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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01.
恭喜！
以美安網路中心的B2B電子商務模式來發展您的超連鎖事業，是達成
您短期和長期財務目標的絕佳途徑。美安網路中心提供一個簡單、
經證實可行並可被複製的系統，幫助您增加銷售額、物色事業夥伴
和發展事業。您可以獲得各種工具和資源的使用權限，以支援您實
現事業目標。

網路中心計畫優勢 
• 可以銷售美安網路中心的產品 
網路解決方案、設計服務、網域、搜尋引擎優化、電子商
務、Google關鍵字廣告、臉書廣告、社群媒體管理、網路信譽
管理、數位行銷、代管服務選項、內容撰寫

• 無限顧客數量
• 銷售與佣金報告
• 網站建置軟體
• 顧客管理工具和電子郵件行銷軟體
• 軟體使用手冊
• 銷售和行銷電子報
• 銷售追蹤和報告
• 標準化訓練
• 專業團隊：銷售、設計、數位、技術支援
• 信用卡付款處理
• 專業行銷與推廣
• 無限電子郵件地址
• 可完全客製化的行銷素材
• 電子郵件行銷
• 24/7技術支援

•	 	顧客關係管理(CRM)
• 可對22個國家（地區）進行銷售 
澳洲、巴哈馬、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
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香港、印度尼西亞、愛爾
蘭、牙買加、澳門、紐西蘭、巴拿馬、菲律賓、新加坡、西班
牙、台灣、英國、美國 

• 應用程式介面(API)方案
• 語言支援包括英語、西班牙語、國語和廣東話
• 文字支援包括英文、西班牙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計畫優勢
•	 針對專業人士的特殊課程
•	 完全客製化的Legacy網站，可提供網站管理者登入的連結
•	 建立並儲存您自己的Legacy網站設計
•	 VIP技術支援
•	 使用共同品牌的前台、發票與管理介面



02.
網路中心實習生
實習生計畫為美安網路中心候選人提供一個途徑，讓他們可充分利用
自己的辛勤付出、並獲得有經驗的網路中心經營者(WCO)的指導。實
習生可以無限使用銷售支援，來代表網路中心經營者進行網站銷售和
數位行銷產品的會談。所有網路中心經營者都可以在任何特定時間擁
有最多4名的網路中心實習生長達90天。

網路中心經營者
成為網路中心經營者的超連鎖店主可以銷售美安網路中心系列產品、
網路解決方案，並可以透過網路中心享有計畫優勢和專業團隊的支
援。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夥伴（僅限於美國）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夥伴計畫專為希望利用網路中心計畫及其優勢的業
界專業人士而設計。計畫包括完全客製化的網站、共同品牌的前台、
發票與管理介面、可建立並儲存設計樣本、VIP技術支援、專業教育
課程。專業人士夥伴享有網路中心專業人士計畫所有服務項目，並
在其超連鎖事業賺取無上限的BV及IBV佣金。

•	 BV佣金：$1,500/週
•	 管理獎金：$600/週
•	 每個管理業績紅利計畫的IBV佣金：$1,500/週

專業人士夥伴成員資格：超連鎖店主和潛在人選都可參加網路中心
專業人士夥伴計畫。需提供的現有營業證明文件，包括您的公司名
稱、地址、網站、股東、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LLC)章程。如果您並
未擁有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可以提交其它具有公信力的證明以供
審核。售出20個及以上網站的超連鎖店主可升級為網路中心專業人
士。網路中心經營者和網路中心專業人士夥伴不可降級為網路中心
專業人士聯盟成員。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聯盟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聯盟計畫有助於業界專業人士充分利用網路中心
計畫提供的優勢。計畫包括完全客製化的網站、共同品牌的前台、
發票與管理介面、可建立並儲存設計樣本、VIP技術支援、專業教育
課程。專業人士聯盟成員享有完整的網路中心專業人士計畫及超連
鎖事業的部分權限：

•	 BV佣金上限為$78,000/年（$1,500/週；僅BV佣金）
•	 無法推薦或拓展您的組織，無法獲得資深事業夥伴分派的BV，
無法分派點數至親自推薦的夥伴，不屬於資深夥伴的「擴展業
務」夥伴，業績可計入資深夥伴的獎金

