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星期 晨會 上午10:00~12:00 講師 午休

7月9日 一 8:30 環境介紹、自我介紹 龍銘雄經理

7月10日 二 8:40 介紹主管 龍,姿,妍,尹 聚餐

7月11日 三 8:40 推銷六脈神劍 李姿滿經理

7月12日 四 8:40 柯神的一天 全體參加

7月13日 五 8:40 大家來開講(即席演講) 吳妍慧經理

7月14日 六 8:30

7月15日 日 8:30

7月14日 六

7月15日 日

7月16日 一 8:40 客源開發與經營 張巧臻主任

7月17日 二 8:40 商品知識 分公司

7月18日 三 8:40 反對問題處理&DRGS

7月19日 四 8:40 商品小學堂 林育嫺主任

7月20日 五 8:40 高爾夫體驗營、辯論題目 徐明聖主任

7月21日 六

7月22日 日

7月23日 一 8:40 儲蓄險行銷話術 李意雯主任

7月24日 二 8:40 料理東西軍 林俐岑主任

7月25日 三 8:40 我的客戶來源及推銷方式 各主管

7月26日 四 8:40 如何規劃完整保單&檢視保單 哖佩萱主任

7月27日 五 8:40 笑話比賽(家穎) 各主管

7月28日 六

7月29日 日 林育嫺主任

7月30日 一 8:40 保險商品設計

7月31日 二 8:40 新秀輔訓計畫介紹 嚴梓尹主任

8月1日 三 8:40 超級比一比(婷婷、宛吟) 各主管

8月2日 四 8:40 辯論賽前準備 龍銘雄經理

8月3日 五 8:40 辯論比賽 全體參加

8月4日 六 8:40

8月6日 一 8:40 戶外活動分組策劃

8月7日 二 8:40 生命靈數

8月8日 三 8:40 爸爸真偉大

8月9日 四 8:40 夢想板 徐明聖主任

8月10日 五 8:40 活動策劃

8月11日 六 8:30

8月12日 日 8:30

8月13日 一 8:40 活動策畫決議

8月14日 二 8:40 我的客戶來源及推銷方式

8月15日 三 8:40 投資型保單說明

8月16日 四 8:40 活動策劃

8月17日 五 8:40 公益活動(嘉慧主任) 紀宛如主任

8月18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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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日

8月20日 一 8:40 結業典禮策劃

8月21日 二 8:40 外幣考照班

8月22日 三 8:40 我的客戶來源及推銷方式

8月23日 四 8:40 美元保單解析 嚴梓尹主任

8月24日 五 8:40 賭王爭霸賽(聖翰主任) 全體參加

8月25日 六

8月26日 日

8月27日 一 8:40 巴黎VS八里 嚴梓尹主任

8月28日 二 8:40 我的客戶來源及推銷方式

8月29日 三 8:40 戶外活動

8月30日 四 8:40 結業典禮策劃 吳妍慧經理

8月31日 五 8:40 實習心得簡報&結業典禮 各主管



下午13:30~16:30 講師

適性分析 龍銘雄經理

魔術V.S破冰 龍銘雄經理

方城之戰 黃智偉主任

保險故事 李姿滿經理

陪同作業 各主管

RLTC面面觀 紀宛如主任

商品知識 分公司

陪同作業 各主管

固定推銷模式及演練 陳英傑襄理

熱線你和我(電話行銷) 李意雯襄理

夢想起飛講座 ETC

陌生拜訪及掃街實戰 林仕豪主任

料理東西軍 全體參加

陪同作業 各主管

保險意義與功能&南山三寶 蕭輔亮經理

星座分析&塔羅 黃毓玲老師

如果有一天(理賠實務) 柯朝棟襄理

車險面面觀 黃思怡主管

陪同作業 各主管

人生規劃&南山制度 何家銘主任

夢想啟動 李姿滿經理

影片欣賞 英傑主任

主管訪談~績優主管 廷衛經理

陪同作業 各主管

接觸的技巧 沛霈主任

五花八門專題報告 全體參加

主管訪談~績優主管 意雯襄理

影片欣賞 英傑主任

陪同作業 各主管

瘋狂購物站 廷衛經理

公益活動 全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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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訪談~績優主管 妍慧經理

外幣考照班 台中分公司

桌遊 宛如主任

激勵、成交、售後服務 巧臻主任

結業典禮策劃 立少襄理

晚上升級晚會(女兒紅) 全體參加

陪同作業 各主管

活動策畫 智偉主任

戶外活動 全體參加

誰人跟我比 育嫺、意雯襄理

惜別餐會(闔家歡KTV) 全體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