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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商德准则 

身为经销商， 您必须同意在进行每日业务时绝对严厉遵守以下准则： 

1. 遵循商业规章，RETURN LEGACY 的商业守则和作业政策并在执行业务时， 不辱上述条规

的精神。 

2. 以确实和诚恳的态度推介 RETURN LEGACY 奖金制度和产品。 

3. 保持有礼， 机智及有效率的处理顾客需求并依照 RETURN LEGACY 的换货或退货程序为

顾客服务。 

4. 在执行业务时， 必须保持廉正， 诚挚和有责任的态度。 

5. 尊重 RETURN LEGACY 所规定的经销商责任与守则， 并且贯彻执行。 

6. 不得使用任何 RETURN LEGACY 的商标， 名称， 标志， 版权物料， 刊物， 宣传简章或其

它形式的 RETURN LEGACY 资源，作为发展其他业务图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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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作为 Return Legacy 经销商藉作业政策与程序的定义，除非有关内容有所异议或不一致，以下定义将被

采用 :- 

 

公司 

公司或 RETURN LEGACY SDN BHD，一间在马来西亚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它的营业基地设立在雪

蘭莪 Pusat Perdagangan Kota Damansara (ENCORP STRAND GARDEN OFFICE) 商业大楼。 

 

经销商 

经销商的意思是独立经销商以及有關欲想参加 RETURN LEGACY 以销售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任何人或

公司。 

 

零售客户 

定义为从 RETURN LEGACY 官方电子商务网站直接购买产品的客户。 

 

推荐人 / 保荐人 

定义为一名现有的 ”独立经销商”，推荐一名新经销商成为RETURN LEGACY的经销商，并且在新经销

商的会员申请表格中，他的名字出现为推荐人/保荐人。 

 

上线 

推荐人/保荐人乃介绍他人向公司申请授权为经销商。 

 

下线 

即经销商所推荐/保荐的人和被推荐人的下线。 

 

WP 

定义为 ”World P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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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政策与程序 

公司的作业政策与程序阐明了经销商的权利，任务和责任。它的宗旨在于确保公司业务能实际的操作

和发展。所有 RETURN LEGACY 的经销商必须严守公司所厘定的作业政策与程序。 

 

第一项：经销商的委任 

第一部分 : 成為经销商 - 资格 

1. 凡居住于马来西亚并年满法定年龄(十八岁以上)人士，皆可亲自提呈或通过电子注册填写经销商申请表格

成为经销商。 

2. 若申请者欲以合伙机构进行经销商业务，及拥有多位合伙人，该机构必须以一位合伙人的名字登记并委

任及授权他/她进行经销商业务。 

3. 若申请者欲以商业机构进行经销商业务，该申请者必须呈交一份经销商申请表格连同公司证明 的 “协议

记录和社团合约”(Memorandum and Article of Association)，表格 24 及 49 于公司。 

4. 所有申请者的推荐人必须是现有的合法经销商。 

5. 申请者在获得公司接纳/批准该申请，始正式成为经销商。 

6. 公司有权接受和拒绝任何人士的申请而不需给予任何理由。 

7. 申请人不可以是公司现有代理、代表、员工或员工的夫婦。 

8. 所有经销商藉只限于经销商个人拥有。经销商只可拥有一个经销商藉所有权利益。 

9. 公司政策严禁任何经销商拥有两个或更多的经销商籍。这种行为会导致其经销商籍被终止。 

10. 经销商不可提交任何错误或不正确的资料给 RETURN LEGACY。经销商须通知 RETURN LEGACY 任何

会影响经销商资料之准确性的变动。若经销商所提供的资料被发现是错误或不正确，公司有权利立刻终

止其经销商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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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夫妻结合申请单一经销商籍 

