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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FUSION®政策及程序
有效的2017年11月6日

1.	 納入夥伴協議的政策及酬金計畫；修訂版	。
Thes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their present form and as amended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alk Fusion, Inc 
(hereafter “Talk Fusion” or the “Company”),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alk Fusion Agreement. Throughout 
these Policies, when the term “Agreement” is used, it collectively refers to the Talk Fusion Agreement,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the Talk Fusion Compensation Plan. 本公司保留自行決定修訂本協議的權
利。Amendments shall be effective 30 days after notice and publication of the amended provisions in the Back-
Office, but amended policies shall not apply retroactively to conduct that occurr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amendment. 夥伴可根據這些政策的第33條隨時取消自己的Talk Fusion業務。 

2.	 政策及規定可分割性。
如果本協議中任何規定的現有或修訂形式被認為無效或無法執行，則僅須將規定中的無效或不可執行的部分從本協議中分
割開，其餘部分仍保持有效。被分割的規定須得到修訂，以便符合法律並盡可能反映原規定的宗旨。夥伴針對Talk Fusion
的任何索賠或訴訟並不妨礙Talk Fusion執行本協議中任何條款或規定。

3.	 Talk	Fusion業務的期限與續期。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is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enrollment. Independent Associates (“Associate”) 
must renew their Agreement each year. 夥伴可隨時選擇取消自己的業務。如果不取消，則夥伴的業務將自動續期且續
期費用將從夥伴在本公司存檔的信用卡中扣除。每年續期費用在北達科他州是可選的。

4.	 獨立承包商關係。
夥伴是Talk Fusion的獨立承包商，而不是員工。在用於Talk Fusion業務用途的所有書面、圖形或數位資料中，夥伴必須將
自身表示為「Talk Fusion®獨立夥伴」。在與潛在夥伴和客戶的口頭對話中，夥伴同樣必須自我介紹為「Talk Fusion獨立
夥伴」。夥伴不得誤導任何人，使其認為他們是Talk Fusion的員工。

5.	 一般行為。
夥伴須維護和促進Talk Fusion及其產品的良好聲譽，且必須避免所有非法、欺騙性、誤導性、或不道德的行為或做法，且
其個人及職業行為須體現出高尚品德。夥伴不得從事任何可能損害本公司商譽或聲譽的行為。雖然不可能列出違背本政策
的所有不當行為，且夥伴依照本政策必須遵守的行為標準並不限於以下清單，但是以下標準明確適用於夥伴的活動：

•  由於您是在經營自己的業務，因此您有責任瞭解並遵守與業務相關的適用法律；

•  欺騙性行為是始終禁止的。夥伴必須確保其陳述是真實、公正、準確且非誤導性的；

•  如果夥伴的Talk Fusion業務因任何原因被取消，夥伴必須停止在發佈於所有社交媒體、網站或其他推廣資料的資訊
中使用Talk Fusion名稱、以及所有其他Talk Fusion智慧財產權及此類智慧財產權的所有衍生產品。

•  夥伴不得聲明或暗示任何州或聯邦政府官員或機構已核準或認可Talk Fusion或其計畫或產品。

•  夥伴不得在業務過程或個人生活中從事本公司認為可能損害本公司的聲譽或現場銷售人員所奉行之文化的任何非
法、欺詐性、欺騙性或操縱性行為。

6.	 社交媒體	。
除了滿足這些政策規定的所有要求之外，如果夥伴在開展自己的Talk Fusion業務時利用任何形式的社交媒體，包括但不限
於部落格、Facebook、Twitter、LinkedIn、YouTube或Pinterest，則夥伴須同意以下各項要求：

•  夥伴對自己製作的所有資料的內容以及發佈於任何社交媒體網站及自己所擁有、經營或控制的任何社交媒體網站上
的所有資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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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不得發佈以下任何社交媒體資訊或指向任何此類資訊或其他資料的連結：具有色情性、淫穢性、攻擊性、褻瀆
性、仇恨性、威脅性、有害性、誹謗性、中傷性、騷擾性或歧視性（無論是基於種族、民族、信仰、宗教、性別、
性取向、身體殘疾還是其他特徵）、赤裸裸的暴力及涉嫌非法行為的資訊，以及從事對任何個人、團體或實體的人
身攻擊、或者侵犯本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智慧財產權的資訊。

