售量是多少？ 
 • Executive Package   (100 SV)
 • Elite Package    (300 SV)
 • Pro Package   (600 SV)

8.        與每月計畫相關的銷售量是多少？ 
每月計畫產生20個SV。

9.        我在自己的組織內每銷售一個產品可獲得的最大銷售量是多少？ 
 Executive聯營諒將옵獲돤페組織內杰唐產틔銷 簡돨苟죗銷簡좆

Executive (100 SV)

Elite (100 SV)

Pro (100 SV) 

   Elite聯營諒將옵獲돤페組織內杰唐產틔銷 簡돨苟죗銷簡좆

Executive (100 SV)

Elite (300 SV)

Pro (300 SV) 

   專業層級聯營諒將옵獲돤페組織內杰唐產틔銷 簡돨홍꼬銷簡좆

Executive (100 SV)

Elite (300 SV)

Pro (600 SV)

10.          我的每週潛在收入是否有最高限額？ 
Talk Fusion夥伴可賺取的團隊佣金最高為每週50,000美元。不過，快速起
步獎金和巨額對等獎金皆無最高限額。

11.        如何賺取佣金週期？  
您的左右分支均有100個銷售量(SV)時，您即可賺取一個週期的佣金。每個
佣金週期您將賺取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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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見問題集（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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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佣金層級與表彰層級之間的區別為何？
佣金層級是您目前獲得報酬的層級。這是根據任何佣金週內的銷售量及其他
酬金計畫要求決定的。表彰層級是您獲得報酬的最高層級。

13.         我如何獲得Talk Fusion品牌的Visa®簽帳卡？
在您賺取了佣金並開設PAYLUTION®電子錢包帳戶後，您即有資格訂購Talk 
Fusion品牌的Visa®簽帳卡。簽帳卡可在世界眾多國家提供，僅需支付15 
美元。 

14.         乖흔부賺혤領導넥獎쏜？ 
흔挑獲돤賺혤領導넥獎쏜돨資목，퀭극須瞳寧個墩돨愷週內엇滿璃藍鑽層
級샀뫘멕層級돨銷簡좆狼헹。領導넥澾쏜將瞳賺혤澾쏜裂遜돨苟寧個墩20
號連마。

15.        寧個聯營諒콘獲돤뜩8믈領導제獎넥櫓돨獎쏜?  
單個聯營諒콘離뜩獲돤領導제獎넥돨25%。절흔，흔벎領
導제獎넥돨總쏜額為10000쳄禱，랍할怜唐寧個聯營諒唐資목領혤該獎項，
컸麼該聯營諒앎唐資목寧묾領혤2500쳄禱。흔벎唐愷個샀뫘뜩獲돤該獎項
資목돨聯營諒，儉們앎會틱엇롸權領導제獎넥돨總쏜額。換喇裂，흔벎唐
10個야資목돨聯營諒，첼個將會獲돤1000쳄禱。 

16.        我如何才有資格賺取客戶池獎金？
每個日曆月，我們均會向在當月內個人推薦的新客戶人數最多的20名合資
格的夥伴分發一筆獎金。您必須個人推薦至少3個新客戶，才有資格賺取當
月的客戶池獎金。

17.        一名夥伴通過客戶池能賺多少錢？
您每月只能賺取一筆獎金。獎金分配如下：

18.        我何時收到客戶池獎金？ 
客戶池獎金在賺取獎金之後的下一個月第10日支付。

19.        與每個免費慈善帳戶相關的銷售量是多少？ 
慈善帳戶是免費的，並不產生銷售量。

20.                                            是否會對我賺取的佣金收取手續費？ 
每次將佣金轉入您的電子錢包帳戶時，會扣除一筆0.40美元的小額 
費用。

21.         成為Talk Fusion獨立夥伴需要購買產品嗎？ 
欲成為獨立夥伴及參加Talk Fusion即時付款酬金計畫，夥伴皆無須個
人購買任何Talk Fusion產品。
請注意：如果您自己購買了任何產品，所購的產品並不計入任何佣金資
格。

