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wnload ORGANO™ Opportunity Training Presentation and 90 Day Game Plan in your Back 
Office.

BELIEF AND ACTION WILL 
DRIVE YOUR BUSINESS
GETTING STARTED - TRAINING



歡迎來到
ORGANO™

歡迎來到Organo™̶集地球和海洋珍貴寶
藏於一身的日用產品，用於支持您積極的生
活方式。從咖啡、茶到熱巧克力和我們神奇
的ogxFENIX代餐奶昔，都是我們將最佳口
味、營養和科學結合在一起，讓您每天都精
力充沛。



歡迎來到
ORGANO™

這個指南將協助您瞭解如何開始和下一步
需要做些甚麼。它可協助您充實您的生活、
您的事業和幫助您活出您所追求的生活̶
擁有額外的收入、更多與親朋好友共聚的
時間和更好的產品。
我們的核心價 ̶激發我們以團隊方式一
起運作，和為世界帶來改變。感謝您加入
Organo



Organo Gold網站：
www.organogold.com 我的Organo™網站：

密碼
OG會員編號
客戶服務 ̶ XXX XXX XXXX
支援電子郵件：

上線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第二上線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姓名：



我加入OG為了

1. 做

2. 成為

3. 擁有



第 讓產品成爲
您的產品

讓其他人認識OG產品效益的最佳方法就是您自己使用
產品。知道它們讓您感受如何，以及它們如何協助您
和您的家人是分享的關鍵，因為您即是OG顧客，或是
代表。



第 讓產品成爲
您的產品

所以，讓我們先檢視̶ ogxFENIX套組，選擇一個
適合您的。大多數人每天都喝咖啡、茶，和需要健康
飲食。這些套組旨在協助您了解 Organo產品，並且
也幫助您節省花費。相比於個人產品銷售，這些套組
價格是專為讓您省錢而設̶而它們將進一步向您推薦
OG的系列產品。 .



闡明您的
為甚麼和設定目標

您的「為甚麼」是您Organo事業的中心，
對您的成功極其重要。知道「為甚麼」您
加入Organo 可以幫助您計劃如何您的目
標，以及知道您對產品的「為甚麼」則有
助於您建構您會分享的故事。



為甚麼成為傳銷商？
您想擁有更多時間來陪伴家人嗎？擁有額外收入來繳清債務？想擁有夢寐以求的假
期？有助於賺獲孩子大學學費？想些您加入Organo 的原因，並寫在這裡：

為甚麼使用這產品？
您想更精力充沛嗎？減重？省錢？幫助您的朋友和家人活得更健康？更好的外觀與內
在感覺？想些為甚麼您會使用Organo™產品後，寫在這裡：



現在來設定一些目標：
短期：̶列出3項您的Organo事業目標（收入、獎勵和日期）：

1.

2.

3.

長期目標：

1.

2.

3.

需要幫助？請看此冊子裡中第5/1000訊息。



想邀約的人是...

填寫您的尋回記憶表̶在您的如何開始手冊中的招募名單。

誰是您想邀請的前50人？

本地人
想活得更健康者
需要更多活力者
咖啡或茶愛好者

影響力
企業主
對您最重要的是

您的信念越大̶您的名單越長。

接下
來做甚麼



公開宣佈
在社交網站分享 (臉書、推特、Instagram 等等）您有多興奮能開始您的OG事業。

安排您第一場分享會
安排您第一場分享會̶在註冊後的24小時內，並填寫您的日曆。您可以在5/1000培
訓裡看到，您每星期的工作時間可少至6小時，但如果您堅持從事OG事業，您將擁有
全職收入。



加入
加入 ̶聽取 每週電話會議（XXX日期，XXX號碼）然後成為此團隊的一份子。出席
每一個活動̶ 您會驚訝您每次所學，然後您會看到它如何幫助您建立您的OG事業。