•  任何產品銷售或招募均不得使用或透過任何社交媒體網站進行。如需進行銷售或招募，社交媒體網站必須僅連結到
夥伴的Talk Fusion複製網站，Talk Fusion公司網站或Talk Fusion的官方社交媒體頁面。

•  每個夥伴均有責任遵守社交媒體網站的使用條款。

•  由夥伴直接或間接營運或控制的用於討論或推廣Talk Fusion產品或商機的任何社交媒體網站，不得連結到從事推廣
Talk Fusion以外的任何直銷公司的產品、服務或業務的任何網站、社交媒體網站、或任何其他性質的網站。

•  在本協議期限內及其後12個日曆月內，夥伴不得將正在或曾經討論或推廣Talk Fusion業務或產品的任何社交媒體網
站直接或間接用於為另一個直銷或網路營銷計畫（統稱「直銷」）招募Talk Fusion夥伴。除此規定之外，夥伴還不
得在任何社交媒體網站上從事任何可合理預見將招致其他夥伴對該夥伴的其他直銷業務活動產生質疑的行為。違反
此規定將構成對政策18中的禁止招攬規定的違反。

•  如果夥伴在任何社交媒體網站建立了業務頁面，以推廣或涉及Talk Fusion或其產品或商機，則該頁面不得推廣或宣
傳除Talk Fusion及其產品以外的任何其他網路營銷企業的產品或商機。如果夥伴的Talk Fusion業務因任何原因被取
消，或者如果夥伴變得不活躍，則該夥伴必須停用該頁面。

7.	 由夥伴建立的營銷方式、廣告和推廣資料（銷售工具）。
在推廣Talk Fusion的業務、產品或服務時，夥伴必須僅使用經Talk Fusion核準的銷售輔助工具、廣告、推廣資料和營銷方
式（統稱「銷售工具」）。These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in the Document Library of the Back-Office.

8.	 商標和版權。
「Talk Fusion」及本公司可能採用的其他名稱屬於Talk Fusion的專有商品名稱、商標和服務標記。本公司授予夥伴有限許
可，以便夥伴在夥伴協議生效期間在推廣媒體中使用本公司的商標和商品名稱。如果夥伴的協議因任何原因被取消，許可
即告過期且夥伴須立即停止使用本公司的商標和商品名稱。在任何情況下，夥伴均不得在任何電子郵件地址、網站網域名
稱、或者社交媒體別號、名稱或地址中使用Talk Fusion的任何商標或商品名稱。

Talk Fusion通常會舉辦各種直播和錄製的活動，以及網路會議和電話會議。本公司的高管、夥伴、賓客會出席此類活動並
講話。此類活動的內容屬於版權資料，歸本公司獨家所有。夥伴不得以任何理由錄製本公司活動，無論此類活動是現場直
播、網路研討會、電話會議，還是透過任何其他媒介舉辦的。

此外，本公司製作的銷售工具、視訊、音訊、播客和印刷資料也屬於擁有版權的資料。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核準，夥伴不
得複製任何此類資料並用於個人或業務用途。

9.	 夥伴網站。
夥伴不得建立自己的網站，以推廣自己的Talk Fusion業務或Talk Fusion的產品和服務。Talk Fusion官方提供的複製網站是
銷售Talk Fusion產品和招募Talk Fusion夥伴的唯一線上途徑。

10.	 零售網點。
為了支援本公司的直銷方式及保護獨立承包商關係，夥伴須同意自己將不在任何零售、批發、倉庫或折扣場所展示或銷售
Talk Fusion的產品或資料、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推廣Talk Fusion的商機或產品。儘管有上述規定，但夥伴可在專業展會上展
示或銷售Talk Fusion推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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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推薦人變更。 
夥伴可合法變更推薦人的唯一方式是：以書面形式自願取消自己的Talk Fusion業務並在六(6)個日曆月內保持不活躍。 
在經過六個日曆月的不活躍之後，之前的夥伴可透過新的推薦人重新申請。在取消之後，夥伴將失去對自己下線 
組織的所有權利。

12.	 索賠棄權。
 如果夥伴不恰當地變更了推薦人，則Talk Fusion保留對由夥伴在其第二線推薦中發展的下線組織的唯一且專屬的最終處置

權。對於Talk Fusion對由不恰當地變更了推薦人的夥伴發展的任何下線組織所作出的處置決定，夥伴放棄針對Talk Fusion
及其管理人員、董事、所有者、員工及代理商提出因該處置決定所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索賠。

