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星期 晨會 上午10:00~12:00 講師 中午 下午14:00~16:30 講師

7月2日 一 8:30~ 環境介紹、自我介紹、職業適性測驗 龍銘雄經理 人生理財規劃 龍銘雄經理

7月3日 二 8:10~ 訓練中心導覽及產業介紹 龍,姿,妍,尹 魔術V.S破冰 龍銘雄經理

7月4日 三 8:50~ 長官致歡迎詞、介紹主管(意見交流) 全體參加 聚餐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5日 四 8:50~ 推銷六脈神劍 李姿滿經理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6日 五 8:50~ 推銷其實很簡單 吳妍慧經理 大家來開講(即席演講) 全體參加

7月7日 六

7月8日 日

7月9日 一 8:50~ 一見你就笑(接觸的技巧) 陳桂英襄理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10日 二 8:50~ 陪同作業 各主管 現金流理財遊戲 全體參加

7月11日 三 8:50~ 附約行銷話術 嚴梓尹主任 熱線你和我(電話行銷及實戰) 林真如主任

7月12日 四 8:50~ 8 V.S ∞ (客戶反對問題處理) 蔡易融主任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13日 五 8:50~ 如何規劃一份完整保單 徐明聖主任 生命靈數&塔羅 黃毓玲襄理

7月14日 六

7月15日 日

7月16日 一 8:50~ 如果有一天(理賠實務) 嚴梓尹主任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17日 二 8:50~ 外幣保單行銷話術 哖佩萱主任 陌生拜訪及掃街實戰 全體參加

7月18日 三 8:50~ 如何開發客源及轉介紹 李姿滿經理 辯論主題與分組 楊雅佑主任

7月19日 四 8:50~ 陪同作業 各主管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20日 五 8:50~ 保險故事 龍銘雄經理 笑話比賽 各主管

7月21日 六

7月22日 日

7月23日 一 8:50~ 你買了什麼(如何檢視保單) 哖佩萱主任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24日 二 8:50~ 菁英班介紹 嚴梓尹主任 陌生拜訪及掃街實戰 全體參加

7月25日 三 8:50~ 夢想啟動 李姿滿經理 熱線你和我(電話行銷及實戰) 林真如主任

7月26日 四 8:50~ 巴黎V.S八里(退休金規劃) 吳妍慧經理 陪同作業 各主管

7月27日 五 8:50~ 賽前準備 各主管 辯論比賽 全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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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晨會 上午10:00~12:00 講師 中午 下午13:30~16:30 講師

7月30日 一 8:50~ 八月行程說明(8/17.26策劃) 龍銘雄經理 實習心得分組研討 楊雅佑主任

7月31日 二 8:50~ 方城之戰 哖佩萱主任 創世基金會 全體參加

8月1日 三 8:50~ 車險實務 龍銘雄經理 投資面面觀 蔡易融主任

8月2日 四 8:50~ 不老騎士影片欣賞與分享 林真如主任 主管訪談~張德政 經理 吳妍慧經理

8月3日 五 8:50~ 活動策劃 李姿滿經理 保齡球大賽 全體參加

8月4日 六

8月5日 日

8月6日 一 8:50~ 實習心得分組研討 楊雅佑主任 主管訪談~楊覺民 經理 吳妍慧經理

8月7日 二 8:50~ 錢不夠用影片欣賞與分享 蔡易融主任 陪同作業 各主管

8月8日 三 8:50~ 生命共同體 全體參加 結業典禮策劃(業代桌) 哖佩萱主任

8月9日 四 8:50~ 活動決議 全體主管 主管訪談~余國煦 經理 李姿滿經理

8月10日 五 8:50~ 三個傻瓜影片欣賞 嚴梓尹主任 夢想板 全體參加(姿滿)

8月11日 六

8月12日 日

8月13日 一 8:50~ 投資型(北台中)&陪同作業 各主管 投資型(北台中)&陪同作業 各主管

8月14日 二 8:50~ 投資型(北台)&公輔班(南台) 各主管 投資型(北台)&公輔班(南台) 各主管

8月15日 三 8:50~ 投資型(北台)&公輔班(南台) 各主管 陪同作業&公輔班(南台) 各主管

8月16日 四 8:50~ 外幣(北台)&公輔班(南台) 北台中 實習心得分組研討 楊雅佑主任

8月17日 五 8:50~ 高爾夫體驗營 全體參加 以物易物 全體參加(妍慧)

8月18日 六

8月19日 日

8月20日 一 8:50~ 回學校　 回學校

8月21日 二 8:50~ 戶外體驗 全體參加 戶外體驗 全體參加

8月22日 三 8:50~ 回學校　 回學校

8月23日 四 8:30~ 爬山趣~ 全體參加 賭王爭霸賽 蔡易融主任

8月24日 五 8:50~ 實習心得簡報&結業典禮 全體參加    惜  別  餐  會  (銀櫃KTV) 全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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