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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婕斯业务奖励之旅2022: 
瓜纳卡斯特， 哥斯达黎加

一般资讯和政策
经销商给予赚取一人共享双人房（与另一位同性旅游优胜者同住）和两
人私人房的旅游机会。那些旅游将提供不同阶层的机票票券，为您提
供难以忘怀的婕斯旅游体验。

旅游地点:
瓜纳卡斯特， 哥斯达黎加

旅游日期: 
抵达：2022年5月25日
离开：2022年5月29日

资格认证期间
开始：美东时间午夜12:01，2021年9月1日 
结束：美东时间晚上11:59，2022年1月31日

旅游出席指南 
所有钻石总裁以下级别的旅游优胜者必须出席他们户口注册地区所举
办的业务奖励之旅所指定的地点，且仅能出席一个由婕斯支付费用的
旅游，即根据旅游促销所定。于截止日期前达到钻石总裁级别以上的旅
游优胜者可选择出席由婕斯支付费用的任何一个业务奖励之旅的指定
地点，即根据旅游促销所定。 

备注：您的最高级别的定义是您曾达到的最高级别。透过促销或特别计
划而取得的暂时性级别不可计算在所达到的最高级别。

回复要求 
旅游优胜者必须在他们户口所注册的区域进行回复，他们可在以下所
示的日期前，透过Joffice的在线回复系统进行；否则其旅游位子将不受
保证。备注：若您没有做出回复并出现在现场或携带未取得批准的宾客
出现在现场，我们可能无法提供机场接送服务或酒店客房。 

航空旅游 
一旦透过线上注册系统提交回复，旅游优胜者将自行订购他们自己的
往返机票。我们将以您赢取的机票票券偿还机票费用，费用最高可达，
但不超过您所购买机票的收据金额。当您将收据上传到Joffice的 “上
载” 部分后，退款将在旅游结束后的30天内，且出席被确认后发出。请
看此文件档中的常见问答以取得更多详情。

敬请留意：虽然我们从未预期取消或延迟任何旅游，但不可预见的情况
可能发生。我们强烈建议您购买旅行保险，以支付您可能产生的任何

与旅行有关的费用，如航班。如果旅行取消或延期，婕斯将不会报销经
销商或其宾客的任何自付费用。

住宿 
所有优胜者将获得标准客房住宿。获得“1人全程旅游”的所有级别旅游
优胜者将会获取双人房的一个床位且可选择他们想与之同房的人，若
两者皆于回复截止日（含）前 
取通知婕斯。请将同住请求电邮至Incentives@JeunesseHQ.com 和
透过您的Joffice中的线上回复系统提交请求。若没有同住请求，所有获
得“1人旅游”的优胜者将与另一位“1人旅游”同性优胜者者同住。获取“
两人全包旅游”的旅游优胜者将获取双人房且可与他们所选择的宾客同
住，同住者不可是另一位婕斯经销商。

机场接送 
若可能，机场和酒店的往返接送将于官方锁定的抵达日和离开日为旅
游优胜者提供。任何人提早抵达或逗留，将自行负责他们的交通。请留
意，陆路交通是无保证的。欲知更多详情，请在此Joffice文档中的最后
参考常见问答题，或浏览JeunesseTravel.com。因为机场和酒店的距
离，我们不会为任何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未收到准确航班信息的人
提供任何地面接送服务。

膳食
Dreams Las Mareas 哥斯达黎加是全包式的，意味餐厅中的食物和饮
料是包含在内的。
对优质酒精饮料或有一些限制;抵达时请咨询酒店。

北美婕斯奖励之旅2022: 瓜纳卡斯特， 哥斯达黎加
一般资讯和政策

附带费用
不包含附带费用。

活动 
我们要让您认识这美妙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活动，而您也有
自由时间来享受。发掘。探索。

现金替代
不允许以现金替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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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所有旅游和飞机券是不可转让和无现金价值的。

报税
住宿、膳食、便利设施、礼品、奖品和活动的费用视为纳税所得，在必要
时须向有关税务当局报告。

取消
婕斯必须于2022年4月30日前接获2022年北美婕斯旅游之旅: 瓜纳卡
斯特， 哥斯达黎加的任何取消通知。任何旅游优胜者在此日期后取
消，取消费用将会在电子钱包中每人扣除$1,400美金。若您的电子钱包
因资金不足而无法一次完整扣除，所剩的任何数额将会被扣除直到所
有金额偿还为止。若您确认出席但却没有出现，一样的程序将适用。