13.	 產品聲稱。
 夥伴不得聲稱（包括但不限於證言）具有Talk Fusion官方資料或Talk Fusion官方網站上不包含的Talk Fusion產品功能。

14.	 收入聲明。
 夥伴必須始終公平坦誠地聲明Talk Fusion收入機會。夥伴不得對新加入的Talk Fusion獨立夥伴誇大收入潛力，且絕不得對

其聲明繼任者收入是有保證的。

15.	 收入披露聲明。
 在向潛在夥伴介紹Talk Fusion業務，或在任何情況下與潛在夥伴討論Talk Fusion收入機會時，進行介紹的夥伴必須向潛在

夥伴提供Talk Fusion的最新版收入披露聲明（「IDS」）。The ID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Back-Office. 如果夥
伴使用投影片或其它視覺化簡報向受眾介紹Talk Fusion業務，則其中一張投影片或其中一頁簡報必須包含現有的IDS，且
該投影片或簡報頁面上不得再包含任何其他圖形或文字。進行介紹的夥伴必須與受眾充分討論IDS。

16.	 酬金計畫和計畫聲稱。
 在介紹和討論Talk Fusion酬金計畫時，必須明確告知潛在夥伴：Talk Fusion的財務成功需要決心、努力和銷售技巧。另一

方面，您絕不得聲明無需努力即可成功。失實陳述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 這是一個全包式系統。
  • 系統將替您完成工作。
  • 您僅需加入，您的下線便將透過溢出效應而建立。
  • 您僅需加入，我就將為您建立下線。
  • 本公司替您完成一切工作。
  • 您不必銷售任何東西。
  • 您僅需每月購買產品即可。

 以上只是有關酬金計畫和本公司計畫的失實表述例子。您務必不要作出此類聲明或任何其他可能導致潛在夥伴誤以為無需
決心、努力和銷售技巧即可取得成功的聲明。

17.	 媒體垂詢。
 夥伴不得就有關Talk Fusion業務或產品的事宜與媒體進行互動。所有來自媒體，包括電台、電視、平面媒體、網路、或任

何其他媒介的垂詢，均須轉交給Talk Fusion的營銷部門。

18.	 禁止招攬。	
Talk Fusion夥伴可自由參加其他網路營銷計畫。但是，在本協議有效期內及此後一年內，除了夥伴個人推薦的下線夥伴以
外，夥伴不得直接或間接招募其他Talk Fusion夥伴參與任何其他網路營銷業務。「招募」是指直接或間接、實際或試圖推
薦、招攬、招募、鼓勵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試圖影響另一個Talk Fusion夥伴來加入或參與其他網路營銷機會。行為本身即構
成招募，即使夥伴的行為是為了回應另一個夥伴或客戶的垂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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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夥伴從事Talk Fusion以外的其他業務或網路營銷計畫，則該夥伴有責任確保自己的Talk Fusion業務的經營完全與其他
所有業務及/或網路營銷計畫分開。為此，該夥伴不得：

   •將Talk Fusion推廣資料、銷售輔助工具、或產品與任何Talk Fusion以外的推廣資料或銷售輔助工具、產品或服務
（Pinterest和類似社交媒體網站不受此政策限制）一起展示或在同一地點展示。

  •  將Talk Fusion的商機、產品或服務與Talk Fusion以外的任何計畫、商機或產品一 
起提供給潛在或現有的客戶或夥伴。

  •  在與Talk Fusion相關的任何會議、研討會、網路會議、電話會議、或其他活動上，提供、討論或展示Talk Fusion以
外的任何產品、服務或商機。

 
 Talk Fusion和夥伴同意：任何違反本政策的行為均將給Talk Fusion造成無法彌補的、沒有充分法律救濟的損害，且對Talk 

Fusion造成的損害將超過對夥伴造成的潛在損害，因此Talk Fusion有權獲得緊急和永久性禁令救濟，以防止再次發生違反
本政策的行為。

19.	 交叉擔。
 實際或意圖的交叉擔保是嚴格禁止的。 “交叉擔保”定義為對一個人或實體的招募，而此個人或實體已經是在話說融合

登記在冊的現時客戶或已與話說融合簽署過聯營協議，或者在過去的六個月之內，在不同的擔保線路上，曾有過這樣的協
議。為繞過這個政策去使用配偶或親屬的姓名、商品名稱、公司別名、假名、公司、合夥企業、信託、聯邦身份證號碼、
或是虛構的身份證號碼是嚴格禁止的。聯營者不得貶低、詆毀其他話說融合聯營者或損壞其名譽，以圖誘使另一聯營者加
入第一個聯營者的營銷組織。這一政策並不禁止根據第34條的規定而進行的話說融合業務的轉讓。

