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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其實簡單直接而又妙趣橫生！

有很多方法可以助你到達山峰之巔，讓你建立自己夢寐以求的事業。

而你要做的就是尋找適合自己的方法！

這個指南只是給你一個成功方向的指引。你或許會發現指南中某些東西讓你受益匪淺，發現一些更適用於
自己的方法，或是領導或推薦人給予的建議。你需要把這些東西融會貫通，找出那些對你來說有用部分，
畢竟每個人的方法都有所不同。

請聯絡你的推薦人和其他領導，讓他們協助你一起創業，因為他們無疑地會有很多技巧和訣竅可以與你分
享。

這本簡單易懂的成功指南主要是讓你在最初的90天裡，有一個好的開始，並開始實現你在LifeWave的目
標。其中一個重要的動作就是試用LifeWave的各類產品，使自己成為我們產品的代言，與他人分享您自身
的體驗。相信LifeWave的科技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學習指南中建議的做法，同時參考他人的建議…就此開始你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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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LifeWave為你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機會，讓你擁有夢寐以求的生活。想像一下，你將有機會按照自己喜歡的
生活方式投入工作——你的工作不再是朝九晚五，再也不用受到早上7點堵車的困擾。相反，你將有機會與
志同道合的人攜手共進，共創美好生活。

在LifeWave，你可以擁有一切！但在你達到目標之前，你需要動身啟程。本指南為你提供了一個方向，助你
實現事業目標，不管你的目標是提升現有收入，還是成為一個全職網路行銷人員，這成功指南都將為實現
這些目標提供正確的方向。

請將這本指南作為今後90天的重要參考。它將在這段期間提供給你許多幫助。請將它隨身攜帶，因為當目
標就在眼前時，你更有可能成功。今天就在《LifeWave成功指南》的引導下，開始創造你的理想生活。

讓我們就此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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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便可以開始創業了。請按照步驟10-20建立一個成功的團隊。

在開始第一個三方通話或會議之前，你需要完成步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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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熟悉輔銷工具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輔銷工具。要想成功，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你需要熟悉www.lifewave.com和後台。一定要下載我們的「Back Office Basics」電子書，這樣你就知道
如何下單、如何加入新會員、在哪裡找到我們的行銷資源等等。

開始兩個星期，你的主要任務就是了解LifeWave，確保自己盡可能地知道所有你可能被問到的問題。

步驟2-下載應用程式
我們有一個完全免費的應用程式供給會員使用和分享。這個應用程式對於新舊會員來說都是一個強大的
業務發展工具，同時它也是完美的移動資源，無論你身在何處，都觸手可及。

當你和團隊分享LifeWave的經驗時，LifeWave公司的這一
應用程式會使學習變得容易。

要下載這一應用程式，只需在應用程式商店中搜尋
「LifeWave Corporate」。

• 下載

• 瞭解相關資訊

• 觀看影片

• 練習

它有多個語言版本，因此無論您身處哪個國家，它都適用於
你和你的團隊。

步驟3-註冊
LifeWave旨在不斷教育我們的會員，確保你們隨時掌握我
們產品和促銷活動的最新資訊。我們將透過每週及每月的
電子郵件通訊、行動管理APP、產品培訓網路研討會或公
司活動等形式做到這一點。

註冊即時訊息

我們每月透過Splash給會員傳送最新訊息。透過最新訊息，您將瞭解LifeWave最新新聞，
知道即將推出的促銷活動，並獲得有關我們產品的更多資訊。

我們將每週傳送電子郵件告知你最新的促銷活動、最新的臨床研究動態以及一切您需要的
LifeWave相關的業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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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收到我們的電子郵件，請遵照以下步驟： 

• 登入你的後台。

• 按上方選單中的「資源」。

• 在「資源」選單（位於左側）中，按「會員電子郵件列表」。

• 選擇你想要註冊的相關列表（請選擇適用於您的國家/語言）。

• 輸入你的「名字、姓氏和電子信箱」，然後按一下「註冊」。

報名參加網路研討會

LifeWave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David Schmidt每月都會舉辦一系列產品培訓網路研討
會。每個月，David都會向會員介紹最新的LifeWave科技最新情況，並回答您對產品提出
的任何問題。

我們的網路研討會是別具一格的，在網路研討會上，你將有機會向發明者諮詢自己想知道
的一切技術問題。我們也不時舉辦業務發展網路研討會培訓，該研討會的主題是如何擴
大您的團隊。