经销商责任 
经销商必须于资格认证至旅游日期期间保持活跃状态和在公司维持优
良信誉（无尚未解决的合规问题）以参与此促销。“活跃”意味着一位经
销商在智能递送月中产生60PV。若该经销商无法符合这些资格，该所
赚取的计划和任何飞机券将作废。所有门票不可转让或退款。所有房
间以双人房为基准。若优胜者在截至日期前通过“住宿”部分下通知婕
斯，则他们可选择与心仪的人选同住。旅游优胜者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其有效期至少为旅行结束日期后的六个月，并在必要时提供进入该国
的签证。若旅游优胜者触犯政策与程序的第6条，他们的福利将会被终
止。 

宾客政策
1）“1人全程”或“2人全程”的旅游优胜者将被允许
根据以下优先携带宾客，视其可用性：
（a）他们所赚取促销旅游的总价值
（b）级别
2) 旅游优胜者必须于2022年4月15日（含）前透过电邮 Incentives@
JeunesseHQ.com和Joffice的线上预留席位系统通知他们有意携带的
宾客。若您的宾客请求获得批准，一位婕斯代表将于回复期限结束后的
10天内联络您。
3) 已受婕斯核准可携带宾客的这优胜者将自行负责宾客的机票订购和
费用。每位宾客将有额外费用缴付给婕斯，包括行程中的酒店住宿、膳
食、活动安排和陆路交通。
4）宾客不可是一位婕斯经销商。
5）宾客可以是小孩。

此政策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一般资讯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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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认证和回复
我如何知晓自己取得瓜纳卡斯特， 哥斯达黎加2022业务奖励之旅的
资格？
请于Jcloud/【区域】/【语言】中查看政策文件
以获得有关如何取得资格的详情。促销期间结束后约10天内，若您已获
得资格, 您将会在报表/经销商报表/[行程名称] 中的行程旁边看到一个
回复的按钮。

一旦我被告知我已经赢得了奖励之旅, 我如何回复和注册？ 
一旦资格认证期间结束且您取得资格，请点击报表/经销商报表/[行程
名称] 中行程旁边的回复按钮, 并按照电子邮件邀请中的提示通过在线
回复表格进行注册。若您尚未收到电子邮件邀请, 请联系 Incentives@
JeunesseHQ.com。 

我们要求您尽可能回复所有注册所提问的相关问题。它将帮助我们为
您和您所携带的宾客提供美妙的体验。

我是否需要透过回复系统进行回复或我是否可以只发送电邮？                                                       
我们要确保为您提供极佳和无缝隙的体验；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透
过回复系统回复，因为问题是专为您和您的旅游而设！  回复系统也有
弃权条款供您审阅，以确保您了解我们需要与您和您的宾客分享的一些
重要信息。因此，您透过回复系统进行回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
接受电邮作为回复的方式。 

我的回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2022年4月15日

若我无法出席，会如何？  
若您无法出席-虽然我们诚心希望您能出席-您的旅游将会作废。此旅
游不可转让且没有现金价值。

若我确认出席但之后需要取消，会如何？ 
婕斯必须于2022年4月30日前接获2022年北美婕斯旅游之旅: 瓜纳卡
斯特， 哥斯达黎加的取消通知。 

任何旅游优胜者在此日期后取消，取消费用将会在电子钱包中每人扣
除$1,400美金。若您的电子钱包因资金不足而无法一次完整扣除，所剩
的任何数额将会被扣除直到所有金额偿还为止。若您确认出席但却没
有出现，一样的程序将适用。

若我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出席奖励之旅会如何？ 
我们要提供您应得的享受！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事先知道您的到来，好
让我们可以安排适当的住宿给您。很遗憾的，对于那些无法在截止日期
前回复的人，我们则无法保证其机场接送和住宿。

若我只获得1人旅游资格，但却想要携带额外宾客，该如何？ 
虽然我们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婕斯大家庭的成员努力加入我们的婕斯旅
游, 我们只能授予您通过促销所获得的指定旅游。 
若有位子， 我们可透过在Jcloud/[区域]/[语言]下的政策文件中的某些
准则欢迎额外宾客的参与。若您想在这些准则范围内携带额外宾客, 
请于截止日期之前根据政策文件概述中的细节通知我们。 

我的截至日期是什么时候？
敬请回复：2022年4月15日
宾客请求截止日期：2022年4月15日
取消截止日期：2022年4月30日
交通截止日期：2022年4月15日

旅游和航班详情
我是否需要签证或护照？  
那是您的责任，且强烈建议您与当地大使馆或旅行目的地大使馆联系, 
以确定是否需要签证, 以及是否有相关费用。 

若您需要申请签证书信, 请发电邮至 Incentives@JeunesseHQ.com. 

