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智我自動訂貨計劃申請合約 香港 澳門 如新生活體驗館: 香港銅鑼灣恩平道28號利園二期10樓 (「銅鑼灣店」)                                                                      

Nu Skin Plaza: 10th Floor, Lee Garden Two, 28 Yun Ping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Causeway Bay Shop”)

如新旺角分銷中心: 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168號10樓 (「旺角店」)                                                                      電話

Nu Skin Mongkok Distribution Center: 10th Floor, 168 Sai Yeung Choi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Mongkok Shop”)

如新澳門分銷中心: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號澳門金融中心 樓 座 「澳門店」 電話

本人欲參加十八(18)個月ageLOC Me®新智我®自動訂貨計劃。I hereby apply for eighteen (18) month ageLOC Me® ARO Program.   

倘若如新於當月購買日(「購買日」定義見下)10個工作天前未有收到本人提出書面要求如新對產品訂單作出任何更改，如新會於當月按本人於下列填寫之預先選定之產品自動為本人當月的訂購產品，並且會按本人預先選定的送貨/提貨方式處理

本人的訂單。同時，如新保留對送貨安排的要求作出收取相關行政費用的權利。

本人明白，只要本人在每一個月的購買日或之前通過ageLOC Me® 新智我® 自動訂貨計劃所訂購的任何一張訂單達到不少於100分的個人銷售業績，本人便可享有ageLOC Me® 新智我® 智芯組合的特別折扣。 

I understand that I will be able to enjoy special discounts on ageLOC Me®  Cartridges set on any order that I place each month on or before the Date of Purchase under the ageLOC Me®  Automatic Re-Ordering Program and 

such order shall carry at least one hundred (100) Personal Sales Volume (PSV). 

本人明白，只要本人通過ageLOC Me® 新智我® 自動訂貨計劃所訂購的任何一張產品訂單達到不少於50分的個人銷售業績，則該訂單的產品也可享有指定NU SKIN及PHARMANEX的折扣優惠。 

I understand that I will be entitled to specified discounts on NU SKIN and PHARMANEX products on any order that I place under ageLOC Me®  Automatic Re-Ordering Program and such order shall carry at least fifty (50) PSV.

直銷商英文姓名 直銷商中文姓名 Distributor 直銷商識別號碼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訂購計劃開始日期：訂購服務由 年 月起生效。

本人選定每月 至 日之間的一個日子，亦即每月 日 該日期會被視為本人訂單的「購買日」

□如本人選擇提貨，本人會在購買日的7個工作天後到銅鑼灣店 旺角店 適用於香港直銷商 或於購買日的 個工作天後到澳門店 適用於澳門直銷商 提貨。如本人在購買日起之 天後未有提貨，則本人的訂單會被取消。詳

情請參考本 合約 條款。

□如本人選擇送貨，如新會在購買日處理本人的 訂單，然後送往下列地址。如在購買日起之 天後送貨不成功，則本人的訂單會被取消。詳情請參考本 合約 條款。

送貨地址

收貨人 收貨人聯絡電話

送貨地址（請以英文填寫）

預先選定之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折實價 個人銷售業績 數量 總價

新智我
®
尊享智芯組合

新智我
®

基準智芯組合

合共 合共

送貨費

總數

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Take effect on December 1 2017 



 

 

*以 ageLOC Me® 新智我®自動訂貨計劃訂購產品必須每月在購買日或之前訂購的任何一張訂單達到不少於 100 分的個人銷售業績。  

At least one product order placed under the ageLOC Me® ARO Program carrying a minimum of one hundred (100) PSV each month on or before the Date of Purchase. 