專業人士聯盟成員資格：潛在人選和超連鎖店主都可參加網路中心
專業人士夥伴計畫。需提供的現有營業證明文件，包括您的公司名
稱、地址、網站、股東、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LLC)章程。如果您並
未擁有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可以提交其它具有公信力的證明以供
審核。候選人可附上網站設計、編製程式、網站開發、社群媒體、
數位行銷、行銷/廣告及IT解決方案。

美安網路中心團隊的每一位成員，都竭盡全力支援您、您的顧客和您
的潛在對象！請查閲以下各部門的服務項目，了解其在提供最佳數位
行銷方案中的重要職能。

銷售支援部門
進行會談、銷售網站，並代表您跟進客戶。

設計中心部門 
為您的顧客設計網站。

特別的團隊執行
已購買的數位行銷與網站管理服務。

顧客服務部門
為顧客提供後續的技術服務。

您從銷售中賺取零售利潤和BV！身為一名好的顧客關係經理，您應
該跟進並了解客戶的生意如何。請讓我們的團隊了解顧客的需求，
並確保他們有效利用顧客服務。

您所需要做的是，關注您擬定的名單，進行轉介並約定會談！

認識我們的團隊03.

合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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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源04.
從超連鎖事業帳戶購買的重要物品

•	 15分鐘諮詢	-	網站設計(663B2B,	T663B2B)*

•	 15分鐘諮詢	-	數位與社群媒體(662B2B,	T662B2B)*

•	 15分鐘諮詢	-	企業支出(664B2B,	T664B2B)*

•	 15分鐘諮詢（該套組含全部三本評量表	-	660B2B,	T660B2B)*

•	 B2B服務目錄（一包五本：661B2B,	T661B2B)*

•	 資源磁鐵（五份一組：6078）

可在MAWC411.COM網站下載的重要資料

•	 行銷手冊（下載）

•	 12週行動計畫（下載）

•	 比較圖表（下載）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網路中心登入頁面，位於超連鎖事業帳
戶。搜尋「網路中心」

*僅在某些國家提供購買。所有國家可供下載。



訓練05.
透過我們的訓練系統，您將：

•	 學習如何使用您的網路中心

•	 了解我們的產品提供您客戶的價值

•	 學習簡易和進階銷售技巧

•	 學習藉助網路中心，建立穩固的超連鎖事業

•	 增強信心，提升形象
 
建立網路中心事業的課程

網路中心授證訓練101  網路中心授證訓練201
產品	 		 	 	 策略
系統	 	 	 	 市場研究
互動式工作坊	 	 	 進階銷售
管理	 	 	 	 互動式研習課程
事業建立		 	 	 進階網路中心工具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進階課程：

專業網路解決方案技術  專業銷售與行銷
-	網站規劃	 	 	 -	網路解決方案產品概覽
-	内容管理系統(CMS)	 	 -	策略計畫
-	小工具		 	 	 -	銷售資源
-	電子商務	 	 	 -	建立新事業
-	事業簡化工具	 	 	 -	舉辦銷售會談
-	發布	 	 	 	 -	事業留才與成長
-	聯盟行銷選項	 	 	 -	借力使力
-	API方案
-	支援	

分享網路中心計畫

網路中心    網路中心專業人士
-	產品與服務	 		 	 -	市場定位
-	獲利		 	 	 	 -	技術與產品
-	系統	 	 	 	 -	專業人士的好處
-	支援	 	 	 	 -	聯盟vs.夥伴
-	起步的方法	 	 	 -	起步的方法

現場
前往www.mawc411.com網站
點擊「學習」	>	「現場學習」

線上
前往www.mawc411.com網站
點擊「學習」	>	「線上學習中心」

可在超連鎖事業帳戶	>	幫助及訓練	>	支援資料中找到可下載的訓練
資料搜尋「網路中心」或特定文件

使用概論課程幫您拓展網路中心事業，您可前往mawc411.com網站，
在「評估」	的選單之下找到資料



06.
副修
完成：
•	 美安《起步指南》
•	 新超連鎖店主訓練(NUOT)
•	 成功五要訣(Basic	5)
•	 網路中心經營者核對清單

借力使力：
•	 透過每週線上研討會、錄音課程、YouTube頻道和全球會議聯
盟系統會議活動等進行持續教育

•	 美安網路中心競賽

完成網路中心授證訓練(WCT)101訓練課程，並參加5C工作坊：
•	 目標設定與行動計畫
•	 客戶開發
•	 15分鐘諮詢會談
•	 會談成交

舉行/安排：
•	 15分鐘諮詢
•	 包括銷售支援的會談示範
 
主修 
完成：
•	 以上全部內容
•	 授證經理級訓練(ECCT)