 如果交叉擔保被發現，應立即提交給公司以獲對其之關注。話說融合可能會對改變組織的聯營者，和/_或鼓勵或參與交叉
擔保的聯營者，進行紀律處分。如話說融合認為公平可行，也可能將所有或部分違規聯營者的下線調撥給他或她原來的下
線組織。不過，話說融合沒有義務調撥參與交叉擔保的聯營者的下線組織，而對該組織的最終處置權仍然由話說融合單方
面保留。聯營者放棄針對話說融合的，由於對該參與交叉擔保的聯營者的下線所採取的處置而引起的，或與之相關聯的，
所有索賠和訴訟。

20.	 處理個人資訊。	
如果收到來自或關於潛在夥伴或客戶的個人資訊，您有責任維護其安全性。一旦不再需要他人的個人資訊，您應粉碎或不
可逆轉地刪除。個人資訊是指識別個人身份或讓人能夠聯絡個人的資訊。它包括客戶、潛在客戶、夥伴和潛在夥伴的姓
名、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信用卡資訊、社會安全號碼或稅務識別號以及與這些詳細資訊相關的其他資訊。

21.	 機密資訊。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the identities, contact information, and/or sales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alk Fusion’s Associates and/or Customers: (a) that is contained in or derived from any 
Back-Office; (b) that is derived from any reports issued by Talk Fusion to Associates to assist them in operating and 
managing their Talk Fusion business; and/or (c) to which an Associate would not have access or would not have 
acquired but for his/her affiliation with Talk Fusion. 機密資訊不得直接或間接地披露給任何第三方，也不得用於除了以下
用途之外的任何其他用途：夥伴用於打造和管理自己的獨立Talk Fusion業務。

 任何違反此政策的行為均將給Talk Fusion造成無法彌補的、沒有充分法律救濟的損害。雙方進一步同意：如果本公司獲得
禁令救濟，對Talk Fusion造成的損害將超過對夥伴造成的潛在損害。因此Talk Fusion有權獲得緊急和永久性的公平禁令救
濟，以防止再次發生違反本政策的行為。

22.	 產品庫存與獎勵購買。	
夥伴不得將Talk Fusion的產品庫存以用於轉售。在購買後，客戶可在網路網際上獲取產品。此外，嚴禁獎金購買。獎金購
買是指並非出於真正的轉售或使用目的，透過任何機制或手段以獲得提升或保持層級、獎勵，獎品、佣金或獎金的資格，
而不是由最終使用者消費者出於實際使用目的導致的真正的產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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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聯方及家庭成員的行動。
 「業務實體」是指擁有或經營Talk Fusion獨立業務的任何公司、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信託機構或其他實體。「關聯

方」是指對業務實體擁有所有權利益或負有管理責任的任何個人、合夥企業、信託機構、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實體。

 業務實體與各關聯方均須遵守本協議。如果業務實體及/或任何關聯方違反了本協議，Talk Fusion可能給予業務實體及/或
任何關聯方紀律懲戒。此外，如果夥伴的家人違反了本協議，則該家人的行為可能被歸咎於該夥伴。

24.	 負面評論。	
有關Talk Fusion的投訴和疑慮應直接轉交客戶服務部。夥伴不得向第三方或其他夥伴詆毀、貶低、或批評Talk Fusion或其所
有者、管理人員、董事、管理層或員工，其他Talk Fusion夥伴、或營銷和酬金計畫。任何夥伴與Talk Fusion之間的爭端和分
歧均應透過爭端解決流程加以解決，本公司及夥伴明確同意：不在網路網際或其他公共論壇上互相貶低、詆毀或批評。

25.	 獎金和佣金的調整。
 如果適用的退貨、回購、以及適用於產品銷售的退款期限已全部到期，即可完全賺得產品銷售所產生的酬金。如果產品退

貨給Talk Fusion或由本公司回購或發生退款，則本公司將收回與退貨或回購相關的酬金。未獲的酬金將在發生退款的當月
及此後每個付款期扣除，直至從因該退款產品的銷售而獲得獎金和佣金的上線夥伴處收回佣金。