所有香港及澳門直銷商如在非本地市場購買產品，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遵守所有適用的進口、海關及牌照之法律，並承擔相關之關稅、稅項、牌照費用

除非符合當地市場的相關法律，所購買之產品僅供本人使用，不得轉售 及

除非另有通告，所有 計劃的訂單均以港幣支付。

貨品總值 Total Purchase 

Amount 

送貨到香港地址費用  

Fee for delivery to an 

address in Hong Kong 

(HK$) 

送貨到澳門地址費用  

Fee for delivery to an 

address in Macau 

(HK$) 

到銅鑼灣店/旺角店/ 

澳門店提貨費用 

Fee for collecting products 

from Causeway Bay 

Shop/Mongkok Shop/Macau 

Shop (HK$) 

 

HK$2,500 以下 less 20 30 免費FREE  

HK$2,500 或以上 or above 免費 FREE 30 免費FREE  

付款辦法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持卡人姓名

本人現授權如新透過本人信用卡帳戶，每月支付上述註明訂購之產品及按本ARO合約之條款支付款項，如新在一般情況下會於購買日前5個工作天內安排扣款。如本人選擇以他人之信用卡帳戶付款，本人確認該持卡人已同

意本人使用他 她的信用卡，並得到該持卡人於以上「持卡人簽署」一欄簽名以示同意。本人確認該持卡人已同意如新為執行本ARO合約所述事項的目的而收集、使用和披露其於本ARO合約上之個人資料。本人在此同意

並承諾在處理該持卡人之個人資料時會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486章) (「私隱條例」)（適用於香港直銷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2005號法律) (「個資法」)（適用於澳門直銷商）, 並會依從如新為了符合私

隱條例（適用於香港直銷商） 個資法（適用於澳門直銷商）的目的而提出的合理的指示及/或要求。

“ ”

“ ”

 

當簽署本ARO合約, 本人在此同意如新為執行本ARO合約所述事項的目的而收集、使用和披露本人於本ARO合約上之個人資料。本人也同意如新得將本人於本ARO合約上之個人資料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及香港以

外地區。如本人資料有所變更，本人會立刻通知如新。本人明白本人有權查閱或更改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也可以本表格最上方的方式聯絡如新香港的資料保護主任作出上述要求。本人同意如新香港有權為處理上述要

求而收取合理之手續費。本人確認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如新香港/澳門的政策與程序中所有有關個人資料的條款。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已閱讀及完全明白並同意本 合約 包括後頁的條款 的所有條款與條件。本人聲明及保證本人於本 合約內所提供的資料均準確及完整，如本人提供不正確或誤導性的資料，或違反本人與如新或

簽署的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直銷商和國際保薦協議書及原居國產品訂購協議書的條款與條件及政策與程序，如新有權選擇宣告本 合約自開始無效。

直銷商簽署 Distributor 日期

白色 藍色 直銷商 公司專用

請參閱 之附加條款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EngDoc*486*100*-486#486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EngDoc*486*100*-486#486


 

 

自動訂貨計劃申請合約（「本 合約」）

在本 合約 「如新香港」指 ，其營業地址為香港銅鑼灣恩平道 號利園 期 樓。「如新澳門」指 ，其營業地址為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號澳門金融中

心 樓 座。「如新」是指如新香港和如新澳門的統稱，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對於香港直銷商而言指如新香港，對於澳門直銷商而言指如新澳門。

新智我 自動訂貨計劃（「 ARO計劃」）乃一項自選性計劃，獨立直銷商可選擇參與  ARO計劃，透過使用指定的信用卡持續購貨付款。本ARO合約一經簽署，有意參與  ARO

