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直銷商須年滿二十歲；年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者，應有法定代理人簽章，並應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連同申請人及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檢附於獨立
直銷商申請書。

二 本人已詳細閱讀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申請書和直銷商守則與規範並同意遵守。若有填寫不實、不完整或應檢附文件資料不完整者，視同無效之申請書。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77號11樓之1

獨立直銷商申請書

國籍 本國籍 外國籍
Nationality Citizen Non-Citize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ID No. / Passport No.

性別 男 女
Gender Male Female

配偶姓名
Name Of Spouse

住家電話
Home Phone

戶籍地址
Home Address

通訊地址
Postal Address

英文姓名(同護照)
English Name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配偶身分證字號
Spouse’s ID No. 

行動電話
Cell Phone

郵遞區號
Postal Code

郵遞區號
Postal Code

申請人資料 APPLICANT INFORMATION

獎金轉帳資料 BONUS PAYMENT DETAILS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Bank Name Branch Name

銀行代碼 帳號
Bank Code Bank Account No.

入門級別 TYPE OF DISTRIBUTORSHIP

普通直銷商 菁英直銷商 優等直銷商 傳承夥伴
Classic Elite Premium Legacy Partner

推薦人相關資料 SPONSOR INFORMATION

直銷商編號 Distributor ID No. TW

簽名 SIGNATURE

申請人簽名 代辦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如有) 簽名

簽署日期

推薦人姓名 輔導事業代表
Sponsor Name Placement Name

推薦人直銷商編號 輔導事業代表直銷商編號
Sponsor ID Placement ID

安置組織體系 A 單位 B 單位 C 單位
Placement Group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以下『個資條款同意書』需由申請人本人親自簽署同意，若由他人代理簽署，則視同申請書無效，恕不受理。

一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委託之第三人、推薦體系之上下線等事業組織，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得在特定目的範圍內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
利用。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告知，並獲取申請人同意。

二 申請人同意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傳承國際事業之範圍內，得為推動直銷事業、行銷策略、銷售產品、發展組織等目的下，得蒐集申請人資料（但不限於申請
人之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聯絡方式、居住地、財務狀況、信用卡授權資料、社會活動、個人影音檔案等其它足以
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資料）。

三 申請人同意，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傳承國際事業之範圍內，為推動直銷事業、行銷策略、銷售產品、發展組織等目的，得將本人之資料於國內外傳輸使用，
並得於前開目的下，將本人資料提供予他人處理、利用及傳輸。

國家
Country

電話: (03) 346-6262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77號11樓之1

身分證/存摺影本黏貼表

證件資料影本黏貼處(請浮貼)

(正面) (反面)

身分證影本 / 護照影本

銀行存摺影本

請詳閱下列填寫須知:

1. 獎金轉帳資料須和申請人相符，請勿使用配偶或他人資料。
2. 請隨表檢附上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和銀行/郵局存摺帳號影本。
3. 在臺居住之外籍人士申請者，須檢附護照、居留證、本人銀行存摺帳號等影本。
4. 偽造他人簽署或用印，除該文件無效外，行為人亦負刑法偽造印文、印章或署押及偽造文書等罪責。

(附有存摺帳號之頁面)

申請人簽名

簽署日期

電話: (03) 346-6262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直銷商契約書

1. 成為直銷商 -申請資格
1.1.本公司直銷商皆享有終生會籍 (即直銷商籍，以下稱「會籍」者皆亦同之，

指直銷商依直銷商協議受本公司委任為直銷商之法律地位)，直至直銷商
籍終止 (包括直銷商終止或本公司終止，即直銷商協議之終止)。

1.2. 凡居住於臺灣之年滿法定年齡 (二十歲以上) 人士，皆可親自提交或透過
線上註冊申請成為直銷商。

1.3. 凡居住於臺灣，年滿18歲以上、未滿 20 歲，需檢附一份由法定代理人
(父母或合法監護人) 簽署之獨立書面同意書並遞交予本公司，即可成為直
銷商。

1.4. 完成申請表格後，須在線上提交直銷商申請表格日起的十四個工作天內
將申請表格和下列文件一併繳交予本公司進行審核：
1.4.1. 填妥並簽署完成之獨立直銷商申請合約書；和
1.4.2. 身分證影本 (外籍人士請提供統一證號或居留證、護照影本)。
1.4.3. 繳交本公司指定之銀行存摺 (含帳號) 影本，以利發放獎金。

1.5. 所有申請人之推薦人，必須是現有之正式直銷商。
1.6. 申請人在經本公司核准申請後，始成為正式直銷商。
1.7. 本公司有權接受和拒絕任何人的申請而不需給予任何理由。
1.8. 申請人不可為本公司現有代理、代表、員工或員工配偶。
1.9. 所有會籍只限直銷商個人擁有，且每位直銷商只可擁有一個會籍之權益。
1.10. 本公司政策嚴禁任何直銷商擁有兩個或更多會籍，若違反規定則終止其會