 Talk Fusion的酬金計畫向獨立夥伴支付高達本公司總銷量60%的佣金和獎金。如果任何報酬計算導致總報酬超過銷量的
60%，團隊獎金將按比例調整，以便總報酬（所有獎金和佣金）上限不超過銷量的60%。

 Talk Fusion保留其認為必要時取消或減少任何夥伴酬金的權利，以遵守任何扣押令或要求Talk Fusion保留、扣留、或將此
類酬金轉給第三方的法院命令。

26.	 夥伴在本協議取消或終止後退還商品和銷售輔助工具。
 夥伴的本協議取消或終止後，夥伴可退還取消之日前12個月內個人從Talk Fusion購買的有形產品和銷售工具（一年期限不

適用於馬里蘭州、麻塞諸塞州、懷俄明州及波多黎各的居民），只要商品處於目前可銷售狀態。一旦本公司收到退還的商
品並確認它們處於目前可銷售狀態後，夥伴就將獲得原購買價90%的退款。運費和手續費將不予退還。如果是透過信用卡
購買的，退款將退回到購買時所使用的帳戶。如果未開封、未使用且包裝和標籤未更改或損壞，商品就處於「目前可銷售
狀態」。如果商品在銷售時明確標識為不可退、清倉處理、已停產、或為季節性的商品，或者已超過商業上合理的可用或
保質期，則不處於目前可銷售狀態。商品必須在取消/終止之日起30日內退還。後端辦公室和複製網站的費用不可退還，
相關州法律另有規定的不在此限。

27.	 訂單取消。
 聯邦和州法律規定夥伴必須告知其零售客戶有10個工作日的退款期（阿拉斯加居民亦包含在內－通常他們的期限為5個工

作日；65歲及以上的北達科他州居民則有15個工作日）內取消最初購買並在歸還基本上完好無損的產品後獲得全額退款。
夥伴須口頭告知客戶這一權利。

28.	 蒙大拿州居民。
 蒙大拿州居民可在自招募之日起15日內取消夥伴協議，並可在上述期限內退還從本公司購買的夥伴套件及任何銷售工具和

產品以獲得全額退款。

29.	 紀律懲戒。	
違反本協議的行為、任何非法、欺詐性、欺騙性或不道德的商業行為、或夥伴的任何讓本公司合理地認為可能損害本公司
聲譽或商譽的行為或不作為，將可能導致本公司暫停或終止夥伴的Talk Fusion業務、及/或採取任何其他Talk Fusion認為適
合處理不當行為的紀律懲戒。在Talk Fusion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本公司可能提起法律訴訟以尋求金錢及/或公平救濟。

30.	 賠償。	
夥伴同意向Talk Fusion賠償因夥伴的任何非法、欺詐性、欺騙性、疏忽性、不道德、或違反本協議的行為或不作為所產
生或涉及的所有成本、費用、消費者補償、罰款、處罰、損害賠償、結算或任何其他性質的款項。Talk Fusion可能選擇代
扣夥伴應得的任何酬金來行使獲得賠償的權利。這種抵銷權利不應構成Talk Fusion根據其獲得賠償的權利收回或回收Talk 
Fusion應得資金的專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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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取消的影響。
如果業務因任何原因被取消，夥伴將失去所有夥伴的權利、好處和特權。這包括作為獨立Talk Fusion夥伴銷售Talk Fusion
的產品和服務的權利，以及收到因自己的銷售、以及夥伴及其之前下線銷售組織的銷售和其他活動所產生的佣金、獎金或
其他收入的權利。如果夥伴的業務被取消，夥伴套件費用或續期費用將不可退還，既不全額退款，亦不部分退款。

32.	 自願取消。
參與此網路營銷計畫的參與者有權以任何理由隨時取消。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址提交取消請求，或者
透過後端辦公室取消業務。The written notice must include the Associate’s signature, printed name, address, and 
Talk Fusion I.D. Number. 如果夥伴同時也是產品訂戶，則夥伴的產品訂閱將繼續，除非夥伴也明確要求取消訂閱。夥伴也
可透過不在每年的週年日續簽本協議以及以電子方式撤銷對合同的同意，來自願取消Talk Fusion業務。

如果任何獨立夥伴或客戶對最初購買的產品套裝不滿意，Talk Fusion提供自購買之日起十（10）日內100%退款保證（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Please note that annual renewal fees, Product Package upgrades, wire transfer fees and 
sales and service taxes are non-refundable. 以購買價格退貨構成購買者的自願取消申請。所有退款均將在您收到取消
確認之日起的7個工作日內處理。

