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別 時間 7/9 7/10 7/11 7/12 7/13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迎新(朝陽實習生) 主題:保險、生活完美結合 主題:銷售流程 主題:客戶成交+約訪傳授
主題:成功人士採訪-中二事業

中心黃俊憲協理

指導員: 指導員:怡臻 指導員:需文+經理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合群

12:00-13:30

主題:無限夢想 主題:完美職人穿搭 主題:享利年年商品介紹 主題:電影欣賞
主題:針對享利年年退休規劃優

勢及反對問題處理

指導員:合群+班主任 指導員:怡臻 指導員:需文+經理 指導員:和平.需蔚 指導員:美香+貞如

主題:認識環境+CBS 主題:行政作業要保書 主題:享利年年反對問題 主題:電影欣賞分享 主題:總結與歸納

指導員:合群+班主任 指導員:晏萱+鳳玲 指導員:需文+經理 指導員:和平.需蔚 指導員:美香+貞如

週別 時間 7/16 7/17 7/18 7/19 7/20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成功人士訪後心得 主題:時勢分析 主題:信用卡 主題:激勵 主題:一日攝影師

指導員:經理+合群 指導員:正剛 指導員:劉秋藝 指導員:專員 指導員:和平+需蔚

12:00-13:30

主題:職域約訪演練 主題:激勵

指導員:貞吟+靜怡 指導員:菁婉課長

主題:約訪成果驗收 主題:搞懂基金大小事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貞吟+靜怡 指導員:需蔚 指導員:彭惠芳 指導員:和平+需蔚

週別 時間 7/23 7/24 7/25 7/26 7/27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專題分享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市場大冒險 主題:台壽公司制度介紹 主題:信用卡演練 主題:產險實務
主題:安心久久+新安心120商品

介紹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經理+合群 指導員:自行演練 指導員:產險專員 指導員:晏萱+貞如

12:00-13:30

主題:新人專案介紹

(TOP  A)
主題:辯論(安心120的需求)

指導員:經理+合群 指導員:懿芳+貞如

主題:職涯規劃 主題:安心120反對問題處理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經理+合群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玫菁+芷蓁 指導員:懿芳+貞如

週別 時間 7/30 7/31 8/1 8/2 8/3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月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職域約訪 主題:市場大冒險 主題:產險 主題:產險 主題:現金流

指導員:怡臻.懿芳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產險專員 指導員:產險專員 指導員:彭惠芳

12:00-13:30

主題:約訪通關
主題:最新金融趨勢專題比賽

簡報

指導員:怡臻.懿芳 指導員:經理+合群

台中分公司小天使體驗 主題:泰佳網頁PO文

指導員: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需文+美香 指導員:經理+合群 指導員:班主任+和平

主題:附約

主題:一日攝影師

午休

主題:烹飪實作

自己做烘焙俱樂部

台中市精明一街88號            04-

24628217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7月第四週)           班主任:張台義

主題:市場大冒險

主題:澳世情

15:30-17:00

第

四

週

10:00-12:00

13:30-15:30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7月第一週)         班主任:張台義

午休

10:00-12:00

13:30-15:30

第

一

週

15:30-17:00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7月第三週)           班主任:張台義

午休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7月第二週)         班主任:張台義

午休

主題:增吉利規劃+反對問

題
主題:市場大冒險

第

二

週

第

三

週

15:30-17:00

10:00-12:00

13:30-15:30
主題:市場大冒險 主題:信用卡

10:00-12:00

13:30-15:30

15:30-17:00



週別 時間 8/6 8/7 8/8 8/9 8/10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市場大冒險 主題:旺福商品介紹 主題:設計保單
主題:新健康滿分

商品介紹
主題:成功人士採訪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經理+雅瑜 指導員:正剛+晏萱 指導員:玫菁 指導員:合群

12:00-13:30

主題:辯論-

是否需要退休規劃
主題:設計講解 主題:保單檢視 主題:影片欣賞(明日的記憶)

指導員:經理+雅瑜 指導員:正剛+晏萱 指導員:雅瑜 指導員:經理+台義

主題:反對問題處理 主題:學員練習設計保單 主題:需求分析 主題:影片欣賞心得

指導員:各輔導員 指導員:經理+雅瑜 指導員:正剛+晏萱 指導員:雅瑜 指導員:經理+台義

週別 時間 8/13 8/14 8/15 8/16 8/17

08:30-0930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採訪心得分享 主題:信用卡問卷
主題:品味人生-

頂級咖啡響宴
主題:讀書會 主題:外幣考照班

指導員:合群 指導員:自行外出 指導員:經理+中緯經理 指導員:經理+班主任 指導員:

12:00-13:30

主題:外幣考照班

指導員:

主題:外幣考照班

指導員:班主任 指導員:和平+需蔚 指導員:

週別 時間 8/20 8/21 8/22 8/23 8/24

08:30-0930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主題:手作盆栽紀念品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產險考照班

指導員:彭三和協理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12:00-13:30

主題:夢想板報告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主題:實習成果演練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主題:投資型考照班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指導員:

週別 時間 8/27 8/28 8/29 8/30 8/31

08:30-0930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專題分享 單位早會+二次會議 單位早會:台壽新聞 單位早會:專題分享

主題:契象觀測站 主題:如何面對商品比較
主題:為何需要轉介紹及案

例分享
主題:成功人士 主題:成果展歡送會

指導員:雪梅 指導員:芷蓁 指導員:和平 指導員:達為分享 指導員:全部

12:00-13:30

主題:保服傳播站 主題:資格模擬考 主題:轉介紹練習 主題:成果展歡送會

指導員:蕙平 指導員: 指導員:和平 指導員:

主題:理賠資訊站 主題:資格模擬考 主題:轉介紹驗收 主題:成果展歡送會

指導員:國豐 指導員: 指導員:和平 指導員: 指導員:

主題:討論成果展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8月第三週)-投資型考照班             班主任:張台義

第

三

週

10:00-12:00

午休

13:30-15:30

15:30-17:00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8月第三週)-投資型考照班             班主任:張台義

午休

10:00-12:00

13:30-15:30

第

三

週

主題:實習成果討論

指導員:台義

午休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8月第二週)-產險+外幣考照班             班主任:張台義

主題:桌遊 主題:保齡球比賽

10:00-12:00

15:30-17:00

第

二

週

指導員:

中信金控台灣人壽泰佳實習課程計劃表(8月第一週)             班主任:張台義

午休

主題:市場大冒險

10:00-12:00

第

一

週

15:30-17:00

13:30-15:30

13:30-15:30

15:30-17:00

主題:產險考照班

主題:讀書會分享

指導員:經理+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