你可以在www.lifewave.com的活動行事曆中找到我們網路研討會的日期

• 若想了解即將舉行的網路研討會，請看我們的活動行事曆

• 若想找活動行事曆，有兩個途徑

• 進入後台，按上方選單中的「活動」

• 進入www.lifewave.com的頁尾部分，按活動行事曆。

• 進入活動行事曆後，選擇「公司網路研討會」

• 在這裡，你將看到即將舉行的公司網路研討會的列表。

• 若要登記參加，請按一下想要參加的網路研討會，然後按一下「立即參加」。

• 系統會提示你輸入電子郵箱地址和姓名。

• 輸入後，你將收到一封確認電子郵件。

• 你將在網路研討會開始前一週以及前一天收到即將舉行的網路研討會的提醒郵
件。

• 按一下提醒郵件中的連結，在指定時間登入到網路研討會。

• 產品培訓網路研討會每月都會舉行一次，研討會的錄影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上找到。

注意：並非所有的網路研討會錄影都會提供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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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司活動  

我們很多會員都會定期和自己的團隊成員召開會議，所以一定要問你的推薦人，當地是
否有你可以參加的相關會議。LifeWave公司會為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會員舉辦公司年
會。LifeWave的企業活動為各位會員提供了極佳的交流機會，在活動中你可以瞭解我們新
產品發佈的消息，並與品牌背後的企業團隊會面。

我們會定期在社交媒體和splash及時訊息上發佈即將舉辦的活動。我們的活動十分熱門，所以當您看到即
將舉行的公司活動開始售票時時，要儘快購買門票。

如果您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寄電子郵件至events@lifewave.com。

步驟4-確定你的潛在客戶
要想讓你的事業走向成功，你需要將LifeWave產品分享給盡可能多的人。但你要從何開始呢？確定你的潛
在客戶就是你的首要任務之一。

你知道哪些人希望自己更加健康，擁有更多自由，或者渴望
更多的錢嗎？

你可以根據以下列表，你的朋友、鄰居、工作上會接觸的人
以及任何你想與他們分享LifeWave產品的人都列入清單，
從而開啟您的事業。

把這份清單放在辦公桌旁或包裡，以便你記得和你關心的
人分享這個不可思議的機會。 

你如何知道哪些人：…

• 有健康意識

• 對天然保健品感興趣

• 正在遭受健康困擾

• 需要更多能量

• 厭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

• 懂得自我激勵

• 值得更好的生活

• 喜歡挑戰

• 定期鍛鍊

• 正在從傷病中恢復

• 是天然健康行業從業者

• 是按摩治療師

瀏覽一下上面這個列表，寫下你能想到的符合這個列表條件的所有人的名字。這樣你已經有了你的第一份
專業清單。清單一旦完成，那麼開始下一步工作就輕而易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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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使你的溝通達到完美
如果您使用其他方法來搭配使用我們的連絡人管理應用程式LifeWave InTouch，不論你十分健談還是十
分擅長打字，你都需要透過反覆試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理想情況下，最好是既健談又擅長打字，但
在你做到之前，需要大量的學習。

電子郵件是一個強大的行銷工具，可以讓你與潛在的LifeWave會員以及你的團隊保持聯絡。在分享Life-
Wave時，剛開始總是不知道要怎麼說，因此，我們為您提供了一些示例範本，幫助新會員透過簡訊、電話、
電子郵件或社交媒體發展自己的業務。你當然也可以從你的推薦人和領導獲取經驗。

電子郵件1：在初次交談或會議之後 
時機：非正式談話或初次LifeWave會議之後。

傳送時間：第一次對話後1-2天。

--------------------

主題：LifeWave跟進

電子郵件本文

您好[收件者]，

我希望您最近一切順利。我想跟進我們在[日期/時間]對LifeWave的討論。您還記得我提到的影片嗎？這是了解
這項科技好方法，你可以按以下這個連結觀賞：https://youtu.be/TYCnIp_vy8I。

您看了影片後請告知我。若您有任何問題，我也很樂意與您探討。

謝謝，期待很快可以與你進一步討論！

謹致問候，

[姓名]

[會員編號]

[LifeWave.com/網址名稱]

電子郵件1.2 

傳送時間：第一封跟進郵件傳送後1-2天

--------------------

主題：我驚人的Alavida效果|您不試試嗎？

電子郵件本文

 