33.	 因不活躍而取消。
如果夥伴未能連續6個月賺取佣金，則其夥伴協議及Talk Fusion業務將因不活躍而被取消。如果夥伴同時也訂閱了本公司
的產品，夥伴的每月訂閱將繼續，除非夥伴也明確要求取消訂閱。之前的夥伴將被歸類為零售客戶。如果之前的夥伴希望
重新加入成為夥伴，則必須重新提交申請且將位於二元樹的底部。請注意：已預付每月計畫最少1年的夥伴在預付期內將
不會被重新歸類為「客戶」。

34.	 業務轉讓。
如果信譽良好的夥伴希望出售或轉讓其業務，必須事先獲得Talk Fusion的書面核準。業務轉讓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給
support@talkfusion.com。Talk Fusion將酌情決定是否允許出售或轉讓業務，但不得無理拒絕給予此類核準。但是，任何
受到察看處分、暫停或紀律調查的業務均不得轉讓，除非及直至懲戒問題得到解決。在將業務轉讓給第三方之前，夥伴必
須向Talk Fusion提供在與第三方所協商的同等條件下優先購買業務的權利。本公司有10天期限可行使優先購買權。

35.	 夥伴死亡後的轉讓。
夥伴可將業務遺贈給其繼承人。由於Talk Fusion無法將佣金分割給多個受益人或者受讓者，因此受益人或受讓人必須成
立一個業務實體（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合夥企業等），Talk Fusion將把業務轉讓給該業務實體並向其發放佣金。如
果透過遺囑證書進行業務轉讓，業務受益人必須向Talk Fusion提供經過認證的遺囑執行人授權證書和遺產受託人書面指
示、或指示如何處置業務的法院命令。The beneficiary must also execute and submit to the Company a Talk Fusion 
Agreement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business is transferred by the estate to the beneficiary or 
the business will be cancelled.

36.	 離婚後業務分配。
Talk Fusion無法在多方之間分割佣金或下線組織。因此，任何離婚和解或離婚判令均須將業務全部授予其中一方。根據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和解協議或法院判令獲得業務的前配偶將被Talk Fusion確認為業務的所有者。The former spouse who
receives the Talk Fusion business must also execute and submit a Talk Fusion Agreement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vorce becomes final or the business will be cancelled.

37.	 業務實體的解散。
Talk Fusion無法在多方之間分割佣金或下線組織。因此，如果營運Talk Fusion業務的業務實體解散，業務實體的所有
者必須告知本公司業務接收者的身份。Talk Fusion業務必須授予之前已被本公司確認為業務實體所有者的單個個人或
實體，本公司無法在多方之間分割業務或單獨發放佣金。如果業務實體希望出售或轉讓其Talk Fusion業務，必須依照
政策34行事。In addition, the recipient of the Talk Fusion business must also execute and submit a Talk Fusion 
Agreement to the Company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usiness entity or the Talk 
Fusion business will be cancelled.

mailto:support@talkfu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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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誘導夥伴違反政策。
 夥伴不得以任何方式誘導、鼓勵或協助另一夥伴違反本協議。

39.	 報告錯誤或偏差。
 如果夥伴認為由於自己的酬金金額或者下線組織的結構或組成存在錯誤或偏差，或者本公司犯了任何其他錯誤而影響了自

己的收入，則該夥伴有責任在發生錯誤之日起60日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本公司。雖然Talk Fusion將盡力糾正錯誤，但是對於
在發生錯誤之日起60日後才報告的錯誤，本公司概不負責糾正錯誤、進行更改、或提供財務補償。

40.	 國際活動。
 夥伴不得在任何國際市場上銷售Talk Fusion產品，或在本公司還未宣佈正式開始營業的任何外國從事任何 

性質的業務活動。

41.	 爭議解決。
 下面解決爭議的綜合方式適用於夥伴與本公司之間的所有爭議：
  a.			保密調解。除這些政策中所提及的例外，在對本協議或Talk Fusion業務所產生或涉及的糾紛提起訴訟之前，雙方應

