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2014201420142014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6/306/306/306/30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7/7/7/7/1111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7/7/7/7/2222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7/7/7/7/3333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7/7/7/7/4444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開訓典禮開訓典禮開訓典禮開訓典禮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生活處處生活處處生活處處生活處處    

是保險是保險是保險是保險    

夢想的殿堂夢想的殿堂夢想的殿堂夢想的殿堂    

(CEO(CEO(CEO(CEO 結訓結訓結訓結訓))))    

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    

認認認認識識識識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黃金錠嵂黃金錠嵂黃金錠嵂黃金錠嵂    

發現鑽石發現鑽石發現鑽石發現鑽石    

發現貴人發現貴人發現貴人發現貴人    

你就是名牌你就是名牌你就是名牌你就是名牌    

適性分析適性分析適性分析適性分析    

你不可不知的你不可不知的你不可不知的你不可不知的    

金融業金融業金融業金融業    

創意行銷創意行銷創意行銷創意行銷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7/7/7/7/7777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7/7/7/7/8888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7/7/7/7/9999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7/7/7/7/10101010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7/17/17/17/11111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我的保險需求我的保險需求我的保險需求我的保險需求    

&&&&    

看好你的保單看好你的保單看好你的保單看好你的保單    

理賠你我他理賠你我他理賠你我他理賠你我他    明日的記憶明日的記憶明日的記憶明日的記憶    商品介紹與搭配商品介紹與搭配商品介紹與搭配商品介紹與搭配    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夢想海報夢想海報夢想海報夢想海報    窮爸爸富爸爸窮爸爸富爸爸窮爸爸富爸爸窮爸爸富爸爸    奧瑞岡辯論奧瑞岡辯論奧瑞岡辯論奧瑞岡辯論    

拓展人脈拓展人脈拓展人脈拓展人脈    

建立好關係建立好關係建立好關係建立好關係    

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    

同理心停看聽同理心停看聽同理心停看聽同理心停看聽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2014201420142014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7/17/17/17/14444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7/17/17/17/15555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7/17/17/17/16666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7/17/17/17/17777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7/17/17/17/18888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    

人脈存摺人脈存摺人脈存摺人脈存摺    
金剛豬公金剛豬公金剛豬公金剛豬公    概說概說概說概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平凡中的不平凡平凡中的不平凡平凡中的不平凡平凡中的不平凡    以物易物以物易物以物易物以物易物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好康報你知    

約訪競賽約訪競賽約訪競賽約訪競賽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團隊藍圖團隊藍圖團隊藍圖團隊藍圖 101 101 101 101     
金融戰略王金融戰略王金融戰略王金融戰略王    

創愛計畫創愛計畫創愛計畫創愛計畫    

行前訓練行前訓練行前訓練行前訓練    
以物易物以物易物以物易物以物易物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週週週週】】】】創愛計畫創愛計畫創愛計畫創愛計畫 Join Join Join Join inininin    LoveLoveLoveLove    

    7/27/27/27/21111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7/27/27/27/22222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7/27/27/27/23333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7/27/27/27/24444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7/27/27/27/25555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JOIN IN LOVEJOIN IN LOVEJOIN IN LOVEJOIN IN LOVE    

創創創創愛愛愛愛計計計計畫畫畫畫    

活活活活動營隊動營隊動營隊動營隊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未來黃金人生未來黃金人生未來黃金人生未來黃金人生    管管管管道道道道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老鷹的故事老鷹的故事老鷹的故事老鷹的故事    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與小老師有約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2014201420142014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    

    7/27/27/27/28888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7/297/297/297/29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7777////33330000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7777////33331111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8/18/18/18/1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創意行銷創意行銷創意行銷創意行銷】】】】    

    

兩天一夜兩天一夜兩天一夜兩天一夜    

超值行超值行超值行超值行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邁入職場的第一步邁入職場的第一步邁入職場的第一步邁入職場的第一步    
保險有保險有保險有保險有錠嵂錠嵂錠嵂錠嵂    

人生無憂慮人生無憂慮人生無憂慮人生無憂慮    
與處經理有約與處經理有約與處經理有約與處經理有約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愛的傳遞愛的傳遞愛的傳遞愛的傳遞    小小小小組時間組時間組時間組時間    小組時間小組時間小組時間小組時間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週週週週】】】】    

    8/8/8/8/4444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8/8/8/8/5555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8/8/8/8/6666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8/8/8/8/7777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8/8/8/8/8888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錠嵂錠嵂錠嵂錠嵂 EEEE 線線線線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沙漠求生沙漠求生沙漠求生沙漠求生    

【【【【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    

壽險壽險壽險壽險    醫療險醫療險醫療險醫療險    

意外險意外險意外險意外險    

【【【【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    

癌症癌症癌症癌症    

重大疾病險重大疾病險重大疾病險重大疾病險    

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運動日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CEOCEOCEOCEO 成功見證成功見證成功見證成功見證    因賞識而成功因賞識而成功因賞識而成功因賞識而成功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體驗教育體驗教育體驗教育體驗教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蜘蛛網蜘蛛網蜘蛛網蜘蛛網))))    

藍鵲企業家藍鵲企業家藍鵲企業家藍鵲企業家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給父親的一封信給父親的一封信給父親的一封信給父親的一封信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2014201420142014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八營業處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週週週週】】】】    

    8/18/18/18/11111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8/18/18/18/12222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8/18/18/18/13333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8/18/18/18/14444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8/18/18/18/15555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    

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    

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總公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執教班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六大保障】】】】    

失能險失能險失能險失能險    

長期看護險長期看護險長期看護險長期看護險    

認識鑽石認識鑽石認識鑽石認識鑽石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KANOKANOKANOKANO    小老師時間小老師時間小老師時間小老師時間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8/18/18/18/18888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8/198/198/198/19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8/28/28/28/20000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8/218/218/218/21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8/228/228/228/22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8:308:308:308:30----10:0010:0010:0010:00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早會學習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    

示範示範示範示範    

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完美行銷流程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建議書軟體建議書軟體建議書軟體建議書軟體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社會新鮮人社會新鮮人社會新鮮人社會新鮮人    

工工工工作心作心作心作心得得得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把把把把愛傳愛傳愛傳愛傳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3:3013:3013:3013:30----16:016:016:016:00000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重重重重返侏儸紀返侏儸紀返侏儸紀返侏儸紀    
華爾街之狼華爾街之狼華爾街之狼華爾街之狼    團康團康團康團康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小組時間小組時間小組時間小組時間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餐餐餐餐會會會會    

&&&&    

結業結業結業結業式式式式    

16:016:016:016:00000----16:316:316:316:30000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竹孟踏實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