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如新香港、澳門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限時訂購活動條款及細則 

 

1. 當您遞交訂單時，即表示您同意接受與美國如新企業香港分公司(其與其關聯公司合稱「如新」或 

「本公司」)所訂立之本條款及細則約束。這些條款及細則合稱為「本協議」。如在文中有任何沒

有定義的詞彙，其定義應與直銷商協議書、如新政策與程序、銷售獎勵計劃及適用於購買人原居

國內的相關文件的詞彙意思一樣，該等定義並被納入本文件之條款及細則的一部分。 

 

2. 本條款及細則適用於2017 年 12 月 7-8 日期間在香港及澳門舉行的如新大中華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限時訂購活動(「本活動」)，並僅適用於香港及澳門如新直銷商。於本活動中, 本公司會出售 

ageLOC®  LumiSpa（「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予香港及澳門直銷商。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售價為港幣 2,420 元，PV 200，CV 1,561 並只會以套裝形式出售,套

裝內包括以下產品：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1 套，包括： 

 ageLOC® LumiSpa 機 1 台(包括護膚導頭 基礎型 1 個); 

 LumiSpa 護膚導頭 基礎型 1 個; 

 LumiSpa 護膚導頭 強效型 1 個; 

 LumiSpa 平衡淨膚露 3 支; 

 LumiSpa 充電底座 1 個; 及 

 LumiSpa 電源供應器 1 個。 

 

3. 提交訂單者的資格 

取得訂購資格分別如下並必須是港澳的直銷商，且必須於本活動開始前於"My Office"完成註冊並

取得 My Office 的帳號及密碼，才可提交「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訂單。 

 

提交訂單人資格：2017 年 11 月維持實質直銷主任或以上名銜之直銷商。訂購數

量：  

• 2017年11月維持實質紅寶石級直銷主任(Ruby)或以上級別之直銷商每個直銷

商帳戶最多可購買10套ageLOC® LumiSpa體驗套裝; 

• 2017年11月維持實質直銷主任或以上級別之直銷商每個直銷商帳戶最多可購

買5套ageLOC® LumiSpa體驗套裝 

 

4. 開放訂購期間 

開放訂購期間為香港時間： 

2017 年 12 月 7 日中午 12 時正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0 時正。 

 

5. 第二階段滿額贈--施華洛世奇® DIY 套裝 

(a) 施華洛世奇® DIY 套裝內包括一套五(5)款施華洛世奇®水晶圖案。 



(b) 凡於本活動期間，如每名合資格之直銷商帳戶的小組購滿五(5)套「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該直銷商即可獲贈施華洛世奇®DIY套裝 (贈品)乙套。 

(c) 所有贈品均不可退換、不可兌換成現金及不設個人銷售業績。 

(d) 合資格獲滿額贈--施華洛世奇® DIY 套裝之直銷商將於2017年12月13日或以後透過短訊收到通知，

並須於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間，於香港如新生活體驗館或澳門分銷中心「”指定

地點”」換領贈品。贈品換領只限透過短訊獲得通知之本人到指定地點領取，贈品不會隨購買之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一同遞送。 

(e) 當發生退貨時，如扣除所退貨品後令您未能滿足滿額贈的要求，您必須同時一併退回隨訂單贈送的贈

品，退回的贈品也必須是未經開封並可作重新銷售。若您的贈品因已開封使用，轉讓，損毀或遺失等其

他原因致使無法以原來狀態退回，您需要以贈品的價格(即港幣300元)支付給 NU SKIN。其他退貨退款

條款依 NU SKIN的政策與程序之規定。 

 

6. 購買不是必須; 庫存及零售 

(a) 您明白所有「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的購買並非是強制的, 並且您不會因為您招募他人

參加本活動而獲得獎金的。只有購買「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後及當您所訂購的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成功收貨後，且您須符合如新銷售獎勵計劃及政策與程序，本

公司才會向您支付獎金。若委託您訂購的人士中有非屬於您同一銷售團隊的，您將無法獲得該

部分業績所產生的獎金及/或獎勵。此外，請以負責任的方式經營您的直銷權。 不要為了參與本

活動或如新事業而產生債務。 

 

(b) 您須依據您個人合理的使用量或合理推算的零售量訂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並且所