先嘗試善意地透過不具約束力的保密調解來解決爭議。必須指定一位雙方均能接受的個人為調解人。在申訴方向另
一方提出書面調解請求之日起30日內，如果雙方無法就指定調解人達成一致，則申訴方必須請求美國仲裁協會（
「AAA」）指定一位調解人。調解必須在申訴方向另一方提交書面調解請求之日起90日內進行。調解人的費用和
成本以及開展調解的費用，必須由雙方共同負擔。雙方必須在調解之日的至少10日前支付預計需共同負擔費用中各
自負擔的金額。雙方須各自支付律師費等費用以及與開展和參加調解相關的其他個人費用。對於金額達15,000美元
或以上的索賠，雙方及調解人必須親自前往佛羅里達州布蘭登的同一地點開展調解，且調解不得持續超過2個工作
日，除非雙方另有約定。金額在15,000美元以下的索賠可透過電話進行，但是如果雙方同意也可親自當面進行，且
調解不得持續超過1個工作日，除非雙方另有約定。對於任何金額在15,000美元以下的索賠，任何一方均不得聘請
律師參與調解。但是，如果一方本身就是律師，則另一方有權聘請律師參與調解。

 	 b.		保密仲裁。除非本協議另有規定，否則如果索賠無法透過調解解決，則本協議、其違約、或Talk Fusion業務所產生
或涉及的任何金額為15,000美元或以上的爭議或索賠均須透過有約束力的保密仲裁加以解決。雙方放棄由陪審團或
任何法院審理的權利。根據美國仲裁協會的商業仲裁規則和調解程序（可在美國仲裁協會的網站www.adr.org上
查看），仲裁必須提交給美國仲裁協會並由其執行。美國仲裁協會的商業仲裁規則和調解程序的副本也將根據Talk 
Fusion客戶服務部門的要求用電子郵件傳送給夥伴。儘管有美國仲裁協會的規則，但是除非雙方另有約定，否則以
下條款適用於所有仲裁：

   • 聯邦證據規則應適用於所有情況；
   • 雙方有權獲得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所允許的所有發現權；
   •   雙方有權根據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中的規則12及/或規則56向法院提出動議；
   •  聯邦仲裁法必須管轄有關仲裁的所有事項，包括本仲裁條款的可執行性。在不考慮法律衝突原則的情況

下，佛羅里達州的法律須管轄本協議及Talk Fusion業務所產生或涉及的所有其他事項；
   •  仲裁聽證必須在指定仲裁人之日起365日內進行，且不得持續超過5個工作日；
   • 雙方必須獲得相同的時間來陳述各自的案情。

	 	所有仲裁程序均須在由雙方選定的地點舉行。如果雙方不能就合適的地點達成一致，則仲裁地點將定為仲裁被訴人的居
住地（如果是個人）或主要營業地點（如果是業務實體）。雙方可選定一位雙方均同意的仲裁人。如果雙方在提出仲裁
之日起60日內未就選定仲裁員達成一致，申訴人必須請求美國仲裁協會指定一位仲裁人。仲裁雙方必須各自負擔相關仲
裁費用，包括律師費及申請費。仲裁人的裁決是最終裁決並對雙方具有約束力，而且如有必要，可限於由對任何一方擁
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判決。此仲裁協議須在本協議取消或終止後存續。

  雙方、各自的代理和律師、以及仲裁人必須對仲裁程序保密，不得將以下資訊披露給任何第三方：
   •爭議或申訴的主旨、基本事實或依據；

www.ad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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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和解提議、和解討論或與爭議相關的提議的主旨或內容；
   • 在任何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辯護、任何辯護的內容、及辯護的證據；
   • 在仲裁聽證中提出或透過仲裁發現獲得的任何證詞或其他證據的內容；
   • 仲裁裁決的條款或金額；
   • 仲裁人對有關案件的程序性及/或實質性問題的裁決。
 
  c.		違反保密義務的違約金。 如果一方違反了調解或仲裁政策中規定的保密義務，非違約方將遭受難以計算的重大聲

譽和商譽損害。因此，如果一方、其律師或代理違反了本政策的保密規定，非違約方有權獲得每次25,000美元的違
約金。對各指控、辯護、申訴的每次披露或其他被禁止的披露，均構成單獨一次違約。雙方同意：該違約金金額是
合理的，並放棄所有以其構成罰金為由的申訴和抗辯。本爭議解決政策的保密義務不得限制一方或其顧問採取以下
行動：善意地與個人討論申訴以確定該個人是否是證人，及必要時向證人徵求相關證詞；或者必要時討論或出示文
件或其他證據，以讓證人為作證做好準備，或確定證人對與案件相關的事實的瞭解程度。但是，任一方均不得允許
已知或潛在證人保留任何相關的文件、證據、辯護的副本。

 
	 	 d.	爭議不受仲裁或調解
   •  公平救濟。儘管有上述仲裁協議，本協議的任何內容均不得阻止任一方向法院申請或從法院取得臨時限制

令、初步或永久禁令、或其他公平救濟，以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智慧財產權、商業秘密及/或機密資訊，包括
但不限於其執行本協議的禁止招攬規定中的權利。