22.        有何方法能讓我節省每月計畫費？ 
夥伴和客戶可選擇我們的預付/全額付款訂閱選項之一，即可節省高達
20%的每月計畫費。 

23.   銷售量是否會清零？
否。僅須滿足以下二個條件之一，即可保留銷售量：
 · 您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夥伴，或
 · 您有1名個人推薦的、有效的客戶

不過，如果30天未達到此要求，您累積的所有銷售量將清零。失去的
銷售量無法歸還。

24.   如果我未賺取佣金，我是否仍然是Talk Fusion夥伴？
如果您連續六個月未能賺取佣金，您的夥伴協議將因不活躍而被取
消。然而，如果您已經訂閱我們的任何產品，您的每月計畫 
將繼續，您會被重新歸類為「客戶」。如果您希望取消每月計畫，您
必須明確要求將它取消。請注意：已預付每月計畫最少1年的夥伴在預
付期內將不會被重新歸類為「客戶」。

• 第1名 - 1,000美元
• 第2名 - 900美元
• 第3名 - 800美元
• 第4名 - 700美元
• 第5名 - 600美元
• 第6名 - 500美元

• 第7名     - 400美元

• 第8名     - 300美元

• 第9名     - 200美元

• 第10名 - 150美元  

• 第11-20名  - 100美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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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努力工作方可成功
人們經常問我，直銷行業成
功的「關鍵」是甚麼，但其

實並不存在「精密公式。」我知道慾望、
犧牲和長期努力工作是絕對的要求，但即
使是這些元素也無法構成保證。 

我20多年前開始直銷事業時，我是一名
全職警察。除了每週40多個小時的「日
常工作」外，我還在電話、在會議上花費
了很多時間，忙於建立客戶群，幫助新的

 創始人兼執行長 
 鮑勃•雷納的寄語

夥伴註冊，最終把
我所學到的經驗教

訓教給這些夥伴。我
犯了很多錯誤，並且有

很多時候，我的電話費用超
過我的佣金支票上的金額。但我

沒有放棄，犧牲了寶貴的「自由時間」
，因為與獨自一個人奮鬥相比，我看到了
透過團隊賺取收入的潛力。但同時，我明
白直銷真的只是一個機會——我從中能夠
獲得甚麼，完全取決於奉獻及我投入的「
血汗勞動」。

如果您正在考慮加入Talk Fusion作為獨立
夥伴，務必記住：雖然賺取額外收入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但您能從Talk Fusion業務
中獲得甚麼，完全取決於成功的銷售，這

需要努力工作、勤奮和領導力，以及您如
何發揮這些品質。它同時還需要時間來學
習當自己的老闆、訓練您的團隊，並打造
適當的基礎設施。 

直銷是一個2至5年的計畫；您不能夠在
4-6個月便退休。您必須從事這一業務最
少1年，才能勉強達到一個很好的評估
點，方可真正衡量您的進步，但老實說，
我相信，如果您遵循系統的要求，連續一
年每週投入7-10小時，您將到達一個您
不想停下來的地方。但您必須願意奉獻自

己，犧牲自己的「舒適的時間」以及其他活動，用來交換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
無收入承諾。在我看來，沒有一家公司應該聲稱自己提供「一夜暴富」的機會。不幸的是，直銷行業中的一些企業卻顯示，潛在夥伴
無須工作，即可賺取全職收入，或者在某些情況下，賺更多的錢。這便是直銷行業中有這麼多的新手幻想破滅並退出的原因之一。

但現實是，在直銷行業，大多數夥伴並沒有收到「豐厚的收入」，而且絕大多數沒有一點收入。Talk Fusion亦是如此。有些入加入一
家公司，只是為了以折扣價購買產品，許多人加盟以拿到產品折扣，然後賺取一點外快。有極少數夥伴賺取大多數人所謂的「全職」
收入，就像其他任何行業一樣，「高收入者」均十分罕見。我們告訴您這些，是因為我們與有些公司不同，我們希望您能充分知情，
因此我們認為自己是行業內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誠實聲音。