您好[收件者]，

我的上一封附有LifeWave影片連結的郵件您收到了嗎？如果沒有（只是作為提醒），請按一下此處觀賞
（https://youtu.be/TYCnIp_vy8I）。

我已經使用X39貼片[X天/週]了，它的效果真的讓我驚訝。[說明你的效果]

如果您有興趣試試X39貼片，請告訴我，我可以送你樣品試試效果。這些貼片不含任何藥物和化學藥品，但效果
卻如此驚人，真是太棒了！這裡對該貼片效果的原理做了細緻易懂的說明：https://youtu.be/l7xfbk8o-Q。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者您有意試試該貼片產品，請告知。

謹致問候

[姓名]

會員編號]

[LifeWave.com/網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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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打給你認識的人
LifeWave會員：

您好（姓名），我是（你的名字），您現在方便嗎？
潛在客戶：

您好（你的名字），請說。
LifeWave會員：

前幾天我想到你的時候，發現一些我認為你可能感興趣的事情。有一款新產品，它可以激活體內胜肽。
潛在客戶：

聽起來很有意思，說來聽聽。
LifeWave會員：

我知道你對健康方面十分感興趣，而這款產品吸引我的是，它使用的新技術，可以利用光讓身體回到更年輕的
狀態。

潛在客戶：
我第一次聽說這樣的科技，它的原理是甚麼呢？

LifeWave會員：
我寄給你一個影片連結，裡面有具體介紹。我過去一個月一直在使用這款產品，讓我震驚的是（描述自己的體
驗），例如它讓我更加精力充沛，讓我睡得更好，我甚至注意到我的一些改變；太難以置信了！

潛在客戶：
哇，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試試了！感謝你的的介紹！

LifeWave會員：
不客氣！我現在就把連結和相關資訊發給你。很高興和你交談，我希望你一切如意。

潛在客戶：
謝謝，也祝你一切如意。

面談：與陌生人的隨意交談
LifeWave會員：

我注意到你在看我貼的這個貼片。事實上，這個貼片使用了一種全新技術，可以激活體內胜肽；不知道你之前
是否聽過類似的科技？

潛在客戶：
是的，我確實注意到這個貼片，但我之前從沒聽說過有這種科技。

LifeWave會員：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這個貼片產品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的，我覺得聽上去很有意思，所以我決定試試。

潛在客戶：
那它具體有哪些功效？

LifeWave會員：
它的功效真不小。（提供你自己的使用體驗）例如：剛開始感覺白天更加精力充沛，晚上睡眠更好。使用3週左
右，發現身體感覺很大的不同，真的是太神奇了。

潛在客戶：
哇，聽起來太不可思議。它的原理是甚麼呢？

LifeWave會員：
我問了我的朋友同樣的問題，他給我發了一個網站的連結。那裡有一段影片，裡面解釋得比我好。我把它發給
你：www.LifeWave.com/myname

潛在客戶：
好的，謝謝，我去看看。

LifeWave會員：
這家公司有時會打折，我看能不能給你一個，讓你試試。你有名片嗎？

潛在客戶：
有的，給你。

簡訊1：傳送給最開始列的潛在客戶
時機：在你列出了潛在客戶名單之後 

[插入姓名]，我剛發現這些非常好的貼片產品，感覺真的太棒了。我已經用了____(月/週/天)了，我感覺_______, 
__________，而且_________。我覺得自己年輕了10歲。我知道你一直十分注重健康，所以我想到了你！你能給我
打個電話，我們好好談談嗎？

所有這些範本都只是一個指南，我們建議您制定符合自己的個性以及使用LifeWave貼片產品體驗的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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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拒絕

請記得，人們可能會拒絕你，但那沒甚麼大不了的。

如果他們中途說了「不」或者不想繼續談下去了，那也沒關係！

你要禮貌地說「謝謝你抽出時間和我談」，並問他們你是否可以把他們保留在你的聯絡名單上，日後再和
他們打電話。

時機就是一切，你永遠不知道人們什麼時候突然就意識到他們真的需要你推薦的產品。

我們領導人的建議...

