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折扣分 
TRAVEL DISCOUNT POINTS 

TDP 



賺TDP，減少您
的旅遊獎勵要求 

Earn TDP and reduce your Travel 
Reward Requirements 

要多少分？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分=> 折扣 個月亞洲之旅要求 
10 TDP => 1 Month discount for your Asia Trip Requirement 

分  
10 TDP 

折扣 個月亞洲之旅的要求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分=> 折扣 個月世界之旅要求 
15 TDP => 1 Month discount for your World Trip Requirement 

分  
15 TDP 

折扣 個月世界之旅的要求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分=> 同時折扣 個月亞洲及 個月世界之旅的要求 
20 TDP => 1 Month discount for your Asia Trip Requirement & 1 

Month discount for your World Trip Requirement 

分  
20 TDP 

扣 個月亞洲 個月世界之旅的要求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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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如何賺 
旅遊折扣分

TDP? 

HOW TO EARN TDP? 

三種方法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 ) 
排毒前傳
套裝 

第一步:首先自己購買’排毒前
傳套裝’ 

第二步: 在優惠期間，鼓勵您
個人推介的新直銷商購買和
自用’套裝’ 

第三步: 填寫網上表格通知公
司，然後經過查對是準確的，
我們將確認您的TDP分數。 

#每位新朋友( 年 月 日後加入) 
購買套裝都會為你賺一分TDP。 

PRE-DETOX PACK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 ) 
購買 日排毒

FDP及參賽 

第一步:首先自己參賽 

第二步: 在優惠期間，鼓勵您個
人推介的新直銷商購買< 日排
毒FDP>並參加 ’ 夏天排毒挑戰’ 
及符合出席率和條款 

第三步: 填寫網上表格通知公司，
然後經過查對是準確的，我們將
確認您的TDP分數。 

#每位新朋友( 年 月 日後加入) 購
買套裝, 參賽及並符合出席率都會為你賺
一分TDP。 

BUY SUMMER FDP 
& JOIN CHALLENGE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 ) 

報  
「發揮影響力課程」 

第一步:首先自己報DI 

第二步: 在接受報名期間，鼓勵
從未報過DI的個人推介直銷商，
報 DI及符合出席率和條款 

第三步: 填寫網上表格通知公司，
然後經過查對是準確的，我們
將確認您的TDP分數。 

#每位首次報 DI的直銷商和符合出席率都
會為你賺一分TDP。 

JOIN ‘DI’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如何填寫網上表格？ 

1.登入您的電子商貿，首頁 
“點擊這裡申請旅遊折扣分(TDP)” 



如何填寫網上表格？ 

2.輸入您的資料即可 



排毒前傳 
Pre-Detox  

• 二月Feb  

• 三月March 

• 四月April 

30日參賽 
Challenge 

• 五月May 

• 六月June 

• 七月July 

報 DI 

• 八月Aug 

• 九月Sep 

• 十月Oct 

• 十一月Nov 



例子  
如果你想賺得  ： 

If you want to get 10 TDP 

幫助 個新人購’買排毒前傳’ 或 

幫助 個新人’買 日FDP並參賽’ 或 

幫助 個新人報 DI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例子  

•幫助 個新人購買’前傳’和幫助 個其他新人’參賽’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例子  

•幫助 個新人購買 ’前傳’ 以及 ‘參賽’ (或報 DI)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例子  

•幫助 個新人=> ’ 買前傳’ + ‘參賽’ + ‘報 DI’ 

•幫助 個-----(買前傳 -或參賽 -或報 DI)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亞洲之旅 
ASIA TRIP 

1.最多折扣 個月  

       (Maximum discount month is 1 month only) 

1.可分配給任何月份 
(Can be allocated to any month you choose)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世界之旅 
WORLD TRIP 

最多折扣 個月  
(Max 2 months) 

只適用於新升黃金總裁和重新符合資格
的黃金總裁  
(Only allowed for New and Requalifying Gold President) 

用於在連續 個月符合資格之前或之後 
(To be used before or after your 3 consecutive qualifying months) 

*請參閱條款和規則 



如有剩餘TDP: 
If you have remaining TDP: 

月 日之後，任何未用或剩餘的  ，將被帶落 月 日。 

(Any unused or remaining TDP on June 30 will be carried forward toward July 1 .) 

剩餘的 可用於下半年的旅遊獎勵。 

(These brought forward TDP can be used for the latter half Travel Awards.) 

只適用於 不能帶落 年。 

(All TDP earned in 2019 will be used for this year and none will be carried forward to 2020.) 



幾時可以申請TDP？ 
When to apply for TDP? 

•所有TDP申請必須在 年 月 日或之前收到 
     All TDP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on or before 16 Feb 2019. 

•必須提供購買’前傳’的證明 
      Must provide proof of purchase of the Pre-Detox Pack 

•請填寫網站上的表格 

    Please fill in Online Form – avail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