計劃的獨立直銷商必須遵從下列條款與條件：

A. 如果本人已選擇參與ageLOC Me® ARO計劃以每月自動收到指定的產品及數量，這些產品之購買款項將每月依照本人選擇的付款方式付款。 

B. 倘若如新於當月購買日10個工作天前未有收到本人提出書面要求如新對產品訂單作出任何更改，如新會於當月按本人於背頁填寫之預先選定之產品自動為本人訂購產品，並且會按本人預先選定的送貨/提貨方式處理

本人的訂單。同時，如新保留對送貨安排的要求作出收取相關行政費用的權利。 

C. 如本人預選之產品包括ageLOC Me®尊享智芯組合而如新因產品缺貨、停售、或其他與本人無關的原因而無法向本人提供部分或全部預選之ageLOC Me®尊享智芯組合, 則如新可在無需給予本人事先通知之情況下，

以ageLOC Me®基準智芯組合代替該等ageLOC Me®尊享智芯組合, 並安排送貨給本人，但本人可以在購買日的7個工作天後起計之30日內退回該產品給如新，並要求如新全額退回產品款項和送貨費用(如適用) 。 

D. 如新可能對本人於  ARO計劃內所選擇收取的指定產品作價格調整或停售該產品。在此情況下，如新將會通知本人此等變動，並且受限於上述第C段有關ageLOC Me® 智芯的另類安排，(i)若是產品停售

情形，如新會繼續向本人發送其他已選擇之產品，並有權以另一種相同或更高價格的產品代替已停售之產品；及(ii)若是價格調整的情形，如新將根據調整後之價格繼續向本人發送本人於  ARO計劃內選

擇的產品，除非在上述的任何一種情形，本人於產品停售或新價格生效前十(10)天以書面指示如新另作安排。本人明白，如本人於產品訂購日期後三十(30)天內通知如新取消訂購已加價之產品，本人將可獲該產品的

全數退款。 

E. 為支付每月  ARO計劃訂單之費用，本人現授權如新按照本人提供的信用卡資料作自動扣款安排。如新在一般情況下會於購買日前5個工作天內安排扣款，除非本人另有授權，否則如新不會向本人的信用

卡帳戶徵收其他費用。 

F. 本人明白  ARO計劃的產品均以折扣價出售，如根據如新的政策與程序的退款政策辦理產品退款時，本人同意如新以折扣價作為購買價以計算退款金額。 

G. 若本人退回任何為符合考核資格而購買的產品，本人同意本人必須再購買產品以符合相關資格。 

H. 本人同意如新可(i) 因任何原因隨時暫停或終止  ARO計劃；及(ii) 在以下情況暫停或終止本人在本ARO合約參與  ARO計劃之權利：（A）本人所提供的購貨支帳的信用卡帳戶或銀行授權已逾期

失效、被取消或以其他方式被終止或因任何原因而未能支付如新款項，（B）如新根據以下第I段的規定，因於購買日起之三十(30)天內本人仍未提取產品或產品未被送遞給本人而取消本人的產品之訂單，（C）本人違

反本ARO合約或「合約」(定義見直銷商和國際保薦協議書 之條款及條件，或（D）Nu Skin International, Inc.終止本人的直銷權。受限於如新可根據第K段收回本人所獲得的所有產品折扣優惠的權利，本人可以三

十(30)天之事前書面通知如新終止本ARO合約。 

I. 本人明白如新對於處理本人已購買的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但仍未被本人領取及 或被送遞給本人時，將招致行政上的時間及費用。因此，本人同意以下條款： 

 當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應由本人提取而本人於購買日起之三十 天內，仍未能或因任何疏忽原因而未到如新提取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或

若本人要求如新而如新同意送遞任何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給本人，但由於本人所提供的送遞地址不正確或地址不全或本人所提供的收貨人不在該地址，致使如新未能送遞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給本人，而本人

於購買日起三十 天內，仍未能或因任何疏忽原因而未到如新提取所購買之產品及 或業務輔銷品，

則在上述的三十 天期滿後，如新會取消本人訂購該產品及/或業務輔銷品的訂單，並會扣除售價的10%作為行政費後，把售價的90%款項退回給本人，但將先扣除已發放的獎金，而無需再向本人提示、通知或交