「如果有人說‘不’，請記住他們不是在對你說‘不’。很可能是

因為他們當時並沒有看到這項科技可以給他們帶來的好

處，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這項令人驚歎技術的作用有所誤

解，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原因。你要告訴他們：「我知

道你目前對這款產品不太感興趣，我尊重你的想法。你能

幫我推薦一些需要的人，讓我幫助他們麼？當他們說”好”，

那我會立刻說「請看一看這段2分鐘的影片 」（LIFEWAVE

解釋貼片產品如何發揮功效的影片），一旦看了我手機裡播

放的這段影片，我會問他們：「你知道這項技術會讓哪些人

從中受益嗎？」讓人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很可能

會意識到對自己的好處，十分樂意給你一些答案。人們往往

更願意幫助他人而不是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信使並使用

我們擁有的強大工具。而不要讓自己成為資訊。」

- Lorenzo McGrew

如果你潛在客戶的回答是「我試過其他的多層次直銷，

但沒有成功」，「我試過，但我就是賣不出去」或「我沒有

錢」，請這麼回覆：

回答1：「我非常理解你的挫折感，但這就是LifeWave成

長如此之快的原因！」

回答2：「這是很好的回答，這就是我們成長如此之快的

原因!」

回答3：「這個部分很重要，這就是我們成長如此之快的

原因！」

然後你可以根據各個拒絕原因來回應：

• 其他多層次直銷公司的產品過於老式，可以以更低的價

格直接在零售店購買到。我們的產品是專利產品，除了

從你這能買到以外，其他人哪兒都買不到。從100多則

客戶見證中就能看出，它們的效果顯著，而且價格比一

杯星巴克的價錢還低！

• 我們成功的經銷商有很多都是教師、商業人士或退休

人員，而不是推銷員。他們只是推薦他們關心的人嘗試

產品。他們透過切身效果推薦，而後下單。

• 大多數事業都需要幾千美元的資金和大量的時間投

入。在LiveWave你只需$____美元就可以啟動，你

透過舊物拍賣或點心售賣就能籌集到。我們的許多

LifeWave經銷商都是從購買最低的入會套裝開始，從

兼職做起，他們現在享受著這項工作帶來的額外收入。

你可以獲得的整個業務管理網路資源，大量的產品樣

品，整個團隊和企業支援，你幾乎不需要花費什麼！因

此，在這裡開始事業的花費很低，但可以讓你立即獲得

現金收入。

而後若他們已經心動了，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結束你的

回答：你可以使用使用Visa或Master卡支付加入——哪

個更方便呢？

- Chuck Michel

「千萬別把別人拒絕當成是對你個人的否認！這個人之所

以拒絕，可能是因為現在不是合適的時機，可能晚些時候

就不會拒絕你了……當然也有可能永遠拒絕你。別人說「

不」並不是針對你本人的，而是拒絕你極力推薦的機會或

產品。所以保持積極的心態，繼續努力通往自己的成功之

路。有很多人需要但卻還在尋找你所提供的產品！」

- Christine Gay-Girrbach

「重新訓練大腦把拒絕視為有利於你的禮物。人們的拒絕

讓你知道，你不應該把大好時光浪費在那個人身上。從本

質上來說。拒絕就是一種排序機制。當你遭受拒絕後，說明

是時候繼續往前走了。」

- Joan Norton 博士

「用心推薦，尊重他人，多關注別人的看法，而不是只關注

自己的想法。避免過於自我的爭論。相反，你可以透過提問

來幫助他們看到自身可能擁有的一切可能性！」

- Hermine Ob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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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是你在開始LifeWave事業時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然而，這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視的問題之一。目標對你的成功至關重要。有了目標，你就有了動力。目標為
你的前進設定方向，並提供一種方法來評估和衡量你成功。當你在事業上不斷前進時，你會不斷重新評估
這些里程碑。

步驟7-利用你的推薦人
熟悉了啟動事業所需的產品和行銷工具後，請透過電話或當面聯絡您的推薦人召開會議，推薦人可幫助你
邁向成功。

此刻，你要反思你所學到的，看看你還有哪些東西還沒有消化，或是還有任何疑問。推薦人是一個很好的
資源，所以充分利用他們所擁有的知識。

有些推薦人會讓你聯絡他們的推薦人或你所在市場的領導者——他們都是值得信賴的，因為他們有著豐
富的知識和智慧，並且樂意與你分享。

如何進行： 

• 花時間考慮一下你的長期計劃是什麼。如果你已經把你的最終目標牢記在心了，那麼回
頭去設定你的短期目標就容易多了。

• 寫下你想要實現的所有目標，並將清單貼在辦公室牆上或冰箱上。這些目標會提醒你
正在為它奮鬥。

• 設定目標時不要好高騖遠。讓自己失敗是沒有意義的。設定一個切合實際的時間框架
來實現你的目標，這樣，當你達到目標時，你就知道自己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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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步-建立你的行銷包
行銷是網路行銷行業的一個關鍵要素，也是發展LifeWave事業的關鍵環節。