翻閱獎勵計劃
翻閱獎勵計劃 ̶並跟從5/1000培訓，您將踏上賺取更多收入的道路。

嘗試在食譜中加入OG產品
嘗試在食譜中加入OG產品̶ 食譜是最佳展現OG產品確實適合任何生活的最佳方法，
這已超越單單飲用的方法。從咖啡肉排、到熱巧克力爆米花、和美味的甜點，以過於
咖啡的方式享受OG效益̶這是一種生活方式。

下載ogxFENIX食譜中的美味冰沙製法，您已在致力於以樣品鋪設成功之路。



問4道問題：
1. 您個人或您所認識的人中，是否經常喝咖啡或茶？

2. 您如何享受您它呢？是直接飲用或加入奶精和糖。

3. 您或任何您所認識的人都擔心自己的體重嗎？

4. 您是否想省下您的購物賬單？

Organo™讓成功變得容易。只需要將Organo™黑咖啡、
Organo™拿鐵和熱巧克力或冷泡紅茶放在您的口袋、錢包、
公事包、車內。您會想要隨身攜帶能隨時贈送給人的樣品。

以樣品
鋪設成功之路



1. 我會給您一個免費樣品試試，然後您告訴我a)它味道如何？b)它給您甚麼感覺？
請問您可以告訴我嗎？ （根據他們喜好，給他們免費的咖啡或茶樣品）。

2. 您每天至少喝一次咖啡或吃一餐嗎？好。那我會在明天下班後打電話給您，聽聽
您對那兩個問題的意見。

3. 除了您的住家電話之外，還有甚麼號碼更適合讓我聯絡您？

當他們回答「是」時̶您當如此說：

全球超過80%的人喝咖啡或茶，而且人人都愛每天食用健
康飲食。



持續跟進̶那將是您事業的最
重要部分！

1. ̶您今天好嗎？正如所說般，我會打電話給您。我很好奇想聽聽您對那2個問
題的意見̶您覺得味道如何？您是否有察覺到它讓您感覺如何？

2. 我很高興您喜歡。您能向我購買，而我能從中賺取少許零售利潤。您也能登記自
動發貨（autoship），而購買價格也和我一樣，或您也能免費獲得您喜歡那一
個？

3. 好。如果您能給我另兩個願意嘗試的人，那您就能免費獲得您那份

在分發那些咖啡、茶或奶昔樣品後，跟進是建立您信心和事業的最重要部分。



安排您的第
一場分享會

聯歡會和樣品是建立您OG事業的最好方法。當人們參加您的分享會時，他們會嘗
試和感受產品到底是如何運作的、聽聽您理由和分享（及其他人的分享）以及瞭解
他們將如何獲得免費產品。您的分享不只協助他們活出更棒的生活，同時也協助他
們開始。
使用這清單來創造適合您賓客的環境。



在賓客抵達之前，您需要做些和擁有些甚麼？

1. 品嘗樣品，並陳列所有OG產品。
2. 做奶昔所需的攪拌器和冰塊，再加上牛奶、和您所選擇的水果以拌出創意奶昔。
3. 沖泡茶和咖啡的熱水。
4. 杯子 ̶ 分享樣品。
5. 筆。
6. 訂購/申請表格。
7. 音樂。播放輕鬆、愉快的音樂。
8. 專注。是時候專注於您的賓客們：將手機設為靜音，移除所有干擾物（寵物）。
9. 設定電視或電腦隨時播放視頻。
10. 選擇性：在品嘗後享用的水果或蔬菜拼盤。保持簡單。



開始聚會：
1. 歡迎賓客：
2. 當所有賓客到達後，您可以以奶昔、咖啡和茶招待。
3. 當要開始時，請所有人就座，同時讓他們知道在講解結束後可提問。

分享：
1. 分享您的動機，和您加入Organo™的原因。
2. 展示改變契機的PowerPoint或視頻
3. 講述簡短見證。
4. 讓您的組織成員（如果他們在現場）分享他們對產品的見證，和/或機會。（一或兩個額外
的見證）。

