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相見歡丶探索自我                            當週值星:陳重廷 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7/03 一 

9:00~12:00 開訓、迎新、班主任介紹 組發組 長桌區 

13:30~15:30 遊戲相見歡、自我介紹 組發組 長桌區 

15:30~17:00 分組、實習手冊說明+DISC 班主任、副班主任 長桌區 

07/04 二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長桌區 

10:00~13:00 認識環境+遊戲(直播) 活動組 會議室 

14:00~17:00 分組分享+財金作業 許雅涵 主任 會議室 

07/05 三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長桌區 

10:00~12:00 太陽十大力量 李志信 資深經理 會議室 

13:30~15:00 成功學長之路 徐正豪 主任 會議室 

15:00~17:00 生命靈數(命運) 陳佩榆 主任 會議室 

07/06 四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長桌區 

10:00~12:00 百萬年薪之路 蔡宜珊 襄理 會議室 

13:30~17:00 桌遊 李健宏 主任 長桌區 

07/07 五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長桌區 

10:00~12:00 DISC 解說(自我) 
張玉榮 經理 

輔導主管 
 

13:30~14:00 週記時間 值星官  

14:00~17:00 喚醒心中的巨人 陳虹花 襄理 會議室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築夢踏實丶關懷弱勢                          當週值星:吳少棋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7/10 一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文馨閱讀分享（中國人壽影
片）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區活動 各區區經理  

07/11 二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夢想起飛(生涯規劃) 李彥叡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彩繪人生(完成夢想版) 李彥叡 主任 長桌區 

07/12 三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全險寶寶 陳卉棋 主任 會議室 

13:30~16:00 新享富增利 
陳雅玲  

資深經理 
會議室 

16:00~17:00 各組演練分享 
陳雅玲  

資深經理 
長桌區 

07/13 四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保險小故事/電影  
我想念我自己 趙恭信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機構參訪 組發組  

07/14 五 

9:00~10:00 早安！分享（機構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保險小故事(各組分享) 趙恭信 主任 會議室 

13:30~14:00 週記時間(佈達下周主題) 值星官 會議室 

14:00~17:00 退休三桶金 陳乙菲 主任 會議室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創造力丶團隊合作                            當週值星:徐正豪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7/17 一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文馨閱讀分享(瞭解中國人
壽)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羽球 廖惠卿 主任  

07/18 二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以物易物課程 
周亭君  

行銷經理 
會議室 

13:30~17:00 出發以物易物 組發組 戶外 

07/19 三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認識醫療 董竹君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我想變有錢(資產配置與理

財觀念建立) 
賴素貞 經理 長桌區 

07/20 四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產險介紹與理賠實務 華南 葉鎮華 會議室 

13:30~17:00 參訪產險公司 華南 葉鎮華 華南 

07/21 五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意外四兄弟 許沛溱 主任 會議室 

13:30~14:00 週記時間(佈達下周主題) 值星官 會議室 

14:00~17:00 活動企劃(達人秀) 活動組 會議室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Fintech 丶保單健診                         當週值星:周亭君行銷經理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7/24 一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文馨閱讀分享 (保險意義
與功能)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羽球 廖惠卿 主任  

07/25 二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保單健診的好處 黃韻如 襄理 會議室 

13:30~17:00 輔導主管時間 輔導主管  

07/26 三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保單案例分析 黃韻如 襄理 會議室 

13:30~17:00 保單體檢系統通關 李慧馨 襄理 長桌區 

07/27 四 

9:00~12:00 陌生開發+演練 吳少棋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陌生開發比賽+分享 吳少棋 主任 戶外 

07/28 五 

9:00~12:00 FNA 李俞蒨 襄理 會議室 

13:30~14:00 週記時間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E 化行銷 黃姿穎 主任 會議室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溝通力丶投資學                              當週值星:陳乙菲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7/31 一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E 化行銷分享 黃姿穎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我是大富翁 (透過現金流探
討理財觀) 楊昌倫 襄理 會議室 

08/01 二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客戶關係管理 陳乙菲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輔導主管時間 輔導主管  

08/02 三 

9:00~12:00 早會參與+輔導主管時間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達人秀企劃 活動組  

08/03 四 

9:00~12:00 達人秀企劃+場勘 活動組  

13:30~17:00 達人秀(體驗式活動) 活動組  

08/04 五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投資我在行 (基金實務與投
資) 楊昌倫 襄理 會議室 

13:30～14:00 週記 值星官 會議室 

14:00~17:00 晉升晚會策劃分組 組發組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專業保險業務職前訓練                       當週值星:李慧馨襄理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8/07 一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日健體檢中心 外聘講師 會議室 

13:30~17:00 分公司參訪 呂筱琪 主任 分公司 

08/08 二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台中五權分公司 

13:3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8/09 三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13:3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8/10 四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130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8/11 五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週記時間+照片整理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密室逃脫 各區 訂場地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晚會籌備丶未來期許                               當週值星:ANZO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8/14 一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保單案例規劃 李俞蒨 襄理 會議室 

13:30~17:00 晉升晚會籌備 活動組  

08/15 二 

9:00~10: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時空膠囊(未來目標) 徐正豪 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銷售錦囊 
陳雅玲 資深

經理 
會議室 

08/16 三 

9:00~11:00 
老闆的心態面（宇睿或保險行
銷） 蔡宇睿 長桌區 

11:00~12:00 分組分享(老闆心態面)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輔導主管時間（通關） 輔導主管  

08/17 四 

9:00~11:00 財金導讀 值星官 會議室 

11:00~12:00 週記時間 值星官 會議室 

13:30~17:00 晉升晚會籌備 活動組  

08/18 五 

9:00~12:00 

晉升晚會總籌備 活動組  

13:30~17:00 

18:00~21:30 晉升晚會 活動組  

 

 



 

                                        

中國人壽 106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主題:實習即上手丶畢業即出國                       當週值星:廖惠卿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場地 

08/21 一 

9:00~10: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0:00~12:00 活動檢討及回饋 班（副）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實習報告作業 班（副）主任 會議室 

08/22 二` 

9:00~11:00 早安！分享 班（副）主任 會議室 

11:00~12:00 製做實習手冊 班（副）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實習影片完成 班（副）主任 會議室 

08/23 三 

9:00~11: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1:00~12:00 兒童理財 洪畦榛 主任 會議室 

13:30~14:00 週記時間/收週記 值星官 會議室 

14:00~17:00 兒童理財(種子講師演練) 洪畦榛 主任 會議室 

08/24 四 

9:00~11:00 早安！分享 值星官 會議室 

11:00~12:00 班主任時間 班（副）主任 會議室 

13:30~17:00 畢業即上手 
吳志松 資深

處經理 
會議室 

08/26 五 
9:00~12:00 結訓活動 班（副）主任 新社 

13:30~17:00 結訓活動 班（副）主任 新社 

 

實習單位: 

中國人壽-太陽通訊處 04-22433295 

實習督導：吳志松資深處經理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 4段 875號 3樓 

*實習課程可能因當時業務單位總公司活動而調整課程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