1. 夫妻可结合申请为单一经销商籍。 

2. 如果两位独立的经销商结婚，他们可选择放弃其中一个独立经销商拥有权，改与配偶合伙，或夫妻可分

别保留独立经销商籍，各自发展其业务。 

3. 已婚夫婦可于同一条推荐线里拥有两个各别经销商籍，前提为他们是由其配偶直接推荐。 

4. 若夫妻离异，除非公司受到离婚法令之规定而依据处理，否则首要签约者将保持其经销商籍。 

第三部分 : 独立经销商拥有权 

1. 一名活跃的经销商可享有以下公司所提供的特权： 

a) 以经销商价格购买产品； 

b) 赚取零售利润 (如有)； 

c) 依据 RETURN LEGACY 奖金制度所分发的奖金；及 

d) 训练课程 

2. 任何经销商皆为独体及自行经营，不可暗示或自称自己为公司的加盟商、合作伙伴、员工、代理商或授

权代表 ，既没有权利代表公司和自认本身拥有此项权利去谈判和签订任何合約。 

3. 一位想从个人名誉更改为合伙机构或商业机构的经销商，必须提呈有关文件包括所有的商业拥有人，合

伙人，股东及执行人员等。申请者必须呈交申请表格以及提供相关文件以证明他/她授权进行经销商业务

及遵守公司的条规。 

4. 当呈交更改身份时，申请者必须确保在未作出申请的过去六个月中，新任的合伙机构或公司不曾获取独

立经销商拥有权的利益。 

5. 在签署经销商申请表格时，他/她们同意遵循作业政策与程序所规定的条文和 1993 年直销法令。 

6. 如果该经销商是合伙机构，公司保留权利，可以勿须任何理由，接受或拒绝经销商更改生意合伙人。如

果该经销商是商业机构，公司保留权利，可以勿须任何理由，接受或拒绝更改董事会员或股东。 

7. 只要公司已在该国设立办事处及已经获得许可，所有经销商有权在该区域推动他/她们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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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放弃经销权 

1. 经销商可通过书信通知公司欲放弃经销权的决定。 

2. 经销商一旦放弃经销权，他/她及配偶不得在公司接获其放弃经销权通知书后的三(3)个月时间内申请为新

的经销商。所有该经销商的下线将转移给他/她的直接上线。 

3. 在放弃经销权后，公司保留经营/管理该活跃账户的一切权利，而无需通知所述已辞职或终止的经销商。 

第五部分 : 奖金 

1. 经销商必须在一个国家维持每月的 WP，以获得奖金资格及分享佣金。当经销商维持了所规定的每月 WP

时，有关奖金将根据 RETURN LEGACY 奖金制度来支付。 

2. 奖金是按月计算的（Creation Referral Bonus 和 Creation Enrolment Bonus 除外），并直接支付给合格的经

销商。所有奖金账单是由电子系统发送至合格的经销商，本公司不鼓励邮寄奖金账单，该请求均不受理。  

3. 若发现有关奖金计算出现任何错误或没有领到奖金的情况下，经销商必须在奖金发放日起 15 天之内以书

面通知公司。 

4. 本公司提供的所有奖金仅在经销商协议生效时有效。公司有权在任何时候，从奖金扣除经销商尚欠公司

之款项。 

 

第二项：经销商的职责 

第一部分 : 遵守规则 

1. 公司保留权利修订，修改或删除任何作业政策和程序的条规而勿需预先通知任何受影响的经销商或对他/

她作出解说。 

2. 所有经销商必须依从公司的作业政策和程序。如有经销商违反任何条规，公司将有权采取适当的行动。 

3. 经销商在推行自己的业务时必须承担自己所有的费用和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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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销商在推行自己的业务时，必须时时刻刻维护及促进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声誉，且不得作出任何损害或

诽谤上述声誉，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以及违反公众利益的行为；并不得使用任何不礼貌，欺骗，误导及不

道德手段。 

5. 若任何有更改地址或联络电话，经销商必须以书信通知公司已确保经销商的资料被更新。 

6. 在公司指定的申请表格填写的任何资料，若属假造或误导或不正确或公司有理由相信所填资料是假造或

误导或不正确，公司即有权力採取以下行动： 

a) 终止其经销商籍，或 

b) 转移该经销商及／或其整个组织下线或部份下线至公司认为较恰当的一个组织，或 

c) 冻结经销商籍一段时间，或 

d) 扣留花红、佣金、其他利益或奖励，或 

e) 公司有权採取任何适当的行动 

7. 若有任何经销商的书信被退回公司，他/她的名字将自动的从名单内被删除，且不再接获任何公司的书信

直至他/她的档案被更新。 

8. 公司鼓励经销商经常出席公司会议或训练。在出席公司的创业说明会及课程时，衣著必须整齐。 

9. 经销商不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保荐或尝试保荐一人，或保荐或尝试保荐一个子乌虚有的人士(幽灵经

销商)作为经销商，或欺诈性地以对方名义申请为经销商。 

10. 经销商不可提出任何不合情理、误导或非代表性的收入，也不可作出任何收入保证。 

11. 所有经销商个人有责任遵守马来西亚的所有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可能源于他作为公司

产品和服务的卖方产生的佣金或任何其它收入。 

a) 应马来西亚政府所規定，所收取的佣金/奖金超过 RM100,000 以上(根据前一年的数据)的经销商

(个人 / 独资企业)，則须缴纳 2% 的预扣税。 

b) 经销商(外国人)将自行承担与其经销商相关的所有适用税费、关税和其它费用。 经销商(外国人)

