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战期限 

 
60 天挑战  

2019 年 11 月 8/9/1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11/12 日 

 
 

如何参加 – 60 天挑战 

 

1. 成立一支 3 人队伍(每位成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必须 >18.5kg/m2，以及居住在

同一个州属)。为您的队伍命名。 

 
2. 每位队员必须购买 BodyKey 启动配套(产品编号: 283411/ZIPP: 284521/EPP: 

284522)，才有资格参加此项挑战。 

 

3. 在 2019 年 11 月 8 日或 9 日(东马)* 或 2019 年 11 月 9 日或 10 日(西马)** 偕同您

的队员前往邻近的安利专卖店进行‘赛前’体重读数测量。严禁在其他日期进行赛前

体重测量。所有队员必须在同一间安利专卖店，身穿白色 T 恤进行测量。 

 
4. 赛前体重测量和拍照时段一概由安利负责进行。您只需出示您的购买证据，站上磅

秤，面对镜头微笑就行了！ 

 

5. 在2020年1月10日或11日(东马) *或2020年1月11日或12日(西马)**前往邻近的安利

专卖店进行赛后体重读数测量。严禁在其他日期进行赛后体重测量。所有队员必须

在同一间安利专卖店进行测量。 

 
 
* 东马 – 亚庇、古晋和诗巫专卖店 

** 西马 – 八打灵再也(培训厅)、新山(Plentong)、槟城(北赖)和关丹专卖店 

 
 
 
 
 
 
 



 
 

 
 
 
 

它如何运作? – 60 天销售活动 

 

1. 成立一支 3 人队伍(每位成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必须 >18.5kg/m2，以及居住在

同一个州属)。为您的队伍命名。队长必须是 15%及以上。 

 

2. 每位队员必须购买 BodyKey 启动配套(BKJSK) (产品编号: 283411/ZIPP: 

284521/EPP: 284522)，才有资格参加此项销售活动。 

 

3. 成立您属下的另四(4)支队伍(每支队伍有 3 名成员)。这些队长不需符合 15%或以上

的资格。这些队伍必须购买 BKJSK，登记并参加 BodyKey 挑战赛。 

 

4. 若您的队伍成功减掉至少 6% 体重或 3% 体脂，并且有四(4)支已登记的队伍参加

BodyKey 挑战赛，您就能获得一(1)张飞往泰国曼谷的免费机票。这张机票是给予

队长而已，而且不能转让。 

 

5. 想获得另一张机票吗? 再成立您属下的另四(4)支队伍，然后重复同样步骤。您属

下的每四(4)支参赛队伍相等于一(1)张免费机票(可转让) 飞往泰国曼谷。唯有当

您的队伍(所减掉的体重或体脂)符合最低基准时，才能获得免费机票，敬请留意。     

 

6. 前往 www.bodykey.my 下载和打印报名表格。填妥表格后，在 2019年 11月 8

日或 9日(东马)*或 2019年 11月 9日或 10日(西马)** ，携带此表格以及您购买

BKJSK 的证据，连同您的队员进行赛前称量。 

 
  
* 东马 – 亚庇、古晋和诗巫专卖店 

** 西马 – 八打灵再也(培训厅)、新山(Plentong)、槟城(北赖)和关丹专卖店 

 
 
 

http://www.bodykey.my/


 
挑战期限 

 
30 天挑战  

2019 年 11 月 8/9/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6/7/8 日 

 

如何参加 – 30 天挑战 

 

1. 成立一支3人队伍(每位成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必须 >18.5kg/m2，以及居住在

同一个州属)。为您的队伍命名。 

 
2. 每位队员必须购买BodyKey 保养配套(产品编号: 292714/ZIPP: 292739/EPP: 

292762)，才有资格参加此项挑战。 

 

3. 在2019年11月8日或9日(东马)* 或2019年11月9日或10日(西马)** 偕同您的队员前

往邻近的安利专卖店进行‘赛前’体重读数测量。严禁在其他日期进行赛前体重测

量。所有队员必须在同一间安利专卖店，身穿白色T恤进行测量。 

 

4. 赛前体重测量和拍照时段一概由安利负责进行。您只需出示您的购买证据，站上磅

秤，面对镜头微笑就行了！ 

 

5. 在2019年12月6日或7日(东马) *或2019年12月7日或8日(西马)**前往邻近的安利专

卖店进行赛后体重读数测量。严禁在其他日期进行赛后体重测量。所有队员必须在

同一间安利专卖店进行测量。 

 
 
 
* 东马 – 亚庇、古晋和诗巫专卖店 

** 西马 – 八打灵再也(培训厅)、新山(Plentong)、槟城(北赖)和关丹专卖店 

 
 