為了協助您順利起步，我們已經為你建立了大量可下載的工具，助你建立個人行銷包

名片： 

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你可以在後台下載。在LifeWave的工作過程中，當
你遇到潛在客戶和商業夥伴時，名片是必不可少的。

銷售宣傳單： 

你可從後台下載所需的相關銷售宣傳單。其中含有更多產品相關資訊。每份產品
宣傳單都備幾份影本，確保你能夠和他人分享。

影片：

你可以下載以下產品影片，將其儲存到手機、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中：  

• LifeWave商機

• LifeWave貼片產品是如何發揮功效的

• 其他相關的產品影片

商品： 

瀏覽LifeWave商店，購買你所需要的任何商品。擁有一個品牌水杯或一些其他
物品不僅可以讓你很好地開啟話題，而且可以讓你看上去很專業。 

訂購產品目錄：

在你一開始入會時，您就會收到一份產品目錄，訂購一包（10個）產品目錄，你便
能夠與潛在客戶共享。產品目錄可以從LifeWave網站上購買，目錄中有一個很棒
的產品摘要頁面，可以幫助你簡潔明瞭的介紹每個產品的功能，是一個非常方便
的工具，可以添加到您的行銷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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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9-建立社交媒體
你需要建立一個Facebook群組，方便你向你的團隊成員發佈資訊。

什麼是Facebook群組？

Facebook群組是為那些在Facebook上分享資訊和保持聯絡的人而設計的。Facebook群組是保持與您
的團隊聯絡、分享有關業務的建議和資訊的一個好工具。  

如何建立Facebook群組

• 在「動態」的右上角你可以看到一個「建立」按鈕。

• 按一下「建立」，然後按一下選單中的「群組」選項。

• 為您的群選擇一個名稱，並加入您已聯絡上的潛在客戶。

• 隱私：最好將其設定為一個不公開的社團。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你的群，但只有群中的會員
才能看到哪些人在群中以及發佈了什麼資訊。

擴充你的Facebook群組

LifeWave公司在Facebook上分享了大量資訊。您可以將此資訊共享到你的Facebook群組。

Facebook群組也是一個邀請人們參加會議或網路研討會的好地方。

同時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論壇，你可以向你的團隊提問，也可以回答他們在業務上遇到的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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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0-三方通話
對於推薦人來說，若要指導新會員如何向新的潛在客戶推薦LifeWave，三方通話是一個好方法。這種團隊
方法也有助於回答潛在客戶的所有問題，向新會員證明可信度，並最終確保在將新會員加入團隊上取得更
高的成功率。

當你準備好開始給潛在客戶打電話時，最好告知你的推薦人或另一位有經驗的LifeWave會員，讓他們
參與到三方通話。您可以在您的家庭電話、skype、whatsapp或其他線上平台上設定三方通話。我們的
LifeWave InTouch應用程式非常適合管理三方通話。一定要提前瞭解這個應用程式！

步驟11-準備第一次會議/展示
在你聯絡過列表中的潛在客戶幾週後，若你打算把會議作為建立團隊的方法之一，那麼你需要組織團隊的
第一次會議。你可以從小聚會做起，先邀請幾個人練練，讓你可以做到輕鬆地呈現自己。

在剛開始的幾次會議上，你可以讓推薦人協助你—他們可以在整個會議期間為你提供指導，確保你能處理
大家可能向你提出的各種問題。一般來說，你可以讓推薦人和/或領導主持會議，這樣你就可以瞭解到會議
是如何進行的。

你可以依個人喜好讓會議正式一些，也可以隨意一些，看你個人喜歡。很多人一開始會邀請幾個親密的家
人和朋友到家裡聊聊LifeWave。慢慢的，你可以考慮在附近的社區中心或飯店舉辦一次會議。

• 整理好你的會場-記住要有足夠的座位、水和零食。

• 如果使用筆記型電腦或電視播放展示訊息，你要提前瀏覽了展示訊息並在大家到達前檢查音量是否
合適。

• 下載名為「商機」的PowerPoint。這個PowerPoint提供了多種語言版本，你不需要自己從頭製作。

• 從LifeWave後台下載您想與他人共享的產品銷售宣傳單。每一種貼片皆有一張銷售宣傳單。將它呈
現給大家，使大家對其有所瞭解。

• 準備好產品供人們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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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不宜太長，相信你也不想給人們帶來過大資訊負擔。遵照以下流程，一切將會變得格外簡單： 