受其居住国的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的约束。 对于经销商(外国人)未能遵守其居住国或其他控制管

辖区的法律，本公司一概不负责。 马来西亚政府要求的 10% 预扣税将从所有佣金/奖金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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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不竞争 

1. 经销商不得从事其他直销事业或销售任何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产品。 

2. 若公司接获确实证据证明经销商推荐或介绍另一名经销商从事经营其他直销事业或影响其他的经销商脱

离自己的上线而加入他的组织网络，公司将有权马上终止他/她的经销权。 

3. 抢线行为 

a) 严禁抢线行为；抢线在这里的定义是 : 

I. 保荐一位来自其他组织的现有经销商。 

II. 在其现有经销商籍还生效之际与另一位保荐人签约。 

III. 让他人或近亲使用其经销商籍来进行业务。 

b) 当抢线现象发生时，公司将会采取以下行动：  

I. 和其他组织经销商签约的相關经销商，其经销商籍将被终止。  

II. 所有涉及的经销商将被转移过户到其原有保荐人的组织。 

III. 如果经销商“A”被发现利用其他组织的经销商或近亲“B”的经销商籍进行生意；“B”

之经销商籍将被终止，而其所有下线经销商将被转线过户给“A”。 

c) 公司将保留以下权利：  

I. 扣压该名抢线经销商的佣金/花红; 和/或; 

II. 在公司酌情决定下终止该名抢线经销商之经销商籍。 

第三部分 : 误导 

1. 经销商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夸述公司的产品以误导公众。 

2. 误导包括但不止限于下列各项: 

a) 没有根据由公司出版的刊物上所载明的资料向他人介绍产品。 

b) 与他人商讨奖金制度时，没有清楚解说奖金不能从只加入成为经销商或保荐他人而获取。 

c) 与他人商讨奖金制度时，未向对方说明除了经销商籍费外，他/她不须缴交其它费用或购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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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特别例子或数目演算方式声称任何人曾经或可从公司奖金制度或售卖公司产品赚取或获得任何

指定收入。除在同样解说时，他/她必须阐明个人收入是个人的努力，地理环境，适时和其它因

素等而异。 

e) 重新包装，附上标签或以任何其他名称销售公司产品。 

 

第四部分 : 禁止诊断 

1. 经销商一律不得诊断或声称公司产品可特别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 (例如 : 声称产品可“医治”) 。 

2. 每位经销商在推行业务时，不得有任何破坏或有损公司声誉的行为。 

 

第五部分 : 购买大量存货，囤积居奇及金字塔式销售或产品倾销 

1. 公司严厉禁止经销商为了要达到奖金制度内的奖金或升級资格而购买数量太大的产品。 

2. 公司严厉禁止经销商纯粹为了获取奖金或在奖金制度中升級而进行囤积居奇及金字塔式销售。 

3. 公司不允许经销商在任何零售地点出售公司系列产品。 

 

第三项 : 维护经销商体系的原则 

第一部分 : 推荐 

1. 推荐人有责任督导，训练，发展和观察其推荐的经销商，未尽责的推荐人可导致该推荐权被终止。 

2. 任何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推荐人。若两名经销商同时宣称为同一新经销商的推荐人，公司将视最先收到申

请的推荐人为有效之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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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转移 / 更换推荐人 

1. 公司禁止转移上线因为这会影响每层推荐网而导致不稳定的情况发生，除以下情况外 : 