 

 

 

 



 

它如何运作? – 30 天销售活动 

 

1. 成立一支 3 人队伍(每位成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必须 >18.5kg/m2，以及居住在

同一个州属)。为您的队伍命名。队长必须是 15%及以上。 

 

2. 每位队员必须购买 BodyKey 保养配套(产品编号: 292714/ZIPP: 292739/EPP: 

292762)，才有资格参加此项销售活动。 

 

3. 成立您属下的另八(8)支队伍(每支队伍有 3 名成员)。这些队长不需符合 15%或      

以上的资格。这些队伍必须购买 BodyKey 保养配套，登记并参加 BodyKey 挑战

赛。 

 

4. 若您的队伍成功减掉至少 4% 体重或 2% 体脂，并且有八(8)支已登记的队伍参加

BodyKey 挑战赛，您就能获得一(1)张飞往泰国曼谷的免费机票。这张机票是给予

队长而已，而且不能转让。 

 

5. 想获得另一张机票吗? 再成立您属下的另八(8)支队伍，然后重复同样步骤。您属

下的每八(8)支参赛队伍相等于一(1)张免费机票(可转让) 飞往泰国曼谷。唯有当

您的队伍(所减掉的体重或体脂)符合最低基准时，才能获得免费机票，敬请留意。     

 

6. 前往 www.bodykey.my 下载和打印报名表格。填妥表格后，在 2019年 11月 8

日或 9日(东马)*或 2019年 11月 9日或 10日(西马)** ，携带此表格以及您购买

BodyKey 保养配套的证据，连同您的队员进行赛前称量。 

 
  
 
* 东马 – 亚庇、古晋和诗巫专卖店 

** 西马 – 八打灵再也(培训厅)、新山(Plentong)、槟城(北赖)和关丹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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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 

 
60 天挑战 30 天挑战 

第 1 级  

每位队员减掉至少 6% 体重或 3% 体脂。 

第 1 级  

每位队员减掉至少 4% 体重或 2% 体脂。 

第 2 级  

顶尖队伍 

(减掉最多体重) x 1 

 
顶尖队伍 

(减掉最多体脂) x 1 

 

第 2 级  

顶尖队伍 

(减掉最多体重) x 1 

 
顶尖队伍 

(减掉最多体脂) x 1 

 

奖赏  

第 1 级   

每位队员各获得一个 

Under Armour 背包(价值 RM200) 

 
第 2 级  

每位队员各获得 

价值 RM6,000 旅游券 

(每支队伍奖赏价值 RM18,000) 

奖赏  

第 1 级   

每位队员各获得一个 

Under Armour 束绳袋(价值 RM100) 

 
第 2 级  

每位队员各获得 

价值 RM3,000 数码券 

(每支队伍奖赏价值 RM9,000) 

 

 
 
 
 
 
 
 
 
  



 
守则和条规 

 
1. 挑战赛的期限，以及其报名日期是从2019年11月8日-10日。最后的报名日是2019

年11月10日，而完成挑战赛的最后一日则是2020年1月10/11/12日 (60天挑战) 或 

2019年12月6/7/8日(30天挑战)。  

2. 优胜者的完整成绩将通过WhatsApp 在 www.bodykey.my 宣布。若出现成绩需进

一步验证的情况，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有权对宣布日期做出修改。。 

3. 必须形成三人一组的队伍才能参加此项挑战。您亦必须是马来西亚的安利企业家

(ABO)才能合格参加此项挑战。 

4. 在进行赛前称量和赛后称量时，所有队员必须一起抵达并于同一时间在相同的专卖

店里进行。在挑战赛开始前，请为您队伍共 3 位队员选择参加 60/30 天挑战、减重

或减脂组别。重要: 队长必须在赛前称量时出示一份实质报名表格及 BodyKey 配

套的购买收据。每位 ABO 皆必须提供他们的购买证据 (1 位 ABO 一单交易一份收

据)。若您无视此份文件所注明的各项守则和条规，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有权拒绝

您参与此项挑战。 

5. 所有三位队员必须参加相同的挑战，即: 60 天或30天挑战。 

6. 合格者必须购买BodyKey 启动配套(产品编号: 283411/ZIPP: 284521/EPP: 

284522) 或 BodyKey 保养配套(产品编号: 292714/ZIPP: 292739/EPP: 292762)才

能参加此项挑战赛。BodyKey 启动配套或BodyKey保养配套的合格购买必须是从

2019年11月1日开始的购买。 

7. 并不需要购买 InBodyWATCH/InBodyBand 以合格参加挑战赛，但却强制性需购

买 BodyKey 启动配套或保养配套，才能合格参加挑战赛。 

8. 安利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对遗失的参加条目概不负责，传送证明不被接受为收到