代。如果如新已就該產品向本人支付獎金，則如新將會依據政策與程序第2章第6.9節的規定向本人收回該筆獎金。 

J. 本人明白若本人不希望本ARO合約於期滿日後自動以相同條款及條件續約，本人必須於期滿日三十(30)天前以書面通知如新，否則本人會被視為已同意按照本ARO合約之相同條款及條件續簽本人之ARO合約(十八個

月)，包括但不限於根據本ARO合約上述之第E段每月從本人的信用卡帳戶內扣款。 

K. 本人明白及同意若(i)本人在合約到期前終止本ARO合約，或(ii)如新根據以上第H段暫停或終止本人在本ARO合約參與ageLOC Me® ARO計劃之權利，則如新可從本人直銷商帳戶或本人的信用卡帳戶或以其他方式，

收回本人按照本ARO合約而獲得的所有產品折扣優惠。 

 本人明白一個直銷商帳戶只可以擁有一份ARO合約(不論是有關 計劃或其他 計劃 。本人同意當如新接受本ARO合約, 本ARO合約即生效並且本人直銷商帳戶下的其他ARO合約即立刻終止。 在

本ARO合約下的 計劃在如新接納本人 計劃的第一張訂單的當月購買日起開始生效 就算非在購買日當日下第一張訂單，生效日亦會自購買日起算 有效期為十八個月

計劃到期時本 合約即到期。

 本人明白本 合約所訂明的條款與條件，於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取代或修訂本人的直銷商和國際保薦協議書及原居國產品訂購協議書的條款與條件。

 在受限於本 合約第 段的情況下，本人明白本 合約訂購的所有產品，均受如新香港 澳門的政策與程序內的退貨退款政策所約束。

 本人明白如新有權隨時於發給本人三十 天的事先通知後修改本 合約或終止本 合約。本人可發給如新書面通知反對該修訂, 如新於收到該通知後將終止本ARO合約。然而, 如果如新於發給本人修訂通知後

三十(30)天內並未收到本人的書面反對通知, 本人同意如新可視作本人已接受該修訂。

 如本 合約的條款與如新之政策與程序有任何抵觸，則以政策與程序為準。

 本 合約有中、英文兩個版本。若兩個版本有任何差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To pay for each monthly order under the ageLOC Me®  ARO Program, I authorize Nu Skin to establish an automatic credit card debit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I provided. 

Nu Skin will make no other charge to my designated payment account except those that I have authorized.

 I understand that products are sold at discounted price under the  ARO Program. In case of product refund pursuant to the refund policy under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 agree that Nu Skin shall use discounted price 

as the purchase price to calculate the refund amount.

 If I return any products from a qualifying purchase, I agree that I must repurchase products in order to remain qualified.

 I agree that Nu Skin may (i)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ARO Program at any time and for any reason; and (ii) suspend or terminate my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O Program under this ARO Agreement if: 

(A) the credit card or bank authorization provided by me expires, is cancelled or otherwise terminated or cannot be used to pay Nu Skin for whatever reasons, (B) Nu Skin cancels my order of products which are not collected by me 

or cannot be shipped to me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pursuant to paragraph I below, (C) I violate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RO Agreement or the “Contract” (as defined in the 

), or (D) Nu Skin International, Inc. terminates my distributorship.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Nu Skin to recoup all amounts of product discount I received under paragraph K below, I may terminate this ARO 

Agreement upon 30 days’ prior written notice to Nu Skin.

 

 I understand that if I do not wish this ARO Agreement to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under the same terms and conditions at its expiry date, I must notify Nu Skin in writing thirty (30) days prior to the expiry date of this ARO 

Agreement, otherwise, I shall be deemed to agree to renew the ARO Agreement on the sam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RO Agreement for eighteen (18) month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biting my credit card every mon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paragraph E of this ARO Agreement.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in the event that (i) I terminate this ARO Agreement before its expiry, or (ii) Nu Skin suspends or terminates my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O Program under this ARO Agreement pursuant 

to paragraph H above, Nu Skin may recoup all amounts of product discount I received under this ARO Agreement by debiting my distributor account or my credit card or otherw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