a) 注册者可在注册当日的 11:59pm, MYT 前修改推荐人，前提该新晋经销商并无任何下线；或 

b) 更换推荐人协议必须由该经销商、承让人、注册者，并经宣誓官蓋章认证。公司要求证件副本作

为身份或权利的证明；以及 

c) 所有相关方必须出席与公司管理层位于传承国际总部 (Kota Damansara) 进行会议。 

d) 公司管理层有权批准或拒绝本节所述。 

2. 倘若经销商坚持要更换推荐人，其解决方案即是以书面通知 RETURN LEGACY 终止其原有经销商籍；待 

三(3)个月后，在新推荐人名下重新申请成为经销商；或者，如果他/她是一名非活跃的经销商，过去连续

至少六(6)个月没有任何销售交易记录。 他/她可以书面通知 RETURN LEGACY 终止他/她现有的经销商

籍，并在终止后的第二天在新推荐人名下再度重新申请成为经销商。 

3. 一名经销商不可直接或间接鼓励、说服、涉及或协助其它经销商更换推荐人。这包括提供奖励或财物利

益或以其它有形或无形的方式，鼓励一名经销商终止其现有经销商籍，然后在另一名推荐人下，重新登

记经销商籍。任何一名经销商被发现介入有关活动，其经销商籍将立刻被暂停或终止。 

第三部分 : 逝世及继承 

1. 经销商的业务可以遗赠。 

2. 收益人必须提呈法律证明于公司。 

3. 不论是个人，夫妻或商业机构，公司只承认一位继承人。 

4. 经销商可以任命同一国籍的任何人为他的继承人。如果经销商申請表格没有填写继承人，那其继承人将

会是他的至亲。但是，在一名经销商逝世后出现有关继承人的争议，相关法庭将裁决继承人。直至法庭

作出最终裁决，RETURN LEGACY保留权利扣留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制于花红和佣金。 

5. 在没有获得 RETURN LEGACY 的书面同意下，经销商不可转移或分配其经销商籍下的任何权利给任何一

个人。经销商不可委派其职责给其他人，但是他本身拥有最终责任，确保遵守有关规章与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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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暂停/冻结或终止经销权 

1. 若公司发现经销商触犯作业政策和程序的条文（条文在必要时可随时修订），公司有权暂停并终止其经

销销商籍。 

2. 若有下列情况发生，公司可随时通过给予不少过七 (7) 天 的通知以终止经销商的经销商籍 : 

a) 经销商触犯法律或政府管制直销业的直销法令；或 

b) 经销商触犯本公司的商业守则或道德准则；或 

c) 经销商的行为举止损及或可能损及公司的利益、形象或名誉；或 

d) 经销商犯下刑事罪或申请破产；或 

e) 公司认为该经销商不宜成为公司经销商；或 

f) 公司在该经销商呈交公司的经销商申请书内发现其中陈述或声明包含不实或不正确的资料；或 

g) 当公司接到针对经销商的投诉而根据公司的单独意见认为有必要终止有關经销商的委任； 

3. 若一位经销商的结/合伙人在进行其经销商事业时触犯任何作业政策和程序，他/她亦被视为触犯相同契

约，因此公司有权在此条例下对他/她采取相关行动。 

4. “结/合伙人”即为： 

a) 若该经销商在习惯或任何责任下，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听从他人的指导，教导或意愿行动（无

论是个人或他人一起）。 

b) 任何人无论是个人或与他人一起可控制或有权控制该经销商。 

c) 该经销商有责任提供证据以证明公司所鉴定的有关结伙人并不是他/她的结伙人。 

d) 若公司认为经销商违反或可能违反契约，公司将暂停其经销权直至其对违反条约或被供称反条约

的指控提供满意的修正为止。 

5. 若经销商的经销商籍被暂停： 

a) RETURN LEGACY 经销商拥有权的利益包括权利（若有）直至奖金将从其违反契约或被供称触

犯契约的周期（生效日期）终止。若该周期的奖金已支付给该经销商，他/她必须将所有款项在

等待争议结果期间归还给公司。 

b) 若该违反或被供称触犯契约事宜经过调查后获得解决或取消，公司将恢复该经销商的经销商拥有

权的所有利益和奖金，并从生效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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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一位经销商被裁定违反作业政策和程序，公司将从生效日起撤消他/她的经销商籍及所有利益。 