借力使力：
•	 透過每週線上研討會、錄音課程、YouTube頻道和全球會議聯
盟系統會議活動等進行持續教育

•	 美安網路中心競賽

完成網路中心授證訓練(WCT)201訓練課程，並參加工作坊：
•	 人際網路工作坊
•	 電話工作坊

達成：
•	 網路中心挑戰獎
•	 卓越超連鎖店主
•	 購物年金卓越成員(SAMM)
•	 主管經理級或以上的超連鎖店主級別

專業人士
完成以上全部要求，參加網路中心專業教育課程並完成示範

季度活動範例：

專業類別 諮詢 會談 銷售

副修 12 6–9 2–3

主修 24 12–18 4–6

專業人士 48 24–36 8–12

facebook.com
/officialmawebcenters

twitter.com
@officialmawc411

instagram.com 
@officialmawc

youtube.com/user
/maWebCentersOfficial

網路中心經營者的目標與綱要



管理系統07.

購物年金08.

前往www.mawc411.com/launch.html網站，啟動、設定並學習如何
導覽您的網路中心、閲讀網路中心支援手冊以及觀看教學影片。支援
手冊可從以下網址獲得：www.iv-help.com。

您的美安網路中心事業能夠創造極佳的利潤和高額的BV與IBV。由此
路徑下載價格與BV表：www.mawc411.com	>	支援	>	下載

您可以登入您的網路中心，在首頁輕鬆預約銷售會談或查看銷售行事
曆。前往網路中心的選單，以管理網站、使用工具和下載銷售文檔。

前往您的網路中心	>	銷售報表即可查看網路中心顧客的發票、收款
付款資料、佣金和取消付款等狀態。

授權書的相關重要事項：
每位客戶皆須填寫授權書並存檔。具有簽名的授權書是客戶透過我們
的系統完成此筆銷售的證明，有助於我們對已提交的取消付款申請
進行申訴，同時也可以保護您避免與此申訴相關的取消付款費用。
雖然取消付款的情況並不常見，卻也偶有發生。若有交易發生取消
付款或退票時，超連鎖店主有責任償還該交易的利潤（無論是否有
存檔授權書），以及任何相關服務費（如沒有存檔之授權書），以
結清該取消付款或退票。（請參閱超連鎖手冊第20章。）

您可於完成銷售時下載並列印授權書，亦可前往網路中心	>	銷售文
件	>	信用卡及電子支票授權。

購物年金是一個創新的概念，幫助聰明的購物者透過SHOP.COM將
他們的消費轉為收入。不同於一般的銀行年金，您不需要投入一大
筆啟動資金，您原本的每日消費就是您的投資。您的顧客可以賺取
高達50%的現金回饋，而網路中心經營者則可在管理業績紅利計畫
中賺取IBV以獲得佣金。

網路中心與購物年金
作為網路中心經營者，您可以通過向自己購買個人或家居用品，把這
些消費轉為收入。透過購買美安獨家品牌產品賺取BV，並在SHOP.
COM網站上的夥伴商店購物，賺取IBV。您處於有利的位置，可為
您的網路中心客戶及潛在人選提供更多的服務。

想想看：您的顧客正在花錢管理他們的事業。他們在事業上的開銷可
以轉換為一份收入流。為什麼不向他們展示如何從中賺取現金回饋、
節省開支呢？	透過購物年金，我們能為業主提供更高的價值。進行	
企業支出評量來了解您如何幫助他們節省開支。

如何建立您的購物年金
創造永續收入五步驟：
1. 前往shoppingannuity.com
     - 了解建立您自己的購物年金所需步驟。
     - 觀看影片資料。
     - 了解成為購物年金卓越成員夥伴(SAMM)。