購數量不超過上述使用量或零售量。您同意除非您的購買是作為自用或示範用途， 否則您會零

售銷售所訂購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您在訂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時，您必須確認您已售出或已使用先前所訂購如新產品的總存貨量的至少八成, 以及於前一個月

達成五次零售。您必須對您銷售團隊內的直銷商就上述原則及下文所述適用於本活動的退貨退

款政策作出培訓。 

 

(c) 您必須提供零售收據給您的零售顧客及按照本公司的政策與程序所述保留相關副本, 本公司將監

察及審計「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的零售量, 您並且同意於本公司提出要求時提供零售

收據的副本。零售顧客的退貨退款均受法律及本公司政策與程序所規範; 然而, 本公司鼓勵您即

使退貨要求發生在法律規定的期限之後, 您仍會按您顧客的要求退貨。 

 

7. 退貨退款政策 

(a)受限於以下(c)款規定, 如本公司的政策與程序所規定，只要是經本公司直接銷售給您的產品, 若

是未經開封並可重新銷售，本公司將退回售價的 90%給您，但本公司將有權相應調整您及您上線

的名銜、並扣除已發放的獎金等有關獎勵。 

(b)您必須於購買「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向本公司申請退貨退款。 

(c)您可要求退回整套「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且必須是完整的、未損壞的並可重新銷售的。



請注意：「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內的產品不可進行單獨退貨及退款。 

(d)其他退貨退款條款依本公司政策與程序之規定。如欲索取更多資料, 請查看您的創業錦囊內或如

新香港網站上的政策與程序。 

 

8. 使用他人的帳戶購買「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您明白如您以另一位直銷商的帳戶訂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您必須於訂購前已獲得該

直銷商有效簽署的產品訂購/信用咭授權表格, 並獲該直銷商同意如新可收集、使用及披露其個人資

料，該直銷商亦須同意如新可轉移其個人資料到香港及澳門及這些地區以外的第三方或如新的關聯

公司，作與本活動相關的用途。您同意當本公司按政策與程序第 2 章第 3.9 節的規定向您要求提供

該書面授權時, 您會將該書面授權提供予本公司。 

 

9. 提貨或送貨 

(a) 您可選擇以提貨或送貨方式領取您在本活動訂購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訂單一經完

成，恕不接受更改提貨或送貨方式。 

(b) 提貨訂單須於2017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0日期間在香港如新體驗館辦理提貨。 

(c) 送貨訂單則於2017年12月13日至12月29日期間，按照訂購時所選擇之時段送貨至您在訂購時所提

供的香港送貨地址(只適用於香港直銷商)或澳門送貨地址(只適用於澳門直銷商)。本公司及或其生

活體驗館或分銷中心的地址均為無效之收貨地址。請注意，香港離島區域和澳門地區的送貨時間需

額外多加 三（3） 個工作天。 

(d) 您瞭解若因您在訂 購網頁中所提 供之 送 貨地 址 有誤 又或是在與您確認 送貨日期及時 間後

「ageLOC®LumiSpa 體驗套裝」仍無法送達，本公司會再次與您聯絡以便作送貨安排，但將會收

取港幣 70 元作為第二次的送貨費用或更改訂單內容中之行政費。請注意，更改送貨地址後的送貨

時間或需額外多加3個工作天。假如從您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訂購日起計三十 (30)

天內, i) 本公司無法將您所訂購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按照您在訂購網頁所提供之送

貨地址或您所確認之送貨日子及時間送送達給您; 或  ii) 您未能收到「ageLOC®LumiSpa 體驗套

裝」, 除非這是因本公司錯誤，疏忽或遺漏而造成, 否則本公司將會取消您「ageLOC® LumiSpa 體

驗套裝」的訂單並扣除售價的 10%作為行政費用後, 把售價的 90%退回給你, 同時，亦會扣除任何

因這訂單而發出之獎金(如有)。 本公司亦會相應調整您的名銜。其他相關退貨退款政策條款, 請見

上面第 6 條。 

 
10. 限量、限購 

(a) 限量。您明白及同意我們不能保證你一定能夠購買到「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香港出售

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數量有限, 未必有足夠數量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以滿足您的訂購需求。所有「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售完即止。您一旦在訂購網頁上遞交