d) 公司将以书面方式发出终止经销权通知书。该通知书将以挂号信寄发至当事人资料内所记载的最

新地址，并视为随寄发后收到。若寄发日是当地的星期六，周日或公共假期，它将被视为于随后

的工作日收受到。 

e) 此外该经销商在被终止后的 3 年内不能以任何形式 ( 直接或间接 ) 招募或试图招募本公司的经销

商参与其他的直销或多层次传销公司。 

6. 经销商籍被暂停或终止之经销商不得直接或间接进入公司场所、购买产品、举行或出席会议或奖励旅游，

或参与建立、保荐或发展公司任何经销商籍。他/她必须停止自称为公司经销商，同时不可对公司或其附

属公司现有之经销商、员工或代理人灌输对公司作出不利或可影响公司的运营或形象的行为。 

7. 任何已暂停/终止经销商籍之经销商将自动不再享有他/她的经销商籍及所有 RETURN LEGACY奖励计划

的福利和待遇。已辞职或经销商籍被暂停或终止的经销商在日后一概不能向公司索取任何赔偿。已辞职

或经销商籍被暂停或终止之经销商可再度申请成为公司经销商，唯须得到公司的许可或符合条款。 

8. 任何再度申请成为公司经销商者皆不得享有他/她会籍暂停/终止或辞职前原有的红利/ 奖励、阶级或职位。 

9. 一旦经销商籍被终止后，该经销商的下线可被转予其上线，惟公司有权延缓或冻结有關转移，直到公司

认为时机适当为止或通过“挂名编号”取代该经销商以维持活跃现状。 

10. 在放弃/终止经销商籍后，公司保留经营/管理该活跃账户的一切权利，而无需通知所述已辞职或终止的

经销商。 

11. 公司有权成立独立委员会以审查任何有关经销商的争议或违反条规的经销商。该委员会的决定为最后决

定。任何投诉，恕不受理。 

12. 公司将在任何时候应用公司尚亏欠给经销商的款项（无论必付与否），包括但不尽限于奖金， 以支付经

销商亏欠公司的任何债务或款项。 

13. 若已辞职、经销商籍被暂停或终止之经销商是基于违章行为或曾参与任何让公司蒙受金钱上或其他方面

损失的行为，公司保留权力向他/她索取一切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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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 商标、广告和版权物 

1. 商标 

a) 除了公司所提供/卖给经销商的印刷材料，在未取得公司书面批准的情况下，经销商不可使用公

司名称、标志、商标和/或公司其它代表性事物。在经销商籍暂停/ 终止的情况下，该经销商：  

i. 必须停止使用或显示公司所有标志、商标, 和/或其它代表性事物；及 

ii. 不可使用或显示和公司任何产品有關的名称、标志、标签、信笺、产品名称、版权、设

计，和/或任何印刷材料。 

b) 经销商不可注册或使用公司任何名称、商标、标志或产品名称于任何网站、网址、域名、电子媒

体广告或其它形式的广告。 

2. 广告 

a) 除非是完全按照和使用公司官方印刷材料上的确切字眼，否则在没有取得公司书面批准的情况下，

经销商一律不得替公司产品和/或其奖励计划打广告。 

b) 在没有事先取得公司书面批准的情况下，经销商不可复制、重印或个性化公司任何/所有印刷材

料。所有私下制作的宣传资料必须要事先取得公司书面批准才可发布。 

c) 公司所有产品必须在其原来的形式和包装之下营销和销售。经销商不得改变、重新标记、重新包

装、分拆散卖或以其他方式改变公司产品，或以公司授权以外的其他名称或标志销售任何产品。 

d) 经销商在参加和在贸易展览/会展里展示和销售公司产品前必须事先取得公司的书面批准。 

e) 经销商在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回应任何媒体询问以及通过任何新闻报道或商业刊物推广产品或机

会前，必须事先取得公司的书面批准。 

 

3. 版权物 

a) 公司的所有刊物，销售辅助资料，录影带等都有著作权。著作权可防止他人，特别是竞争者翻印，

修改或复制其著作物或销售辅助资料。 

b) 任何经销商若想利用 RETURN LEGACY 名称，商标或版权刊物，必须获得公司许可并在出版前

的 14 天以书信呈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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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有 RETURN LEGACY 印刷品，录影带或录声带皆有版权；经销商在未经公司批准前不得全部

或局部翻印或复制。 

d) 经销商只可使用公司所出版的著作物。复制著作物将不获批准使用并遭禁止。 

4. 只有在介绍自己为 RETURN LEGACY 独立经销商时，以及使用公司指定的 RETURN LEGACY 名片和招

牌等，经销商方获准使用 RETURN LEGACY 名称。 

5. 经销商是独立经销商。若经销商在讲解 RETURN LEGACY 产品和/或奖金制度是没有依照公司所指定的

资料陈述，他必须对其以口述或书写的说明负起全责。 

第六部分 : 定价 

1. 经销商必须依据公司所设定的经销商或零售产品价格售卖和递送产品。削价行为一律被禁止。经销商必

须清楚了解和同意，任何企图削价出售产品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性，一旦被发现出售产品价格低于经销商

价格或高于零售价格，将会导致公司對违反条约的经销商以兩者兼施，赔偿以每个產品不超过RM10,000

的款額及即日起暂停其经销权，並依据条约的第三項，第四部分执行。 

2. 削价或高价销售的行为定义如下 : 

a) 经销商必须根据公司所规定或批准的价格售卖公司产品，不得随意调高或减低售价。 

b) 经销商不得在未获得公司书面批准之下，私自进行个人的促销活动。 

c) 所有通过促销活动或购买优惠而得的产品必须根据公司所规定和批准的价格出售。 

d) 经销商亦不得唆使、鼓励、纵容或教导下线利用花红回扣/佣金退还的方法使其产品价格更占优

势。 

e) 经销商和公司员工不得互相购买或售卖公司产品。 

 