若我没有完整的旅游文件（如签证）或没有适当的护照文件 而被拒绝
登机时该怎么办？
完整的旅游文件是您的责任。若您没有取得适当的旅游文件并被拒绝
登机而无法参与此旅程，您的旅游和机票票券将会被作废，取消费用
将适用。

如何预订航班？ 
一旦您通过在线注册系统提交了您的席位预留, 您将自行责任预订和支
付您自己的航班。我们建议您尽早预订以获得最优惠的价格, 好让您有
更多的钱购买纪念品!

我应使用哪个机场，机场代码是什么？
利比里亚国际机场（也称为瓜纳卡斯特机场）机场代码：LIR

我如何及何时可以收到我的机票票券？ 
一旦您预订了航班，请将收据上载到Joffice™下的“仅限会员”，然后“上
载”。报销将于旅行结束后的 3 0天内发放, 且只发放给有出席参加旅行
的经销商。

我的航班报销将是多少？当您将收据上传到Joffice的 “上载” 部分后，退
款将在旅游结束后的30天内发出。

虽然我们知道商务舱很有诱惑力, 但若您选择购买高于机票券价值的
机票, 您将自行负责其差额。

是否提供机场接送？ 
于主要抵达和离开日期，机场和酒店之间的接送服务将为优胜者提供。
若在截止日期前仍未提供航班资料，机场接送则无法受到保证。若您选
择提早抵达或延迟离开，接送服务将不包含在内。重要提示：来往机场
和酒店大约是９０分钟，若我们没有正确的航班详情，我们将不提供接
送，且若您要自行安排接送则费用将由您自行负责。

常见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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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我将会住在哪里？ 
您将居住在Dreams Las Mareas哥斯达黎加。这家全包式度假村位于瓜
纳卡斯特地区的 Playa El Jobo，坐落在广阔的棕榈树点缀的海滩上，被
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脉和丛林包围。所有年龄层的宾客可以享受水上运动
和陆地活动的动感十足的假期或在游泳池日光浴或躺在别墅放松。通过
现场娱乐表演、户外酒吧和休息室等，将乐趣延续到晚上。拿着您的相
机，带着您的伙伴准备就绪，因为此假日将会是一个亮点。 

所有膳食都包含在内吗？  
Dreams Las Mareas 哥斯达黎加是全包式的，意味餐厅中的食物和饮料
是包含在内的。
对优质酒精饮料或有一些限制；抵达时请咨询酒店。

本地货币是什么？ 
哥斯达黎加的当地货币为哥斯达黎加克朗（CRC）  若您想要购买纪念
品，我们建议您将您的本地货币兑换成哥斯达黎加克朗。

行程
我将会在何时知道该星期我们所进行的活动？ 
当我们正计划完成您的旅游，确保常查看Joffice中婕斯旅游部分的完整
行程。当您抵达您的酒店，您可从接待处领取行程列印本和一些有趣的
礼品，婕斯代表将会为您提供。 

当我抵达时，若有问题，我应该向谁询问？ 
在您酒店的接待处将会有我们分派出的团队来回答您的问题。

我应该整理什么, 有着装要求吗？
我们建议在大多的行程中以休闲服装为主，因为您将会进行许多步行。对
于欢迎和欢送聚会，建议穿度假村服装。  

您可能要携带：
• 适用于凉爽夜晚的外套
• 泳衣
• 防晒霜，帽子和墨镜
• 舒适的徒步鞋
• 水鞋(选项)

当旅游接近时，确保查看您Joffice的婕斯旅游部分以获取最新服装资
讯。 

若婕斯取消或展延我们的奖励旅游，会如何？
虽然我们从不期望取消或展延我们的任何旅行，但不可预见的情况可能
会出现。我们强烈建议您购买旅行保险，以支付您可能产生的任何与旅
行有关的费用，如航班。如果旅行取消或延期婕斯将不会报销经销商或
其宾客的任何自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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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有近25,000经销商获得奖励旅游资格。 
*这大约占所有获得至少 1 个旅行积分的经销商的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