在Talk Fusion，我們的核心夥伴們均充分
認識到，為取得成功，需要付出難以言喻
的犧牲。是否要付出這樣的犧牲，完全由
您自己決定。我們盡一切可能為您提供獲
得成功所需的一切東西，從以令人難以置
信的價值提供的世界一流產品，到即時支
付佣金，以及提供無與倫比的客戶服務和
培訓。但您必須渴望按您自己的條件取得
成功。您是決定看電視而不是參加電話培
訓，或去逛街而不是登入Live Broadcast
或跟進聯絡潛在銷售對象，我們均不會知
道。我們希望您利用Talk Fusion提供的一
切，但我們不希望您的成功超出您自己的
期望。 

任何Talk Fusion營銷材料中所示收入並不
一定代表Talk Fusion夥伴能夠或將會透過
其參與Talk Fusion即時付款酬金計畫賺取
的收入（若有）。凡在Talk Fusion即時付
款酬金計畫中提及收入之處，無論是明示
還是默示，均僅作說明之用。這些數字
不應當視為您實際收入或利潤之擔保或預
測。Talk Fusion不向任何夥伴擔保會達到
任何級別的收入；有關收入的任何聲明或
擔保可能會產生誤導。 

您成功，我們才能成功，所以我們當然希望您盡可能成功。其餘的一切便是「血汗勞動」。但這是我們不能替您去做的一件事。您必須願意為
實現您的慾望做出必要的承諾。事實是，大多數人根本不願意付出有利於獲得他們想要的結果的必要犧牲。在Talk Fusion或其他直銷企業取
得顯著成功的人士均明白，這種業務需要多年的承諾，亦需要投入必要的時間及精力。

我希望您將直銷視為一種專業的職業生涯，它事實上已經如此。與其他行業不同，直銷不僅讓您有機會去培育和增強您的內在才華，也讓您有機會去培育和增強
您的整個團隊的內在才能。在這個行業，成功意味著有機會實現智力、情感及經濟發展，同時為其他人的生活做積極的貢獻。

為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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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單位：美元)

夥伴%
業務中的平
均及中位 

# MO

範圍
(單位：美元)

夥伴%
業務中的平均
及中位 # MO

範圍
(單位：美元)

夥伴%
業務中的平均
及中位 # MO

無收入 69.54% 4.64 $2,500.01 - $5,000.00 0.64% 16.72 $30,000.01 - $50,000.00 0.04% 36.21

$0.01 - $50.00 11.93% 5.20 $5,000.01 - $7,500.00 0.21% 20.40 $50,000.01 - $75,000.00 0.02% 44.19

$50.01 - $250.00 12.13% 6.00 $7,500.01 - $10,000.00 0.11% 22.27 $75,000.01 - $100,000.00 0.008% 48.81

$250.01 - $500.00 3.41% 8.43 $10,000.01 - $15,000.00 0.10% 25.47 $100,000.01 - $150,000.00 0.010% 45.50

$500.01 - $1,000.00 2.45% 10.11 $15,000.01 - $20,000.00 0.05% 30.41 $150,000.01 - $200,000.00 0.006% 49.37

$1,000.01 - $2,500.00 1.81% 12.84 $20,000.01 - $30,000.00 0.04% 32.71 $200,000.01 + 0.015% 55.99

這些數字并非是預期收入或利潤的保證或預計。亦不包含夥伴在經營業務中產生的費用。Talk Fusion對財務成功不作任何擔保。透過Talk Fusion取得
的成功只源自成功的銷售，需要努力、勤奮地工作、技術、堅持不懈、能力並發揮領導作用。您的成功大小將取決於您展現這些品質的有效程度。

收入披露聲明

2016年所有夥伴收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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