第七部分 : 暂援和终止红利、奖励与福利 

1. 在以下情况下，公司保留充分和绝对的权利, 在任何时刻扣押或暂缓或终止经销商的利益，包括但不限制

于红利、奖励、利润、福利、权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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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销商因涉嫌违反RETURN LEGACY经销商籍规章与条款、商德准则、奖金制度或任何其它政

策而被 RETURN LEGACY 查询的期间；或 

b) 被 RETURN LEGACY 确认违反 RETURN LEGACY 经销商籍规章与条文、商德准则、奖金制度

或任何其它政策的经销商；或 

c) 在等待经销商籍调动到受益人的期间；或 

d) 任何其它被 RETURN LEGACY 视为必要和合适的起因/原因。 

 

第四项 : 产品保证 

第一部分 : 冷却期 

1. 依据 1993 年直銷及反金字塔計劃法令，顾客拥有 (10) 十个工作天的冷却期以考虑是否购买有关产品或服

务。顾客在这段期限内有权决定购买或退还有关产品。在这段期间内，经销商不准递交产品或向顾客收

取任何订金或款项。 

2. 任何高達 RM300 或以上的產品交易須以銷售合約 (Sales Contract) 的方式進行，同時必須擁有購買者及售

賣者雙方面的簽署方可。此外，於購買者署名之上須以不小過 18 分（POINT）大的字眼印出“此合約乃

受十天工作日冷卻期保証約束”。簽署之後，合約之副本須交由購買者保管並清楚讓他了解他有權於冷

卻期結束之前運用 1993 年直銷及反金字塔計劃法令所規定的終止合約通知書以取消其銷售合約。此外，

在冷卻期期間直銷商不能送貨給購買者及向購買者徵收貨款。 

3. 放弃权利通知书 :- 

若顾客欲在冷却期结束之前购买并取得有关产品，他/她可在签署买卖合约至少 72 小时后发出放弃权利

通知书并交给经销商。当收到有关通知书时，经销商即可把产品递交并收取有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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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換货政策 

1. 換货政策 (适用于经销商和零售客户) 

a) 根据公司的规则，产品售出即不接受退货以退还现金。 

b) 若经销商对产品 [遵守条款(d)] 有任何不满，经销商/零售客户可于购买之日起 30 天内退换该产

品。 

c) 产品的退还只能替换同样产品或换购其它产品，唯其价格必须相符或超过同等价格的产品。若换

购的产品价格超过，那经销商就必须要以现金填补其差额。唯替换产品 WP 的差异将不会调整到

所述经销商的帐户裡。 

d) 被退换的产品必须是完好无损，可使用、可转售、未开封、原狀且尚未过保质期 (至少尚存 12 个

月的貨架寿命)。 

e) 经销商必须填写产品退回表格 (Product/Exchange Form) 和附上购买收据 (Tax Invoice / Delivery 

Order)。若提交文件不符合规定，公司保有权拒绝替换产品的权力。  

f) 此退换货政策不适用于非 WP 产品，例如营销素材和辅助销售工具、传承精品等。 

g) 产品零件例如：喷雾头、瓶盖、刮刀、分配器泵、压力泵、滴管等均不能退还，除非产品未经打

开并保存在原始包装。 

h) 本公司不承担退还产品的原始运输费。所有退货运输费（若有）必须由经销商支付。 

i) 未经公司事先授权而自行寄往公司的产品将不具备退货或换货的资格，此产品将退还给经销商，

运输费將由经销商承担。 

j) RETURN LEGACY 保留随时修改此政策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k) 产品退货/换货政策受 RETURN LEGACY 所规定的最新指引约束。 

第三部分 : 退回 / 替換 (收到貨后有缺陷或损坏) 

1. 任何经销商接获产品在运输时遭受破坏，厂方的疏忽或运输错误必须通知公司并在产品退回表格内说明

详细资料。 

2. 当收到投诉时，公司将进行调查。若是合理的投诉，公司将会替换同样产品或换购其它产品，并支付所

有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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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条规不保障蓄意破坏和不当方式使用的产品而造成的损坏或伤害。 

