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7月6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報到 秀玲 郁純 美利

10:30~11:30 自我介紹

13:30~14:30 東興企業實習開訓 台中分公司 黃文彥經

14:40~15:40 生命靈數 義棋主任

15:50~18:00 命運哇哇叫 秀玲專員

7月7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秀玲專員

13:30~14:30 喚醒心中巨人 家豪處經理

14:40~15:40 適性分析 各主管

7月8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壽險事業觀 正富經理

13:30~14:30 推銷六大步驟 冠良襄理

14:40~15:40 人生三階段四問題 冠廷主任

7月9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哈燒商品-IWL2 俞傑主任

13:30~14:30

14:40~15:40

7月10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IWL2演練 俞傑,家豪,雅惠,裕政

13:30~15:40 讓鵝毛飛 欽弘經理

星期五

第 一 週 課 程 表                      值星:秀玲 俞傑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創世募發票 秀玲專員



日期 講師 備註
7月13日

冠良襄理

正富經理

正富 秀玲 義棋 冠廷

7月14日

欽弘經理

彩蓮專員

聯興 楊東霖經理

7月15日 秀玲、彩蓮、美利 分公司

秀玲、彩蓮、美利 分公司

政男副理 分公司

7月16日 ETC

冠良襄理、家豪處經理 ETC

7月17日

華南產險 何立偉專員

雅惠襄理

雅惠襄理

7月18日 杜副總、沈剛處經理 ETC

星期六

13:30~14:30 哈燒商品WPA+AI

14:40~15:40 WPA+AI演練

13:00~16:30 名人講座

郁純專員 ETC
14:40~15:40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星期五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車險知多少

9:00~10:30 業務大會

星期四 10:30~11:30 ETC參訪

13:30~14:30
名模生死鬥

9:00~11:30 推銷實務(ETD)

星期三 13:30~14:30 參訪分公司

14:40~15:40 教育訓練制度說明

13:30~14:30 南山三寶

14:40~15:40 南山三寶(製作)

19:00~20:9 東興夜訓

哈燒商品-RLTC

14:40~15:40 RLTC演練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星期二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吸特樂名單

第 二 週 課 程 表                      值星:正富 雅惠
時間 課程說明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星期一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人人都是業務員

13:30~14:30



日期 時間 課程 課程說明 備註
7月20日 8:30~9:00

9:00~10:00

10:30~11:30

13:30~14:30

14:40~15:40

7月21日 8:30~9:00

9:00~10:00

10:30~11:30

13:30~14:30

14:40~15:40

7月22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保險龍捲風 裕政襄理

13:30~14:30 建立普通問題 永山經理

14:40~15:40 四星人生 彩蓮專員

7月23日 8:30~9:00

9:00~10:00

13:30~14:30 社會保險（病有所醫） 欽弘經理

14:40~15:40 建立個別問題 郁純專員

7月24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夢想版 俞傑主任 冠良襄理

13:30~15:40

星期五

補假

星期二

星期三

增員講座 ETC
星期四

第 三 週 課 程 表                值星:裕政 義棋

小豆苗

星期一

小豆苗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7月27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人身全險 冠廷主任

13:30~14:30

14:40~15:40

7月28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社會保險(老有所養) 義棋主任

13:30~12:00 價值與價格 義棋主任

13:30~15:40 以物易物 冠良襄理

7月29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建議書說明 秀玲專員

13:30~14:30 保單健診 冠廷主任

14:40~15:40

7月30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手寫建議書 永山經理

13:30~14:30 手寫建議書演練 永山經理

14:40~15:40

7月31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激勵成交 裕政襄理

13:30~14:30

14:40~15:40
ETC

星期二

星期三

主管時間

星期四

主管時間

第 四 週 課 程 表                值星:冠廷 彩蓮

星期一

夢想版報告 郁純專員

星期五

COP決賽



日期 時間 課程 課程說明 備註
8月3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IWL2行銷大賽 俞傑主任

13:30~14:30 南山之路 岱紜 桂妃 惠珺

14:40~15:40 主管時間

8月4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見證奇蹟 俞傑主任

13:30~14:30

14:40~15:40

8月5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生死錢關 欽弘經理

13:30~14:30

14:40~15:40

8月6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行銷座談分享 雅惠 冠良 義棋

13:30~14:30

14:40~15:40

8月7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與成功者有約報告製作

13:30~14:30

14:40~15:40

星期三

鄉親你好 雅惠襄理

星期四

鄉親你好製作報告 雅惠襄理

第 五 週 課 程 表                值星:欽弘 郁純

星期一

星期二

天才衝衝衝 欽弘經理

星期五

桌遊 冠廷主任



日期 時間 課程 課程說明 備註
8月10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環遊世界在南山 家豪處經理

13:30~14:30

14:40~15:40

8月11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議題式行銷～補充健保費 家豪處經理

13:30~14:30 議題式行銷～DRGs 正富經理

14:40~15:40

8月12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市場開發教導

13:30~14:30 市場開發實作

14:40~15:40 回饋

8月13日 9:00~11:00 業務大會 ETC

11:00~12:00 創意行銷 欽弘經理 ETC

13:30~14:30

14:40~15:40

8月14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29 MDRT之旅 冠良襄理

10:30~11:30

13:30~15:40

星期四

運動會 欽弘經理 ETC

星期五

電話行銷 彩蓮專員

第 六 週 課 程 表                值星:冠良 雅惠

星期一

與成功者有約報告 冠良襄理

星期二

主管時間

星期三

冠廷主任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8月17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服務代替推銷 如娟專員

13:30~14:30

14:40~15:40

8月18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一年的改變 明憲 嘉宏 彩蓮

13:30~14:30

14:40~15:40

8月19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幸福　來自我的選擇 雅惠襄理

13:30~14:30 愛與承諾 裕政襄理　桂妃專員

14:40~15:40 說故事比賽準備

19:00~20:10 東興夜訓 范姜佑禮 經理

8月20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13:30~14:30

14:40~15:40

8月21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說故事比賽 冠良襄理

13:30~15:40 賭王大賽 欽弘經理

8月22日

星期六
13:00~16:30 名人講座 群真　張雲翔處經理 ETC

星期三

星期四

主管客戶趴趴走

星期五

第 七 週 課 程 表                值星:裕政 彩蓮

星期一

主管時間

星期二

拍賣會 裕政襄理



日期 時間 課程 課程說明 備註
8月24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關鍵密碼 永山經理

13:30~14:30

14:40~15:40

8月25日 8:30~9:00

9:00~10:00

10:30~11:30 處經理的南山三寶 家豪處經理 ETC

13:30~14:30

14:40~15:40

8月26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有願有力夢想相隨 義棋主任

13:30~14:30

14:40~15:40

8月27日 8:30~9:00

9:00~10:00

10:30~11:30

13:30~14:30

14:40~15:40

8月28日 8:30~9:00 一日之計在於晨

9:00~10:00 晨會

10:30~11:30 百萬小學堂 欽弘經理

13:30~14:30

14:40~15:40

星期五

結業式 雅惠襄理

畢業旅行 欽弘經理

星期四

增員講座 ETC
星期二

茶道
永山 正富 裕政

冠廷 俞傑 義棋
ETC

第  八 週 課 程 表              值星:義棋 美利

星期一

主管時間

星期三

主管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