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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第一週)   

時間/日期 7月 4日(一) 7月 5日(二) 7月 6日(三) 7月 7日(四) 7月 8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開訓典禮 富邦金控介紹 TC910文化介紹 人際溝通表達訓練 
證照金飯碗打造

一生的財富 

13:30~16:30 認識你.我.他 數字 DNA 保單健診(1) 工作價值觀分析 實習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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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第二週)   

時間/日期 7月 11日(一) 7月 12日(二) 7月 13日(三) 7月 14日(四) 7月 15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壽險考照班 壽險考照班 成功者信念 保險公司介紹 
購買保險後會面

臨到的問題(2) 

13:30~16:30 壽險考照班 壽險考照班 團隊合作 
購買保險後會面臨

到的問題(1) 
主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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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第三週)  

時間/日期 7月 18日(一) 7月 19日(二) 7月 20日(三) 7月 21日(四) 7月 22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新人基礎班 新人基礎班 
購買保險後會面

臨到的問題(3) 

信用卡使用說明專

案寒喧運用 
汽機車保險認識 

13:30~16:30 新人基礎班 新人基礎班 通關測驗 保險健診(2) 現金流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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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第四週)   

時間/日期 7月 25日(一) 7月 26日(二) 7月 27日(三) 7月 28日(四) 7月 29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房價漲跌與人口紅利 

  專業寒暄的運用 
保單健診(3) 富邦新星 

兩天一夜(戶外活動) 

13:30~16:30 

首次面談 

  處理反對問題

(1) 

首次面談 

  處理反對問題

(2) 

通關測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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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  (第五週)   

時間/日期 8月 1日(一) 8月 2日(二) 8月 3日(三) 8月 4日(四) 8月 5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電影欣賞 
超值服務在 

銷售上運用 
主管時間 以物易物說明 實習班會 

13:30~16:30 需求表格運用(1) 甘霖基金會 保單健診(4) 以物易物 
啟動夢想天空

(1) 

      

      



      

      

2016  富邦人壽-中國通訊處 實習課程表 6/8 

八月份  (第六週)   

時間/日期 8月 8日(一) 8月 9日(二) 8月 10日(三) 8月 11日(四) 8月 12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TED 欣賞 人脈樹狀圖 創世基金會 募集愛心心得分享 實習班會 

13:30~16:30 保單健診(5) 主管時間 募集愛心 業務制度解析 保齡球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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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  (第七週)   

時間/日期 8月 15日(一) 8月 16日(二) 8月 17日(三) 8月 18日(四) 8月 19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TED分享 讀書心得報告(二) 成功新星 電話行銷 問卷開發 

13:30~16:30 讀書心得報告(一) 環遊世界分享 啟動夢想 part2 理賠實務分享 主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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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  (第八週)   

時間/日期 8月 24日(一) 8月 25日(二) 8月 26日(三) 8月 27日(四) 8月 28日(五) 

08:30~08:50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主管時間 

08:55~10:00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早會 

10:30~12:00 TED 分享 客戶關係管理 主管時間 實習班會 班主任時間 

13:30~16:30 雲端 e 化管理 創意行銷 啟動夢想 part3 電影欣賞 
結訓座談會 

結訓 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