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壽 102 年產學合作---暑期實習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7/01 一 

9:00~12:00 開訓、迎新、班主任介紹 
中國人壽分公司 

長官及各輔導主管 

13:00~17:00 分組、實習手冊說明 
各輔導主管 

班主任 

07/02 二 
9:00~12:00 兒童理財遊戲 李俞蒨 主任 

13:00~17:00 證券實務 李隆典 副理 

07/03 三 
9:00~12:00 兒童理財師資培訓 李俞蒨 主任 

13:00~17:00 證券實務 李隆典 副理 

07/04 四 
9:00~12:00 現金流遊戲 楊昌倫 主任 

13:00~17:00 證券實務 李隆典副理 

07/05 五 
9:00~12:00 現金流講師培訓 楊昌倫主任 

13:00~17:00 投資競賽獎勵—誰是巴菲特 李隆典 副理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7/08 一 
9:00~12:00 尋找準客戶&約訪 蔡宜珊 襄理 

13:00~17:00 Cold call &陌生開發 黃韻如 主任 

07/09 二 
9:00~12:00 初次面談/F.F 張玉榮 經理 

13:00~17:00 中壽品牌&退休理財 吳志松 處經理 

07/10 三 
9:00~12:00 健康規劃-【樂活】 

李志信 經理 
13:00~17:00 商品演練 

07/11 四 
9:00~12:00 儲蓄規劃-【富足】 

張玉榮 經理 
13:00~17:00 商品演練 

07/12 五 
9:00~12:00 分公司參訪 台中分公司 

各部室主管 13:00~17:00 分公司參訪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7/15 一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台中五權分公司 

13:0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7/16 二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13:0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7/17 三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13:0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7/18 四 
9:00~12: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13:00~17:00 新人基礎班(分公司) 

07/19 五 
9:00~12:00 輔導主管時間 

台中分公司 
13:00~17:00 輔導主管時間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7/22 一 
9:00~12:00 發掘需求-FNA 

林麗滿 經理 
13:00~17:00 發掘需求-保單體檢系統 

07/23 二 
9:00~12:00 i-Rich 建議書操作 

廖恵卿 主任 
13:00~17:00 建議書製作 

07/24 三 
9:00~12:00 說明建議書&促成 

陳雅玲 襄理 
13:00~17:00 遞送保單&轉介紹 

07/25 四 
9:00~12:00 太陽寶典完成(行銷夾) 許錦雀 主任 

13:00~17:00 輔導主管時間 各輔導主管 

07/26 五 
9:00~12:00 

戶外活動 活動組 
13:00~17:00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7/29 一 
9:00~12:00 D.I.S.C 張玉榮 經理 

13:00~17:00 陌生開發 蔡宜珊 襄理 

07/30 二 
9:00~12:00 百萬學長姐分享 陳雅玲 襄理 

13:00~17:00 陌生比賽 蔡宜珊 襄理 

07/31 三 
9:00~12:00 夢想起飛 黃韻如 主任 

13:00~17:00 完成夢想板 黃韻如 主任 

08/01 四 
9:00~12:00 企業講師 企業總經理 

13:00~17:00 商品大展 許錦雀 主任 

08/02 五 
9:00~12:00 百萬學長姐分享 劉詠順 襄理 

13:00~17:00 商品比賽 許錦雀 主任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8/05 一 
9:00~12:00 核保實務 分公司主管 

13:00~17:00 活動企劃 實習生 

08/06 二 
9:00~12:00 理賠實務 分公司主管 

13:00~17:00 活動企劃 實習生 

08/07 三 
9:00~12:00 行政實務 分公司主管 

13:00~17:00 活動企劃 實習生 

08/08 四 
9:00~12:00 彩妝與美容 雅芳美容 

13:00~17:00 證券通關 李隆典 副理 

08/09 五 
9:00~12:00 基金實務 楊昌倫 主任 

13:00~17:00 投資型保單 楊昌倫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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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8/12 一 
9:00~12:00 產險實務 

泰安產險 
13:00~17:00 泰安產險參訪 

08/13 二 
9:00~12:00 大坑健行 實習生 

13:00~17:00 保險體檢系統 林麗滿 經理 

08/14 三 
9:00~12:00 推銷夾大展 

各輔導主管 
13:00~17:00 推銷夾選拔 

08/15 四 
9:00~12:00 保單體檢系統通關 林麗滿 經理 

13:00~17:00 誰是巴菲特 李隆典 副理 

08/16 五 
9:00~12:00 增員實務 楊昌倫 主任 

13:00~17:00 活動企劃 實習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8/19 一 
9:00~12:00 實習手冊檢視 班主任 

13:00~17:00 通關確認 實習學生 

08/20 二 
9:00~12:00 實習手冊檢視 班主任 

13:00~17:00 活動準備 實習學生 

08/21 三 
9:00~12:00 通關確認 各輔導主管 

13:00~17:00 活動準備 實習學生 

08/22 四 
9:00~12:00 活動準備 

實習學生 
13:00~17:00 活動準備 

08/23 五 
9:00~12:00 

結訓戶外活動 太陽家族 
13:00~17:00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8/26 一 
9:00~12:00 實習報告作業 

實習學生 

13:00~17:00 結訓活動檔案 

08/27 二 
9:00~12:00 實習報告作業 

13:00~17:00 結訓活動檔案 

08/28 三 
9:00~12:00 實習報告作業 

13:00~17:00 結訓活動檔案 

08/29 四 
9:00~12:00 回饋與分享製作 

13:00~17:00 實習影片完成 

08/30 五 
9:00~12:00 

結訓典禮 太陽家族 
13:00~17:00 

 

實習單位: 

中國人壽-太陽通訊處 04-2243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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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