4. 所损坏的产品並连同产品退回表格 (Product & Exchange Form)和购买收据 (Tax Invoice/Delivery Order)都必

须呈上公司以替换该产品。 

申请退回/替换有缺陷产品的说明和程序如下:- 

1. 所有退回/替换的产品失效日期前尚有至少 12 个月的貨架寿命。 

2. 所有退回/替换的产品至少含有 80％尚未使用。 

3. 如果退回/替换的产品已使用超过 20％，则不能退换。 

4. RETURE LEGACY 不接受任何退回/替换已不在市场销售或停产的产品。 

5. 经销商必须在退回产品前通知公司并附上以下文件： 

a) 呈上 Product Return & Exchange Form； 

b) 注明所退回/替换产品的数量和原因； 

c) 提供购买收据 Tax Invoice / Delivery Order； 

d) 附上所要退回/替换的产品图片。 

6. RETURE LEGACY 有权批准或拒絕退回/替換之产品。 

第四部分 : 购回政策 

1. 依据 1993 年直销法令，所有经销商必须呈报他们的销售收据以作为证据和奖金计算用途。 

2. 在购买 RETURN LEGACY 产品时，经销商必须确实他们已售出或耗尽以往订购的至少 70%产品。

RETURN LEGACY 的奖金制度不鼓励经销商购买数量太大的存货产品。他们必须维持足量存货以供应顾

客需求或自己使用。 

3. 若经销商在三个月 (90 天) 购买日内仍存有未售卖的产品并属良好情况和仍可在市场销售，公司将依据购

回规则换购其他产品。所有换购产品没有 WP。产品退回表格及购买收据 (Tax Invoice) 连同完整无损及仍

可出售的产品必须一起呈交公司替换产品。 

4. 若经销商将属良好情况和仍可在市场销售的产品退回公司并要求退款，这显示经销商欲想终止经销商拥

有权。公司将以购回规则将退回的产品收回，并以退还货品的经销商价格中扣除已支付的奖金和奖励。

所有已支付给该上线推荐人的奖金以及奖励同样的会被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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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仍可在市场销售的产品既为产品未开启其封盖，完好的标签，没有损坏的包装盒合理的有效日期，可销

售于其他经销商。 

6. 公司将在退货的款项中 (经销商/零售顾客价格) 扣除 10%行政费用。 

7. 有关金额将经过调查并在一个月后退还。 

第五项 : 订购和运送程序 

1. 所有产品可直接在公司或公司官方网上系统订购。 

2. 公司在收到顾客的产品付款和订单后方递送。 

3. 辅助资料不附带 WP，也不能用作计算奖金。 

4. 公司将会以以下方式接受订单： 

a) 通过公司官方网上系统订购 或； 

b) 出席公司销售柜台。 

注意：每次购货时，必须领取您的经销商发票 (Tax Invoice)。 

5. 不可邮寄现款。若经销商堅持，任何的失误经销商需自行负责，公司不保证收到该款项。 

6. 付款可通过以下方式： 

a) 现款（若出席公司销售柜台）；公司不接纳以支票 (Cheque) 付款；  

b) 网银支付；或 

c) 信用卡(VISA/MASTER)或扣賬卡 (Debit Card) 。 

7. 汇款可以通过以下银行账户进行 ： 

Banker   : Maybank Berhad  

Account Name  : Return Legacy Sdn. Bhd 

Branch   : Giza Mall, Kota Damansara                        

Account Number   : 512754516177 

 

Banker   : Public Bank Berhad  

Account Name   : Return Legacy Sdn. Bhd 

Branch   : Giza Mall, Kota Damansara                        

Account Number   : 318982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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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er   : CIMB Bank Berhad   

Account Name  : Return Legacy Sdn. Bhd 

Branch   : The Strand, Kota Damansara                        

Account Number  : 8006993832 

 

8. 经销商有权选择不接受延期交货(back order)的订单。但是，如果订单处于待处理或处理状态，经销商必

须在 1 个工作日内通知客户服务部。若訂單含延期交货的产品一旦出货，則一概不受理。 

9. RETURN LEGACY 致力于为经销商提供安全、可靠和流畅的在线购物体验。注意，在线支付过程不仅涉

及经销商，还涉及其他各方，例如银行支付、银行托收和支付平台。因此，网络系统的稳定性、银行系

统的问题也是整个支付过程的关键因素。通过 RETURN LEGACY 系统进行的所有在线交易应具有以下

信息： 

a) 完成付款后，经销商将会引导至“交易成功” 页面。 

 

b) 屏幕上会显示发票编号，以通知经销商成功完成交易。若要查看已付款的详细信息，请点击

“Document” 或到 “MyOffice”点击 “Sales Report”。 

c) 订单确认后，经销商将收到公司的电子邮件确认链接信息和 SMS 通知。经销商有责任检查并验

证是否已下订单。 

d) 如果经销商在下订单后未收到上述任何通知，则表示他/她的订单还未被确认。经销商仍可能会

收到银行通知，说明交易已成功或金额已被扣除，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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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经销商可以在销售报告(Sales Report)中检查已付款的订单状态。如果需要修改，可以在订购后 1