了訂單後，將不得對該訂單作出任何更改。 

限購。您明白及同意本活動之購買嚴格限制每個直銷商帳戶於訂購期間所限購  之「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數量。您特此同意並接受: 您按本條款及細則所購買「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而獲得之個人銷售業績及名銜調整預計將會於訂購「ageLOC® LumiSpa 體驗

套裝」後的次月累積至您的業績及完成調整。 

 

11. 訂購程序及付款方法 



(a) 訂 購 及 付 款  方 法  。 要  訂 購 「  ageLOC®       LumiSpa   體 驗 套 裝  」  ,   請 先 登 入  網  站 

https://www.nuskin.com/content/lto/market/china/zh_HK/landing.html 及輸入您的直銷商帳

戶及密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之付款方式必須以 Master 信用卡或 Visa 信用卡支付

。您瞭解及同意本公司有權於任何時間取消或變更上述支付方式而無需事先通知您。 

http://www.nuskin.com/content/lto/market/china/zh_HK/landing.html


(b) 付款貨幣和信用咭授權。「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的價格以港幣計算。您授權本公司從您

所指定的信用卡收取您所訂購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之全部貨款及其他與此相關的所

有費用, 包括運費。如本公司未能從您指定的信用卡中扣除相關款項，本公司會取消您的訂單而無

需向您發出通知。 

(c) 您瞭解並同意即使您所訂購之「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是以第三人信用卡代為支付，本公

司仍將視您為訂購人。 

 

12. 個人資料的收集 

為使您能夠訂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及使本公司可處理您的訂單及運送「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給您，本公司需要向您收集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您的姓名、送貨地址、

聯絡資料及信用卡資料。當您訂購本活動的「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 即表示您同意本公司

收集、使用及披露您的個人資料予本公司的關聯公司、供應商、其他服務供應商用作所有關於本活動

及為您提供「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產品、處理付款、安排

產品送貨、退貨、管理您之帳戶及紀錄、市場推廣及調查、資料的分析，以及作為其他載於政策與

程序第 1 章第 2 節的目的。如您的個人資料有所變更，您會立即通知本公司。所有個人資料的查閱

或更改要求或與本公司私隱政策有關的資料查詢，可致電(852) 28377700。本公司有權為處理您

的要求而收取合理的手續費。 

 

13.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之進口 

(a) 您有個人責任須遵守所有適用的進口、海關及牌照之法律及法規，並承擔因此而產生之任何關稅、 

稅項、牌照、申報費用，以及任何其他就有關您進口「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到任何國家或

市場所產生的支出、費用及收費。某些市場可能禁止或限制「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中的某

類產品或某類產品之數量進口。您同意賠償本公司以及其關聯公司的所有(不論種類或性質)就 有關您

進口「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到任何市場所產生或相關之損失、損害、索償、支出、費用及

收費。 

(b) 您只能在您的原居地市場購買「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只有「ageLOC® LumiSpa 體驗

套裝」已於您的原居地市場註冊的情況下（如當地法律需要產品註冊），您才可於您原居地市場把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送贈他人或銷售予零售顧客。 

 

14. 爭議 

您同意任何因「本協議」而產生或與之有關的爭議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的法律管轄並解釋，且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管轄。 

 

15. 其他 



(a) 您購買及使用「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受本公司的政策與程序所約束, 如有違反, 本公司有

權按照政策與程序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紀律行動。 

(b) 如新可隨時更新或修改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而無需事先發出通知。基於這個原因,  您應於購買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前審閱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如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跟本公司的

政策及程序或其他相關文件有任何差異，均以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為准。 

(c) 如新的名稱及商標（包括但不限於 ageLOC® LumiSpa）乃如新專有的並為如新所擁有。本活動訂

購網頁及所有其內容皆受如新的版權保護。本活動網頁及其所使用之特定商標及名稱，皆受相關知

識產權法之保護，未經如新事先書面授權不得任意使用。 

(d) 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確保本活動網頁及其相關內容的正確性及可行性，其包括但不限於 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的價格、ageLOC® LumiSpa 體驗套裝的產品編號及存貨情況，但本公司將不會

對任何因本網頁或其相關內容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負責，並會保留一切變更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及出

現爭議時作出最終決定及解釋之權利。 

(e) 如本協議的條款及細則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差異，則以中文版本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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