凭证。 

9. 参加者必须致力进行及完成连续60天/30天的挑战。若有任何队员在挑战期间退

出，整支队伍将丧失资格参与此项挑战。 

10. 若有任何队员在挑战期间受伤、发生意外或去世，整支队伍将丧失资格参与此项挑

战。 

11. 在报名参加及展开此项挑战前，合格者必须咨询他们的医师获取全面的医药评估，

以确保他们能安全的进行运动、调整饮食方案及进行体重管理计划。孕妇或有任何

健康状况的人士不适宜参加此项挑战。 

12. 合格者必须体能良好及精神状况稳定、处于良好健康及没有任何医疗状况，以完成

此项挑战。 

13. 合格者必须具有一台智能手机 – iPhone 4S 及以上或Android 系统手机。 

14. 优胜者的成绩将以队伍总体重(公斤)/体脂减掉最多，以及队伍总体重/体脂(公斤)减

掉最高百分比 (%)来决定。只有在出现减掉的体重/体脂成绩相同的情况，才将会

采用以最佳的“之前”和“之后”的照片中看到最明显的变化来作为评估。 

15. 所有队员皆必须达到减掉体重或体脂的最低基准，才能合格为优胜者。若有任何一

位队员没有达到最低基准，该队伍将不能被视为优胜者。 

16. 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关于优胜者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及拥有全权。任何质询将不受

理。若有任何争议，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有权作出最终决定。 

17. 每位合格者只能赢取一个等级的奖赏。 

18. 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有权以另一同等值的项目或奖赏作为取代。  

http://www.bodykey.my/


19. 合格者必须在挑战结束时提供他/她的见证，以及同意被访问、拍照、录影及出席

任何由公司所主办的与此项挑战相关的节目和活动。合格者可能会被要求在这些节

目和活动里公开分享他们在此项挑战里的体验。 

20. 所有的见证、访问、所收到或摄录的摄像和录影及所有的版权皆属于安利马来西亚

和汶莱，并可由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用于任何形式如社论广告以及任何用途包括销

售、促销及透过多项宣传管道和平台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数码或印

刷。 

21. 若出现任何争议，安利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有权更改或改写此项挑战的合格基

准、守则和条规及奖赏而不必事先通知。若有与竞赛基准和条规相关的任何争议，

不确定性或歧义性或任何涉及此项活动的事宜，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将以绝对和不

受约束的酌情权解决问题，而该事项的全部决定将是决定性及最终的。 

22. 输入和提交的所有条目和资料必须真实准确。若发现任何不真实或欺骗，安利马来

西亚和汶莱保留权利取消任何队伍的资格。 

23. 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拥有全权决定是否取消任何违反基准，以及守则和条规的合格

者的资格，或涉及任何违法或其他不当行为并危及此项挑战的公平性和适当进行。

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保留法律权利对这些人追讨损失或赔偿。 

24. 参加挑战的合格者必须自行承担风险，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将不负责或承担任何因

培训、节目和活动或参与整个挑战而引起的合格者损伤或财物损失之任何索赔、误

差或任何遗漏而承担任何责任。 

 
 
免责声明 

BodyKey 体重管理计划的宗旨是帮助您实现个人的塑身减重。每次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和
运动展开任何形式的体重管理计划之前，应先征询您医师的意见。此项计划只属意健康的
成人，不属意未成年者、孕妇或患有任何健康状况的人士。您应随时征询医师的意见，以
进行完整的医药评估，确保您可以安全地运动、改变饮食方案以及参加体重管理计划。若
您患有现存的病况或正在服用处方药物，您也须负责向医师寻求咨询。   

 

参加此计划即表示您同意遵守这些条款，并了解参加此计划期间，您必需对自己的健康以
及所做的选择负起全责。BodyKey 体重管理计划所提供的所有内容与信息仅充作提供资
料的用途。这些内容不宜用来取代专业医学忠告、诊断或所提供的疗程。 

 

BodyKey 体重管理计划恕不针对有关方面提供的服务而引起的个人损伤或财物损失之任
何索偿、误差或任何遗漏而承担任何责任。所有参加者谨此同意不针对参加此计划期间引
起的任何损失、损坏或损伤而向安利马来西亚和汶莱提出任何索偿。  

 
我们不承诺、保证或暗示您(或您在使用我们的资讯、产品及服务后)就能减轻体重、改善
体适能水平或改善您的生活。此计划的成效胥视多种因素而定，包括唯不限于坚持性、积
极性、努力程度以及个人体魄能力。若减重失败，您不应归咎于有关资讯、产品与服务。
我们提供此项工具是为了让您尝试减轻体重及改善您的体适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