結束：
1. 談談為甚麼您加入這公司。
2. 分發訂購表格。
3. 回答問題，在後臺辦公室系統內下單。



第8頁
「5」和「1000」的力量。

建立您的OG事業仿佛填寫日曆般簡單。

Organo™提供給您、您的親戚朋友一個能享用的產品，但又從中賺獲報酬的方法。

以下簡述Organo™生活方式如何能協助您：

1 致力於以樣品鋪設您的成功
之路：

看此指南裡的「4步驟」和「4問題」時，您就會發現以樣品為您鋪設成功之路
是多麼的簡單。



2 連續在4週內，每週工作6小
時̶就能賺取豐厚盈利。

每週安排4場分享會（2天在週六、2天在週日晚上），您即可實際的邁向賺獲百
萬收入途中。查看OG入門培訓手冊裡的如何舉辦分享會部分，以了解分享OG產
品是可以多麼容易和有樂趣的。

分享會#1̶10人 。2人登記、2人成為優惠顧客。會議銷售額$1,000。
分享會#2̶10人。2人登記、2人成為優惠顧客。會議銷售額$1,000。
分享會#3̶10人。2人登記、2人成為優惠顧客。會議銷售額$1,000。
分享會#4̶10人，2人登記、2人成為優惠顧客。會議銷售額$1,000。

例如：

重複多3次。結果呢？



$490

$480

$2400

第1個�總收入
!!您現在的產�的)品是免。$2170

雙團隊獎金

快速 動獎金
2個金配套 +      3個銀 +    4個銅 +   2!包

($250快速 動獎金）($150快速 動獎金）($80快速 動獎金)($0快速 動獎金)

零售
($1200的零售利潤)
產品銷售̶每位!戶$30 = 40位!戶

這是時薪$90�的工�多少份兼職能賺到這麼多？ �超過
$1000場的派對？ 更多招"？ �從這裡出

Earnings Disclaimer: Earnings are hypothetically offered and are based on a perfect world scenario to show how the compensation plan works and 
are NOT earning representations or guarantees. Actual income will depend o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an individual devotes to their business. 
A solid customer found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success. A typical participant in the ORGANO Compensation Plan earns between $0 – $599 
per annu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organogold.com



3 學習�工
5�和�1000的力量 �

�只要每場會議您�5位潛在!�戶 一對夫妻計為1位潛在!戶 ，您每逬工స6小時，
就可賺獲豐厚利潤�，當會議的銷售 遉$1000時，您辛勤的兼職"帶�來�了!職酬�

這合理嗎？ 當然！
!述例子顯示出混合式的招"和
每位!戶的合理銷售 �

Earnings Disclaimer: Earnings are hypothetically 
offered and are based on a perfect world scenario to 
show how the compensation plan works and are 
NOT earning representations or guarantees. Actual 
income will depend o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an individual devotes to their business. A solid 
customer found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success. A typical participant in the ORGANO 
Compensation Plan earns between $0 – $599 per 
annu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organogold.com

$490

$480

$2400

第1個�總收入
!!您現在的產�的)品是免。$2170

雙團隊獎金

快速 動獎金
2個金配套 +  3個銀 +4個銅 +   2!包

($250快速 動獎金）($150快速 動獎金）($80快速 動獎金)($0快速 動獎金)