• 介紹和感謝-會議開始前，你和推薦人先對各位的到來表示感謝，並與大家分享你使用LifeWave的
感言。

• 播放「商機」的影片-影片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工具，可以在會議一開始就吸引大家的注意。你可以在
後台下載這個影片。

• 介紹產品並分享體驗-例如，如果介紹IceWave這款貼片產品，請為來賓貼上一片，讓他們體驗到這
款產品的功效。貼上後，讓來賓馬上分享他/她的使用感受。由於我們的產品效果迅速，你可以讓來
賓在大約10分鐘後分享他們的體驗。大部分人會在幾分鐘內感覺放鬆。。

我們在網站上也有很多很棒的客戶感言。您可以把這些內容下載到會議中向與會者分享。  

• 讓你的推薦人講解「商機」的PowerPoint。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別人如何講解，你可
以從他們那裡學到些東西。

• 保留Q&A時間–詢問大家是否有任何問題。有些人會直接提問，有些人可能想私下和你談談。你可以
提供這兩種方式，讓與會者自由選擇

會議結束後，請和你邀請的嘉賓坐在一起，瞭解他們對你剛才所講的東西最感興趣的是哪些，他們還需要
知道些什麼才能做出加入的決定，或者他們現在是否準備好加入了。當然，你也可以重新安排一個時間，在
1-2天內進行跟進。與你的推薦人和領導一起探討，搞清楚如何最大化利用會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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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2-新會員清單  
我們給你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清單，當加入了一名新會員，請確保你告知他們創業所需的所有資訊，如下

• 表示歡迎的電子郵件：向新會員傳送歡迎加入的電子郵件，並讓他們知道您建立的
Facebook 群組。

• 讓他們列出自己認識的25個人，在他們開始接觸這些潛在客戶之前，與他們坐下來
討論每一個人的情況。為每個潛在客戶制定一個計畫。 
例如：「歡迎你，（姓名）！很高興你決定加入LifeWave大家庭。讓我們用電話聯絡，
一起探討一下我可以如何幫助你實現目標。」

• 邀請他們瀏覽您/您團隊的社交媒體頁面。

• 讓他們下載「成功指南」。

• 確保他們寫下自己的目標，比如每月發展兩名客戶或每週賺取100美元等。

• 安排每週與他們通話或每週會面的時間，以便您協助他們，一起討論貼片的好處，並
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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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3-建立行事曆
建立行事曆來規劃你的每一週/每一月是確保你成功的關鍵。沒有計劃，就無法成功。你需要制定一個計
畫來實現你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你應該先建立一個月曆，然後將其分為每天和每週的任務。

網路行銷行事曆範例

對於一個有全職工作但想透過每天1.5到2小時的工作來發展網路行銷業務的人，我們會提出下面這個每週
計畫。

假設你今年的目標是簽約20個新的經銷商。若你發現平均起來，你每和10個人交談，就能
簽約1個經銷商，這意味著你今年需要和200個人交談。平分到12個月，意味著你每月需要和
16-20個人交談，才能達到你的目標。

如果你想每個工作日裡完成一點，那就意味著你每天（週一到週五）需要和一個新的潛在客
戶進行交談

星期一

• 給你名單上的其中一個潛在客戶打電話（10分鐘）。

• 在社交媒體群中發佈與產品相關的內容（15分鐘）。

• 致電一名團隊成員，看他們是否需要幫助（15分鐘）。

• 打電話/發郵件給兩個陌生人（發展客戶）（20分鐘）。

星期二

• 給三個人做一個小展示（1小時）。

•打電話給一個陌生的潛在客戶。

這只是提供一個想法，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建立自己的行事曆。

星期四

• 給團隊的四名會員打電話，確保他們進展順利，並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助（60分鐘）。

星期五

• 展示/網路研討會日-在家裡或透過網路研討會進行展示，以吸引新的潛在客戶（90分
鐘）。

星期三（或任何與你事業相關的日子）

• 參加企業網路研討會。

   或者

• 打電話給你的推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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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4-收集客戶見證
口碑行銷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讓他人分享對產品的見證對於你事業的發展非常大的助益。傾聽他人分
享LifeWave對他們生活的巨大影響，往往讓人驚歎不已。用戶見證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你可以將它們融入
到自己的分享會中，因為它們對潛在客戶而言極具說服力。  

