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導師
邁向成功四部曲



歡迎您！
這是屬於您的絕佳機會

歡迎加入 OPTAVIA 導師社群。恭喜您！ 
成為獨立 OPTAVIA 導師，意味著您已 
輕鬆邁出通往成功的一大步。 
 
加入 OPTAVIA 的一刻，您便加入了一個 
志同道合、互相扶持、不離不棄的社群。 
 
幫助他人的同時，您亦建立起一份不斷 
增長的事業，實現屬於自己的人生蛻變。
隨心而行，無意間，您所追求的卓越人生
已近在咫尺。

現在就是您事業起步的最佳時機。我們會
一直協助您。令您以簡單而有趣的方式，
快速邁向成功！

4 個步驟，輕鬆起步。

您的快速啟動分紅垂手可得！ 

記住，您的 HK$2,000 快速啟動 
分紅 (QSB) 正等著您來領取，而您只可在

成為獨立 OPTAVIA 導師的首 60 天內 
獲取此獎勵。 

試試在成為導師的首 4 個星期內賺取 
您的快速啟動分紅 (QSB)。

您的業務導師將助您一臂之力！



 

我想得到甚麼？

我想去哪裡？

我想幫助誰？

我的理想生活是怎樣的？

最佳健康和最佳生活對我而言代表著甚麼？

如果不會失敗，我想達成甚麼目標？

如果我無需顧慮時間或金錢，我的生活會有甚麼變化？* 

我會做出哪些改變？ 

簡單 4 步，邁向成功 

 馬上聯絡 

 認清您成為獨立 OPTAVIA 導師的動機。 

填寫以下「發掘自我」表格，了解成為 OPTAVIA 導師對您的重要性。

聯絡您的業務導師，分享您的業務目標。您可以在 OPTAVIA CONNECT 
(OPTAVIAConnect.com) 以及您的歡迎電郵中找到他們的聯絡方式。

發掘自我
透過以下問題，探索更多想法。不要有所保留！
寫下您能想到的一切。

*本收入示例不代表導師通過 OPTAVIA 獲得的平均收益；只有少數的導師可能達到在本次演講
中提及的收入範圍。OPTAVIA 不保證財務上的成功。與 OPTAVIA 的成功是成功的銷售力度的
成果，這需要努力、勤奮、技巧、毅力、能力和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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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學習 

 探索 OPTAVIA Learning Center 自學平台，確定您需要掌握的技能。

要瀏覽和探索 OPTAVIA Learning Center 自學平台，請登入 OPTAVIA 
CONNECT，打開「Learn」選單，然後點擊「OPTAVIA Learning Center」。註冊網上
帳戶後，您可深入自學平台探索，並按自己的進度觀看主題多樣的培訓課程影片，
學習用以裝備自己成為合資格 OPTAVIA 導師的影片內容。無需精通所有培訓課
程！

在 OPTAVIA Learning Center，您將透過由導師主導的互動虛擬培訓以及互動體
驗的形式，擴展您對各種導師技能的了解，例如進行健康評估、訂立您的故事內容
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您的生活手冊》。 

您亦可以在 OPTAVIA 自學平台上追蹤學習進度及獲取重要文件，以鞏固 
培訓課程及虛擬培訓中的知識要點。 

預留時間進行學習。令自己成為知識領袖，並為您的下一步行動作好準備。

 立即行動 
 想想您希望聯絡誰及會說甚麼，然後聯絡他們。建立您的首個 
  「 聯絡清單 」，並找出首 10 名準客戶。

姓名 電話 電郵  聯絡日期 備註

準客戶聯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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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上工具開始您的業務。想想您可以幫助哪位朋友！
花一點時間與您的業務導師一起檢視這份清單，他的意見可能讓您更成功。

根據您的故事和經驗，訂立您的談話要點。
• 您有興趣分享甚麼？
• 您的準客戶可能對甚麼感興趣？
• 在社交媒體上活用主題標籤 #OPTAVIAHK 和 #LifelongTransformation 分享屬於
您的 OPTAVIA 故事。記得在您的 OPTAVIA 個人網頁上分享您的故事及照片。* 

製作您的「聯絡清單」，為您的準客戶介紹 OPTAVIA 及「終生蛻變，始於健康 
小習慣™」的使命。您可以自己完成以上步驟，或在您的業務導師的協助下完成。

 歡迎您的首批客戶 

 協助您的客戶開啟屬於他們的 OPTAVIA 蛻變之旅。 

跟進您的準客戶，看看他們對計劃有沒有興趣。

如果他們已準備好學習達至終生蛻變的習慣，協助他們開始旅程，並完成 
第一張訂單！如果他們還沒準備好，請與他們保持聯絡，並把他們的資料加入 
您的「跟進名單」中。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興趣，感謝他們並請他們介紹可能對此感興趣的朋友給您。