零售
($1200的零售利潤)
產品銷售̶每位!戶$30 = 40位!戶



您如何做到？

安排您的家庭時間。 安排您的個人時間
/宗教。

安排您的工作。

無論在那一個場合下，都應專注以活出一個平衡、快樂的生活。

人人都愛身處在平衡、快樂的人身旁̶所以將您的事業、家庭、宗教和工作分
開但又可專注於此。

投資̶加入 OG家庭今天！

安排 您的OG事業。



4 培訓1人̶
雙倍收入！

培訓您團隊裡的1人像您般的工作̶您的收入就變成雙倍。

培訓1位也想迅速賺取豐厚利潤者：

專注於5̶
合格者帶領每場會議。

舉辦一場會議，
即平均獲得$1000收入

如今您是紅寶石（Ruby）！
專注、享受分享人人喜愛的產品、看到成果。

填滿他們的日曆̶
每週4場分享會。



頁
追踪效果
Name

Email/
Text

Sent Phone Called
Result

Enrolled as a 
Distributor

Party Customer Referral Other



頁加
入和保持聯繫
發展您的事業 ̶加入和保持聯繫
這不是不工作的營銷。這是網絡營銷

1. 鏈接至OG學院 ̶ 學習和賺取。

2. 加入每週電話會議以獲知最新消息和更新資訊。

3. 客戶服務 ̶ 一天開放24小時/每週 7天免費電話諮詢服
務 ‒ 1-877-674-26614.

4. 活動 ̶ 參加活動！與志同道合的人聯繫、獲取靈感和教育
來建立您的事業！瀏覽OG網站以 看Organo活動。



以樣品鋪設成功之路聯繫人們和分發樣品，與人會面和獲取他們的資訊及給他們
樣品。 OG的味道會幫助您建立您的事業。

有5分鐘空閒時間嗎？將您喜歡的奶昔上載至社交網站。
有15分鐘空閒時間嗎？安排聯絡電話。
有1個小時的空閒時間嗎？舉辦一場聚會。

將Organo納入您每天的生活中̶成為每天一部分的持續行程，您可建立一個成功
事業。

一個小時̶一場聚會。
尋求轉介，建構事業。



頁
現在就看您了

以事業來看待事業，不是愛好。安
排每天和每週的時間，並確保自己
能 完成每件事。
它是「網絡」不是「不工作」營銷，
辛勤和堅持將幫助您學習、提升和
賺取更多收入。



讓每天都很好，勝於一時的美好。
拓展事業的最好方法就是分享您的故事和
OG產品。

規劃您的時間和努力不懈，您就會看到成
果。當您邀請、分享和招募更多人，您的
團隊將會變得更大，收入也會增加。



不要試圖假設誰會或不會對Organo 感興趣。有些比較腼腆的人或許想要建立信心
和學習新技術。忙碌的人或許也喜歡和他所認識的人分享產品！您永遠都不會知道
誰會成為您團隊裡的好領袖。

提問。不要假設。

他們需要更多的活力嗎？想要儲蓄嗎想賺取供孩子大學的教育費嗎？ 擔心退休
嗎？想要一份兼職來保持忙碌嗎？聆聽需求 ̶然後讓OG來滿足這些需求。

聆聽 ̶ 和滿足需求。

現在是時候來設定您的目標和實現您的夢想。
無論它是否兼職收入，為了其全職潛能，可花點時間來計劃您的日曆並設定及達到
您的目標。

就看您了：



我加入Organo™是因為

當您與別人交談時，
請記得說：

我感到很興奮因為這（已經允許/允許）我

我想您會很高興知道它因為



我加入的原因是

我感到很興奮因為

我想您會很高興知道它因為

現在就來計劃吧！
說話技巧



90天
的行動計劃：

1. 安排您的推薦聚會，並在社交網站上宣佈

2. 開始使用產品

3. 填寫您的「為甚麼」和我加入為了「做、擁有、成為」

4. 填寫您的尋回記憶表

5. 撥電邀請20人來參加我們的推薦聚會。

6. 舉辦您的第一場聚會。

第一週



1. 在您的尋回記憶表內加多25個名字

2. 查看Organo大學的培訓貼文。

3. 查看3 free活動益處

4. 安排3個聚會（根據第一場聚會的轉介和您的尋回記憶表）

5. 樣品、樣品、樣品。

第2̶4週

在您首個月如此執行 ̶ 您正邁向5/1000收
益的途中！



90天行動計劃（日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