使用LifeWave公司的客戶見證

LifeWave網站上提供了大量的客戶見證，供你使用。要查找這些見證，只需按一下我們官方網站www.
lifewave.com的「關於我們」選項，然後按一下選單中的「lifewave X39客戶見證」或「客戶見證」選項。複
製這些能引起你共鳴的客戶見證，最好將它們儲存到您的手機或添加到您的展示訊息中。  

收集你自己的客戶見證

你收集的第一份客戶見證應該是來自你自己的。寫下你在使用LifeWave貼片後的感覺以及你所體驗到的
好處。真實情感的文字可以讓別人感同身受。寫下你所用過的每一種產品的好處。能從自己的經歷中有所
收穫是非常棒的。

之後，在你讓潛在客戶和新會員試用貼片產品時，記下他們使用體驗。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拍攝使用前/使
用後的照片，甚至是錄製一些見證影片。

一定要在得到客戶的許可後，再請他們分享自己的感言。

也可以與LifeWave公司分享你的客戶見證，你的感言將有機會在我們的展示訊息和社交媒體頻道上進
行發表。想向公司提交一份客戶見證，只需分享您的故事，並傳送電子郵件至mytestimonial@lifewave.
com。我們將要求你給予我們發表權限，允許我們在平台上或其他地方推薦你的客戶見證。

很快，你就會擁有自己所收集的客戶見證集，與你的潛在客戶分享。

步驟15-使用Splash  
Lifewavesplash.com是一個很棒的資料庫，裡面囊括了我們大量的產品資訊。Splash是一個很好的線上
資源庫，您可以在那裡搜尋與產品相關的文章，閱讀新的客戶見證，並找到最新的促銷活動和獎勵活動。

Splash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既可以用來學習LifeWave的相關知識，也可以作為你發展潛在客戶的一個
工具。

你可以瀏覽這些文章，選擇一篇潛在客戶可能感興趣的文章。例如，你可以透過傳送一篇關於LifeWave研
究的最新文章來聯絡醫療從業者。

或者，你也可以將所選文章的連結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一組特定的連絡人。裡面包含一條短訊息，讓他們
知道你認為他們可能對這篇文章感興趣。最後一定要呼籲大家趕快行動，例如：「若想獲取有關貼片產品
的更多資訊，請與我聯絡。我可以親自向您展示他們是如何發揮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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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6-Facebook廣告
Facebook廣告是讓你接觸到和你有相似興趣用戶的絕佳途徑。Facebook的優點在於，它允許你根據地
點和/或興趣來尋找用戶。透過Facebook廣告，你將能夠接觸到那些你在日常生活中從未見過的潛在客
戶。

您可以發佈一個短訊息或是一個影片動態，並設定成行銷活動或特別動態。在最後發起行動號召：欲瞭解
詳情，請留言。

廣告結束後，你可以聯絡那些對你的貼文發表評論的人，並透過私訊分享一些有關LifeWave機會的相關資
訊。給他們傳送一條資訊，詢問是什麼促使他們對你的廣告做出回應，而後，你就知道這個人的需求是什
麼，並根據他們的需求進一步展開對話。

把你的廣告元素加以總結，看看什麼是有效的；也許你可以做一個「身體放鬆」為主題的廣告，以及一個以
「做自己的主人」為主題的廣告。看看什麼哪個廣告反應最佳，你可以根據廣告反應不斷調整你的廣告。
你的推薦人可能也有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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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7-跟進是關鍵
事實上，後續工作是發展潛在客戶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需要花些時間和精力來確保你後續的跟
進工作。後續跟進是與潛在客戶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  

• 在開始後續工作時，最好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領導或推薦人來幫助您尋找潛在客戶並跟進。如果你要
和潛在客戶見面進行後續跟進，帶上你的推薦人或更有經驗的LifeWave會員會有很大的助益。這將
有助於你提高潛在客戶轉化率，使你在短時間內成長為一個專家。

• 在你帶推薦人前往下次會面前，請與潛在客戶聯絡，讓他們知道您打算帶某人一起跟他面談。最好
提及你的推薦人在事業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並鼓勵潛在客戶向推薦人提問，這對你會有幫助。如果
後續跟進工作是透過電話完成的，您可以要求推薦人和客戶一起加入到三方通話中。