2. 完成購物年金評量
     -  與您的推薦人一起瀏覽此線上工具，該工具可幫助您簡化所有支
出，從而節省時間和金錢。

      - 看看轉換購物習慣能對您的事業有多大的幫助與提升！

3. 與顧客及夥伴一起複製這個過程
     -  請您的顧客在shoppingannuity.com完成購物年金評量
     -  教導顧客如何將經常購買的產品放進優惠顧客自動送貨計畫，
並節省5%的開銷。

     -  協助您組織中的超連鎖店主完成他們的購物年金評量並將他們
的消費轉化為收入。

4. 精明的消費者：速成小訣竅
     -  購物首選SHOP.COM	Direct直購網（同時賺取現金回饋和IBV，
擁有最高的投資回報率）。

5.  在網際網路業務行銷(ISM)101訓練中，了解有關建立購物年金和
Shop.com的更多資訊。

     - 搜尋全球會議聯盟系統以參加下一場訓練。

facebook.com
/officialmawebcenters

twitter.com
@officialmawc411

instagram.com 
@officialmawc

youtube.com/user
/maWebCentersOfficial

http://www.iv-help.com/
https://www.unfranchise.com/index.cfm?action=media.unfShare&media_id=33d36dab-c78e-f6dd-6a2656a8c8ccbfca
https://www.unfranchise.com/index.cfm?action=media.unfShare&media_id=99c64045-c7ae-9834-5d5fe44d0717d383
https://www.unfranchise.com/index.cfm?action=shoppingAnnuity.unfIntroduction


09.
利用超連鎖事業與美安網路中心，打造您的成功人生 完成日期

。。。。。。。。。。。。。。。。。。。。。。。
啟動、設定並學習如何導覽您的網路中心：點擊此處

下載/購買行銷手冊、15分鐘諮詢表與B2B產品目錄

下載並完成12週行動計畫：點擊此處

完成網路中心授證訓練101線上或實體課程：點擊此處

完成網路中心授證訓練201課程。
搜尋全球會議聯盟系統以參加下一場訓練。

完成美安《起步指南》，以建立成功的超連鎖事業

參加購物年金計畫！
造訪shoppingannuity.com了解更多資訊，並完成您的個人評量。

參加即將舉辦的網路中心競賽：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mawc411.com

完成線上研討會。
可在mawc411.com網站的線上學習中心獲得

列印網路中心挑戰獎資料，並設定目標去完成它。

跟隨/訂閱我們的社群媒體頻道：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部落格

加入Facebook網路中心經營者支援團隊

facebook.com
/officialmawebcenters

twitter.com
@officialmawc411

instagram.com 
@officialmawc

youtube.com/user
/maWebCentersOfficial

起步核對清單

https://www.mawc411.com/launch_cht.html
https://www.unfranchise.com/index.cfm?action=media.unfShare&media_id=99bb60e0-a3c4-fda4-5bf9d7d1934b445b
https://www.mawc411.com/learn-in-person_cht.html
https://www.shoppingannuity.com/?localeCode=zh-hant
mawc411.com
https://www.mawc411.com/learn-online_cht.html


常見問題10.
1. 為什麼我需要繳交網路中心月費？
您的網路中心帳戶費用是作為維護和代管之用。您的網路中心包含
一個管理介面和一個您能與顧客分享的前端行銷網站。擁有網路中
心的使用權限可以讓您管理您這一部分的美安事業。您可以輸入顧
客資料、管理網站銷售的BV放置位置，並且管理網站和其它網路解
決方案產品的銷售價格。

2. 啟動我的網路中心需要多久？
通常只需一到兩天，您就可以登入您的網路中心帳戶。我們大型活
動期間的訂單處理過程可能需要四至七天。通常，透過超連鎖事業
帳戶購買的網路中心，會在購買後24小時內啟動。

3. 網路中心啟動以後，我需要做什麼？
有兩種途徑進入您的網路中心帳戶：一是自mawc411.com網站登
入；或是透過超連鎖事業帳戶中的連結（我的帳戶	>	網路中心	>	
登入網路中心）進入。