   •  金額在15,000美元以下的損害索賠。金額在15,000美元以下的損害索賠不受本協議的仲裁規定管轄（但須
符合調解、司法管轄權和裁決地點等要求）。金額在15,000美元以下的損害索賠的勝訴方有權要求對方支
付合理的律師費和訴訟費用。

   •  小額索賠。夥伴可以在小額索賠法庭針對他/她所在司法管轄區的小額索賠法庭的管轄範圍之內的爭議或索
賠尋求補救，而不必進行調解或仲裁程序，只要他/她所提起的小索賠訴訟是待解決爭議的唯一解決途徑。

   •			仲裁裁決的執行。一方可向法院申請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強制執行。雙方同意接受佛羅里達州希爾斯伯勒縣
或佛羅里達州中部地區美國地區法院坦帕分院的專屬管轄權並以其為仲裁地，以強制執行仲裁裁決。如果
為執行仲裁裁決而提起訴訟，則訴訟勝訴方有權要求對方支付合理的律師費和訴訟費用。

	 	 e.		集體訴訟放棄。本協議或Talk Fusion業務所產生或涉及的所有爭議均須單獨提交和進行。雙方放棄對另一方及/或其
所有者、管理人員、董事和代理提起任何集體或合併仲裁或訴訟的權利。

   f.	違約金。雙方同意：因錯誤終止夥伴的協議及/或獨立業務而產生或涉及的損害極其難以確定。因此，雙方規定：如
果夥伴的協議的非自願終止及/或獨立業務損失得到證實並根據任何法律理論被認為是錯誤的，則違約金將成為夥伴
的唯一補救措施，且違約金的計算方式如下：

   •  For Associates up to the Commission Rank of Double Diamond liquidated damages shall be 
in the amount of his/her gross compensation that he/she earned pursuant to Talk Fusion’s 
Compensation Plan in the twelve (12) month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termination.

    •對於佣金層級為三鑽石到總統藍鑽的夥伴，違約金為該夥伴根據Talk Fusion酬金計畫在終止前十八(18)個月
內賺取的總酬金。

    • 對於佣金層級為大使藍鑽到帝國藍鑽的夥伴，違約金為該夥伴根據Talk Fusion酬金計畫在終止前二十四(24)
個月內賺取的總酬金。 總酬金包括該夥伴根據Talk Fusion酬金計畫賺取的佣金和獎金，以及銷售Talk Fusion
商品賺取的零售利潤。但是，零售利潤必須透過向本公司提供真實且準確的零售收據來證實，這些收據由夥
伴在銷售時向客戶提供，且填寫充分、正確。雙方同意，上述違約金清單是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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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的「佣金」層級是指等級或頭銜，用於表明夥伴實際上有資格根據Talk Fusion酬金計畫在支付期內賺取酬金。在本政
策中，用於確定夥伴佣金層級的相關支付期是指夥伴的業務被暫停或終止（以先發生者為准）時所在的支付期。「佣金」
層級不同於「表彰層級」，後者是夥伴根據Talk Fusion酬金計畫獲得付款的最高頭銜或等級。

    g.	放棄損害索賠。在本協議所產生或涉及的任何訴訟中，雙方均放棄對意外及/或間接損害的所有索賠，即使對方已
被事先告知此類損害的可能性。雙方進一步放棄對懲戒性和懲罰性損害的所有索賠。

   h.	管轄法律、司法管轄權和裁決地點。對於本協議或雙方之間的業務關係所產生或涉及的不受仲裁管轄的爭議，其司
法管轄權和裁決地點應專屬於佛羅里達州希爾斯伯勒縣或佛羅里達中部地區美國地區法院（坦帕分院）。任何向法院
提起的訴訟均由佛羅里達州法律管轄。

  i.		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儘管有上述規定和上述仲裁規定，但路易斯安那州居民有權在當地法院提起訴訟並接受路易斯
安那州法律的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