籍。

直銷商不得向本公司提供任何錯誤或不正確之資料；直銷商須通知本公司任何
會影響資料之準確性的變更；若發現直銷商提供錯誤或不正確的資料，本公司
有權立即終止其會籍。

2. 夫妻合併申請單一直銷商
2.1. 夫妻可合併申請為單一直銷商。
2.2. 若兩位獨立直銷商結為夫妻，可選擇放棄 (終止) 其中一個直銷商籍，改

與配偶結合；或夫妻分別保留獨立直銷商籍，各自發展其業務。
2.3. 已婚夫婦可於同一條推薦線中各別擁有各自會籍，前提為雙方是由其配

偶直接推薦。
2.4. 若夫妻離異，除非本公司受到離婚法令之規定而依據處理，否則首要簽

約者將保持其會籍。

3. 獨立直銷商身份
任何直銷商皆為獨立個體且自行經營，不可暗示或自稱為本公司加盟商、合作
夥伴、員工、代理商或授權代表等，且無權代表本公司並自認擁有此項權利去
談判和簽訂任何合約。

4. 放棄直銷權
4.1. 直銷商可透過書面通知本公司欲放棄並終止會籍之決定。
4.2. 直銷商一旦放棄 (終止) 會籍，其本人及配偶不得在本公司接受其放棄會

籍通知書後的六個月內申請為新直銷商。所有該直銷商之下線將轉移至
其直接上線。

4.3. 放棄會籍後，本公司保留經營/管理該活躍帳戶之一切權利，無需通知該
已辭職或終止之直銷商。

5. 獎金
5.1. 直銷商必須在一個國家維持每月的World Point (簡稱WP)，以獲得獎金計

算資格和發放。當直銷商維持所規定之每月WP，相關獎金將依據本公司
市場計畫規則計算和發放。

5.2. 獎金發放依電腦計算結果結算，為每月一次性支付予符合資格之直銷商。
5.3. 若有獎金計算出現任何錯誤或未領到獎金等情況，直銷商必須在獎金發

放日起15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5.4. 本公司提供之所有獎金僅在直銷商協議生效時有效，且本公司有權在任

何時候，自獎金中扣除直銷商尚欠本公司之款項。

6. 獨立直銷商職責
6.1. 所有直銷商必須依從本公司之直銷商作業規範與程序，如有直銷商違反

任何條規，本公司將有權採取適當的行動。
6.2. 直銷商在推廣自身業務時，須承擔本身所有費用和開銷。
6.3. 直銷商在推廣自身業務時，須維護和促進本公司產品或服務的聲譽，不

得作出任何損害或誹謗上述聲譽、產品或服務的銷售及違反公眾利益的
行為；且不得使用任何不禮貌、欺騙、誤導或不道德等手段。

6.4. 若有任何更改地址或聯絡電話，直銷商必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確保
資料被更新。

6.5. 在本公司指定之申請表格所填寫之任何資料，若有假造、誤導、不正確
或本公司有理由相信其資料為假造、誤導、不正確，本公司即有權採取
以下行動：
6.5.1. 终止其會籍，或
6.5.2. 轉移該直銷商及/或其整個組織下線或部份下線至本公司指定之適

合的組織，或
6.5.3. 暫時停止會籍之權利，或
6.5.4. 扣留獎金、報酬、其他利益、獎勵，或
6.5.5. 本公司有權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

6.6. 本公司鼓勵直銷商經常出席本公司之會議、訓練、課程等任何活動，且
須衣著整潔。

6.7. 直銷商不可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推薦或嘗試推薦一人，亦或推薦或嘗
試推薦子烏虛有的人士 (幽靈會員) 做為直銷商，或欺詐性以對方名義申
請為直銷商。

6.8. 直銷商不可提出任何不合情理、誤導或非代表性的收入，亦不可做出任
何收入保證。

6.9. 直銷商須自行負責和遵守國家所有法令。
6.10. 直銷商透過本公司事業機會和個人努力，獲得合理收益，亦須履行納稅

義務。本公司每年度將所支付予直銷商之報酬、獎金等所有款項，依法
向國稅局申報並扣繳稅額。

7. 誤導行為
7.1. 直銷商不得在任何情況下以任何方式誇述本公司產品和誤導大眾。
7.2. 誤導包括但不止限於下列各項 :

7.2.1. 沒有根據本公司出版之刊物上所載明的資料向他人介紹產品。
7.2.2. 與他人講述獎金制度時，未清楚說明獎金不能從只加入成為直銷

商或推薦他人而獲取。
7.2.3. 與他人講述獎金制度時，未清楚說明除了直銷商會費外，另須繳

交其他費用或購買產品。
7.2.4. 以特例或數字計算方式聲稱任何人曾經或可從本公司獎金制度或

銷售本公司產品賺取或獲得任何指定收入，且於說明時，未闡明
個人收入是依個人的努力、地理環境和其他因素等而異。

7.2.5. 重新包裝、更換標籤、或以任何其他名稱銷售本公司產品。

8. 禁止醫療或診斷行為
8.1. 直銷商一律不得診斷或聲稱本公司產品可特別治療任何疾病或情況 (例如:

聲稱產品可 “醫治疾病” 、或其他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用語)。
8.2. 直銷商於推廣業務時，不得有任何破壞或有損本公司聲譽之行為。

9. 轉移/更換推薦人
9.1 本公司禁止轉移上線，以避免影響每層推薦網而導致不穩定的情況發生

除以下情况：
9.1.1. 申請人可在申請當日23:59 (臺北時間) 前修改推薦人，前提為該新

進直銷商並無任何下線；或
9.1.2. 由該直銷商、承讓人、申請人定立書面更換推薦人協議，且經公

證人認證，並提供公司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做為身分或權利的證
明；以及

9.1.3. 以上9.1.1、9.1.2所有相關方必須出席本公司會議進行面談。
9.1.4. 本公司管理部門有權同意或拒絕前開推薦人之修改。

9.2. 倘若直銷商堅持更換推薦人，其解決方案即是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其
原有會籍；待六個月後，在新推薦人名下重新申請成為直銷商；或，此
申請人為一名非活躍直銷商，過去連續至少一年無任何銷售交易記錄，
即可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現有會籍，並在終止後第二天於新推薦人名
下再度重新申請為新直銷商。

9.3. 直銷商不可直接或間接鼓勵、說服、涉及或協助其他直銷商/會員更換推
薦人，包括提供獎勵或財物利益、或以其他有形或無形的方式，鼓勵他
人終止其現有會籍，並在另一名推薦人下重新登記會籍。若經證實發生
類似介入之相關活動，其會籍將立即被暫停或終止。

10. 不競爭協議
10.1. 直銷商不得從事其他直銷事業或銷售任何與本公司相同或類似的產品。
10.2. 若本公司接獲確實證據證明直銷商推薦或介紹其他直銷商從事和經營其

他直銷事業，或影響其他會員脫離原本上線而加入他人組織，本公司將
有權立即終止其會籍。

11. 定價
11.1. 直銷商必須依據本公司所訂定之直銷商價格 (Distributor Price) 或零售價格

(Retail Price) 銷售，禁止所有削價或高價銷售的行為。
11.2. 削價或高價銷售的行為定義及規範如下 :

11.2.1. 直銷商必須根據本公司所規定或同意之價格出售產品，不得隨意調
高或減低售價。

11.2.2. 直銷商不得在未獲得公司書面同意下，私下進行個人的促銷活動。
11.2.3. 所有經由促銷活動和 “買了再買(PWP)” 優惠所購得之產品，必須

根據本公司所規定或同意之價格出售。
11.2.4. 直銷商亦不得唆使、鼓勵、縱容或指導下線或旁線利用獎金回扣/

傭金退還的方法使其產品價格更具優勢，而達到競爭的意圖。
11.2.5. 直銷商和本公司員工不得互相購買或售賣本公司產品。

12. 保密協議
直銷商可獲准取得本公司機密資料。不限於所述之機密資料，包含任一組織或
下線資料、客戶清單、製造商資料、獎金或銷售報表、產品配方和其他本公司
財務概況或事業資料。所有資料，不論以電子、口頭或書面形式，均為本公司
所擁有之財產，在保密原則下提供給全體直銷商，除了本協議中明確規範目的
外，直銷商完全同意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皆不得向第三方揭露任何機密資料，亦
不得使用該資料與本公司惡性競爭，該資料僅限使用於本公司推廣計畫。直銷
商與本公司同意尚未簽署本協議前，本公司將不提供直銷商任何資料使用權限。
該條款於直銷商協議終止或期滿後仍具效力。

13. 所得稅
直銷商須對其一切收入、自雇與其他相關稅金負責。本公司直銷商將以獨立契
約者條件被課徵個人所得稅。身為一獨立契約者，直銷商將不被視為員工、特
許經營人、合資企業、合作夥伴或代理商。直銷商須為從事直銷而獲得收入繳
納賦稅。本公司所發放之獎金，若領取人為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依稅法規定
應於發放時按給付總額應扣繳之金額扣繳百分之十的所得稅款，再由扣繳義務
人 (本公司) 向政府徵收單位繳納，於次年一月底前開立扣繳憑單，納稅義務人
必須憑此申報年度個人所得稅。

若領取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於每次發放時按給付總額扣繳百分
之二十，且無論扣取金額多寡均應辦理扣繳。

備註 : 本契約之條款如有未盡事宜，請參閱本公司直銷商作業規範與程序、商德準
則、市場計畫規則及本公司於網站上公告之最新規定。



本人茲同意未成年子女/受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民國_____ 年______月_____日 ;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成為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直銷商、簽訂並遵守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直銷商申請書、直銷商作業規範與程序、商德準則、市場計畫規則、公

告規定等各項條款，並同意其向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訂購各項產品。

附件 (請擇一為附件)

1. 參加人和立本同意書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2. 參加人和立本同意書人全戶戶籍騰本一份。

此致，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法定代理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法定代理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傳承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77號11樓之1 電話: (03) 346-6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