*請諮詢您的 OPTAVIA 導師，了解如何符合規範地張貼前後對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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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運用 OPTAVIA 資源，實現您的事業蛻變：

OPTAVIA CONNECT
結集令您業務成功的各種工具。
透過 OPTAVIA.HK 或直接登入 OPTAVIAConnect.com。 

登入 OPTAVIA.HK 後，於頁面右上角揀選 OPTAVIA CONNECT。
 

OPTAVIA LEARNING CENTER
為您隨時隨地提供由導師指導的最新培訓課程。
新導師可以從入門級課程及「健康習慣轉型系統」課程開始培訓。
登入 COACHANSWERS-HK.OPTAVIA.COM，搜尋關鍵字「OPTAVIA Learning Center」，
即可獲取更多資訊。 您亦可登入 OPTAVIA CONNECT，然後選擇「Learn」以進入自學
平台。
 

您的 OPTAVIA 個人網頁
協助您與客戶建立緊密聯繫 – 他們可以在您的 OPTAVIA 個人網頁上註冊、 
下訂單並管理自己的帳戶。
登入 OPTAVIA CONNECT，揀選「管理我的網頁」( Manage My Site )，馬上自訂 
您的個人網頁！
 

OPTAVIA 營養諮詢團隊
我們的合資格營養師團隊可就計劃、產品和食譜方面協助您和您的客戶。 
客戶：請致電 800 931 717，或瀏覽「客戶百科」(ANSWERS-HK.OPTAVIA.COM)

導師：請瀏覽「 導師百科」(COACHANSWERS-HK.OPTAVIA.COM)

你已加入由數以千計志同道合的獨立 OPTAVIA 導師組成的社群， 
他們也和您一樣這樣開始。我們都在這裡準備幫助您，並迫不及待地
想見證您的成功。您的業務導師、OPTAVIA 團隊及其豐富資源都會 
協助您建立一個對您意義重大的人生。請記住，您的客戶正等待在 

您的幫助下，實現「終生蛻變，始於健康小習慣」的目標。 
開始激勵他們吧！

您的蛻變能鼓舞他人

https://www.optavia.com/hk/en/sign-in
https://optaviaconnect.com/login
https://coachanswers-hk.optavia.com/help/
https://optaviaconnect.com/login
https://optaviaconnect.com/login
https://answers-hk.optavia.com/help
https://coachanswers-hk.optavia.com/help


 
重要提示

您的成功，您的蛻變，正正能鼓勵您身邊的人。
登入 OPTAVIA CONNECT (OPTAVIAConnect.com)，緊貼業務動向。

獲得回報： 
註冊 OPTAVIA PAY，獲取您的每週客戶服務佣金。完成 OPTAVIA PAY 

帳戶登記資料之後，您的佣金才會累積在帳戶中 。

自訂您的業務資料 ： 
點擊「Manage My Site」，更新您的 OPTAVIA 網站資料並將您的導師編號

更改為您自選的名字，以方便分享。

保持聯絡：
我們會時刻相伴，助您成就更充實的人生。

您的業務導師也會為您提供寶貴支援。
如果您和您的客戶需要幫忙，請聯絡我們。

導師支援

加入我們的社群

如需了解更多最新消息、資訊及享受更多樂趣，請加入我們的 OPTAVIA 香港導師社群 – 
Agents of Transformation® Facebook 群組：
     facebook.com/groups/AOT.OPTAVIAHongKong

客戶支援

如果您的客戶有任何疑問，可與我們的客戶支援團隊聯絡。
電話：800 931 717（免費電話專線）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 1 時至晚上 9 時，星期六：上午 1 1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線上支援：您可透過發送電郵至 HKClientSupport@OPTAVIA.com 聯絡我們， 
                    或到「OPTAVIA 香港客戶百科」查閱常見問題。 

您的導師支援團隊特別為獨立 OPTAVIA 導師提供支援，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我們。
電話：800 931 717（免費電話專線）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 1 時至晚上 9 時，星期六：上午 1 1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線上支援：您可透過發送電郵至 HKCoachSupport@OPTAVIA.com 聯絡我們， 
                     或到「OPTAVIA 香港導師百科」查閱常見問題。

https://optaviaconnect.com/login
facebook.com/groups/AOT.OPTAVIAHongKong
mailto:HKClientSupport@OPTAVIA.com
https://answers-hk.optavia.com/help
mailto:HKCoachSupport@OPTAVIA.com
https://coachanswers-hk.optavia.com/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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