小时内取消订单。 

 

 

 

10. 邮寄： 

a) 所有网上系统的订单若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午夜十二时前收到，它将在第二个工作天处理。货品通

常在 3 - 7 个工作天内递送至所制定的収货地址。订单将不被发送到邮政信箱地址。 

b) 在旺季、促销期间或延期交货（back order）状态，发货时间可能会延长。 

c) 快递公司将以至多 2 次的运送同张订单货物至您所呈述的地址，如果您或您的代表无法接受货物，

您的货物将运回公司销售柜台。如果您要把退还/未交付的货品重新寄出，将会被征收重运费。

所有被退还/未交付在销售柜台的货品只有三(3)个月的保留期即从购买日起。任何未取回/认领的

货品逾期三(3)个月后，将被视为没收论。  

d) 当您选择了亲自到销售柜台，请于购买当日起的三(3)个月之内自行到柜台领取所购买的产品和/

或营销素材和辅助销售工具/Sales Kits。若您的货品逾期三(3)个月后尚未领取，该产品和/或营销

素材和辅助销售工具/Sales Kits 将被视为没收论。 

e) 公司保留权力以修正运输费和手续费。 

f) 在收到货品时，必須检查购物发票 (Tax Invoice / Delivery Order) 上的订单项目。 

g) 若该项目遗漏在订单上或损坏，请于 14 个工作日內拨电或电邮至客戶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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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有经销商在未离开销售柜台时，必须检查所订购的货物是正确的。任何遗漏需通知客戶服务部 。 

12. 当经销商收到发票上的货品时，必须在发票 (Tax Invoice / Delivery Order)上签收。公司将不处理经销商驗

收货品并离开销售柜台后所发生的任何争论。 

13. 任何产品或辅助销售资料的退还，请预先通知客戶服务部 。 

第六項 : 互联网 / 网站的使用 

1. 经销商可创制个人网页，为伙伴及下线提供与分享业务资讯。 

2. 经销商的网站必须具有密码保护。这些密码不可轻易地被外人破解，从而进入网站。  

3. 严禁经销商使用网站或其他传播通讯方法，包括群发邮件、电话行销、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广告、电台、

电视、传真服务、电脑通讯网络或任何其他没有跟保荐对象亲自接触的方式作为大众传播的管道，或传

播以图像、印刷品或音频为形式的信息，以达到提供创业良机、留住顾客、销售或促进产品的销售，销

售或提供出售业务辅销器材的目的。  

4. 严禁经销商使用网站来主动邮寄、传送或在其他方面传达任何未经同意的电邮信息给陌生人或与经销商

尚无生意往来的人士。  

5. 网站内容必须符合 RETURN LEGACY 的原则，并且必须含有符合当地法律的私隐权声明。  

6. 网站的经营方式和维持必须遵守马来西亚所有法律、条例和章程。 不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盗用其他人

的知识产权。 

7. 在未获得 RETURN LEGACY 书面允许之前，经销商不可在他们的网址或电子邮址内，或其他网站的定位

仪内使用 RETURN LEGACY 的知识产权，其中包括商标或服务标章或极可能与 RETURN LEGACY 的商

标或服务标章引起溷淆的任何变化形式的标志。  

8. 经销商不可在他们的网站裡作出任何陈述乃至以任何方式明示或暗示保证能在 RETURN LEGACY 事业的

任何一方面达到成功。 

9. 任何有關公司产品、奖励和促销活动的线上广告只有在取得公司的书面批准后方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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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项 : 赔款 

1. 經销商必须赔偿以及保障公司免受任何因他违反作业政策和程序而导致任何人向公司索取所有的花费， 

要求， 费用 (包括在法庭起诉的委托人律师费) 和其他经费等。 

2. 此外，經销商也必须赔偿及保障公司免受任何經销商在进行其业务时使到有关当局发出传票，起诉， 控

告， 要求和查问， 花费， 赔偿， 损失， 负债以及一切的费用或任何經销商的行为或疏忽导致扣押或不

利或支付的损失。 

第八项 : RETURN LEGACY 权利 

在任何必要时候，即使在没有预先通知下，公司保留充分和绝对权利，改变、修正或修改 RETURN LEGACY经

销商籍规章与条款、商德准则、市场计划或其它政策，以及撤回、暂停或终止任何经销商或他人的经销商籍。 

第九项 : 英语版本为准 

若此RETURN LEGACY 经销商籍规章与条款译本的真正含义，或其他任何部分出现疑问，一切将以英语版本为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