4. 如果我以前已經有一個網路中心，如何重新啟動它？
如果您曾經擁有過一個網路中心，您可以用您現在的超連鎖店主編
號重新啟動該網路中心。請前往您的超連鎖事業帳戶以USD$150.00
完成購買重新啟動代碼6040RA。一旦完成購買，就可以在您的超連
鎖事業帳戶，重新啟動您原本網路中心帳戶。

5. 我售出了我的第一個網站；我多久會看到我的佣金？
如果您的客戶使用信用卡支付，您會在兩週後收到佣金，如果使用
支票支付，則需三週。

6. 銷售網站的佣金會以何種形式支付？
與BV佣金支票的支付方式相同，該佣金會直接存入您在超連鎖事業
帳戶登記的銀行帳戶。

7. 我收到了第一筆銷售網站佣金，但數目似乎很少。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或許您售出的網站含有設計套裝，您無法從
設計套裝上賺取任何零售利潤（但您仍會獲得BV）。也有可能您的
顧客是透過分期付款支付，會在接下來三個月內結清。另外，請記
住，每售出一個網站，都會有一筆USD$250.00-$350.00的費用，
作為網站初始設置的費用。

8. 我的客戶使用信用卡或支票支付，其處理過程是否相同？
如果您的顧客是以電子支票支付，一旦支票結清，我們的系統就會
處理該筆訂單，BV將會依訂單日期計算。

9. 如果我想讓我的網路中心保持活躍狀態，我需要支付年費嗎？
沒有，我們不收取年費。只要您每月按時繳交網路中心帳戶的費
用，並且每年按時為您的美安成員資格續約，您就會一直是活躍的
網路中心經營者。

10. 我售出了一個數位行銷產品。我會以怎樣的方式收到該產品的
零售利潤？
由於數位行銷產品(DMP)的零售利潤通常較少，該利潤會存入您的
美安公司帳戶餘額(COA)。

11. 我發現我銷售網站和其它產品的BV都被自動放置到我的編號
和001分中心 — 如何修改這個設定，以免以後點數再自動放置到
此位置？
您在美安網路中心銷售的多數產品，都能讓您賺取零售利潤和BV。
該BV可以從您網路中心的管理介面進行管理，如果您願意的話，您
也可以根據需要，隨時更改每月循環BV的放置位置。我們也設計了
一個流程，當您從銷售網路中心產品賺取的點數即將分派時，您會
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告知您可以登入超連鎖事業帳戶進行更新（在
您管理點數自動放置位置的欄目下）。為避免點數進入到您不想要
的放置位置，在24小時之內，您可以登入網路中心帳戶，進行更新
點數位置的必要動作。



聯絡我們
客戶線上資源
網站：www.maWebCenters.com
Facebook:	officialmaWebCenters
Instagram:	officialmawc
Twitter:	Officialmawc411
Youtube:	maWebCentersofficial
部落格：blogmaWebCenters.com

網路中心經營者線上資源
網站：www.mawc411.com
Facebook	小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WebCenterFastTrack/	傳送電子郵件至maWebCenters@
marketamerica.com	以獲得邀請
Youtube:	officialmawc
部落格：blogmawc411.com
競賽：www.mawc411.com
線上研討會：www.mawc411.com
下載、工具、資源、訓練：www.mawc411.com

美國
顧客服務
800.343.2889

技術支援
866.932.4357
本地：702.547.8395

銷售支援
866.287.8121
本地：702.547.8595

設計中心 
dc.mawebcenters.com 
800.711.9145       
designcenter@WebCenters.com 

台灣     
02.2162.6349  
mtWebCenters.com.tw 

香港   
3017.5081
銷售支援：3071.4861  
hkWebCenters.com

新加坡
65.3158.7426       
maWebCenters.com

澳大利亞
800.649.581  
auwebcenters.com.au   

英國
0800.587.1132  
maWebCenters.co.uk 

愛爾蘭
800.778.459     
maWebCenters.co.uk

聯絡資訊：

https://w.mawebcenters.com/masamples/
https://www.mawebcenters.com/
https://www.mawebcenters.com/home_cht.html
http://hkwebcenters.com.hk/
http://mawebcenters.com/
http://auwebcenters.com.au/
http://mawebcenters.co.uk/
http://mawebcenters.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