記住你銷售的是什麼！

• 要找到轉化潛在客戶的方法，你要非常清楚潛在客戶的關注點在哪。這是你在做後續工作時需要時
刻瞄準的目標。如果他們想身體放鬆，或是對賺取額外收入感興趣，一定要把談話的方向引到他所
感興趣的話題。 

成交

成交是商業交易中最好的結果，但請記住，成交並不是終點，你要繼續與他們互動，直到你將對方納入事
業團隊。

要想做到和諧交談並不難，因為人們喜歡談論自己。但有些時候，你必須把談話引向你想要的方向。

「我打電話給你是想問你是否有機會了解一下我給你的資料？」

如果他們忘記了你給的資訊，他們很可能對你銷售的東西毫無興趣。這（遺忘）是人們解決無關事情的方法
之一。但是，若他們騰出時間閱讀了資料或觀看了影片，那麼，你就可以進入下一步了。要想成功跟進，就要
確保潛在客戶考慮到商機的積極面，無論這些積極面是準確的還是源於他們自己的解讀。

透過合適地問題，你可以將談話引向正確的方向，讓潛在客戶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解決他們眼前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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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續跟進過程的期望

理想情況是，你要儘快對潛在客戶進行跟進，最好是在幾天內，打鐵趁熱。

後續跟進過程可能需要幾天到幾週的時間，在某些情況下，你可以花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去建立友誼，
直到他們加入你的行列。

一般提示：

• 在第一次交談/通話後預定下一次跟進時間。

• 理想情況下，你應該在2-3天內進行跟進。

• 您可以自己做後續工作，也可以讓推薦人協助你完成。

• 首先要與潛在客戶建立友誼。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他們的需求、目標以及日常生活感興趣。友誼越
強，你們對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就越深。

• 幫助他們築夢。夢想鼓舞人心，激發人們行動。找出他們的夢想是什麼，他們的直接目標是什麼。

• 培訓他們。資訊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聰明的決定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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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8-保持一致
當你發展新會員時，你會很快熟悉這個流程。當你開始傳送歡迎新會員郵件和安排每週電訪，要確認每天
按表實行。

當你知道什麼對你有用時，請做到保持一致，持之以恆。當人們開始忙碌的時候，他們往往忽略了與他人的
接觸，但是抽出時間與你的團隊保持聯絡，並以你希望的方式培訓每一位新會員，是建立一個成功生意的
關鍵。

步驟19-激勵自己和團隊

激勵自己

當你成為自己事業的管理者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積極性是非常重要的。當你遇到阻礙你成功的挑戰和障礙
時，自身的積極性變得尤為重要。

當你有足夠的資源來不斷推動你的個人發展，並讓你以正確積極態度保持在正軌上時，學習如何正確管理
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就容易多了。

• 上網或到書店，看一些勵志和鼓舞人心的書籍。

• 在網路上搜尋並找您所在地區的顧問或私人教練的資訊。此外，許多網站提供線上課程和網路研討
會，您也可以加以利用。

• 思考和反思激勵你的東西，最適合你的策略，以及讓你的事業保持激勵和動力的方法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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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你的團隊

你的團隊是你的組織重要部分，你應該花大量時間來教育、指導和激勵你的團隊成員繼續做好工作。畢
竟，你的成功與他們的成功是直接相關的！考慮採取獎勵活動來提升團隊的積極性。如果你的團隊成員覺
得你真的在為他們的成功投資，他們會繼續保持良好的表現。

• 在每週的電話和電子郵件中，考慮設定一個鼓勵計畫，例如在團隊成員實現某些目標時，請他們共
進午餐或晚餐。

• 詢問你的團隊成員什麼是鼓勵他們的最佳方法，並根據他們的答案制定鼓勵計畫。

• 考慮定期向團隊傳送鼓勵性電子郵件，其中可以包含智慧格言、鼓勵性話語和其他有用的事業建
議。

步驟20-回顧你的目標  

到現在為止，你應該已經做好了開始你LiveWave旅程的準備。你已經學會了如何在業務方面進行自我學
習、自我教育，如何建立潛在客戶名單，以及如何聯絡潛在客戶並將其發展為經銷商。你應該為自己感到驕
傲。

現在是時候重新評估和回顧你最開始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了。問問自己到目前為止進展如何。如果你有任何
疑問，請聯絡你的推薦人，這樣他們就能助你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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