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中國人壽校外實習課程規劃(大銘) 

課程大綱: 

(一) 透過專業課程、輔導同學考取證照，期望同學們在未來能有豐富的金融

知識，無軌接縫入社會大學。 

(二) 透過完整的課程安排讓同學能夠了解公司業務生活，提供未來就業參考

並建立起自己的事業觀。 

 

  9:00~10:15 10:15~12:15 講師 午休 14:00~17:00 講師 

7月 9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冠霖 

開訓典禮 All  

 

 

 

 

 

 

 

 

 

 

 

 

午餐 

公司介紹 怡伶 

7月 10日 二 新人基礎班 All 新人基礎班 All 

7月 11日 三 新人基礎班 All 新人基礎班 All 

7月 12日 四 我的願景 怡伶 壽險事業面面觀 曉玲 

7月 13日 五 夢想啟航 儀珊 人生夢想版 育瑋 

7月 14日 六      

7月 15日 日      

7月 16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峯旭 

理財金三角 冠霖 外幣證照趨勢 婕瑩 

7月 17日 二 人生收支取線 冠昇 享富人生儲蓄險 琇俐 

7月 18日 三 72法則 誌元 實習日 直屬 

7月 19日 四 習慣養成 惟珍 財經與保險 正儒 

7月 20日 五 D I S C 新鈺 攝影你我他 銘仁 

7月 21日 六      

7月 22日 日      

7月 23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嘉興 

排隊買保險 璨萍 生命靈數 宇孜 

7月 24日 二 醫療九宮格 峯旭 醫療險-新樂活 政昊 

7月 25日 三 實支實付重要性 儀珊 實習日 直屬 

7月 26日 四 保單健診 嘉興 保險人生 冠霖 

7月 27日 五 認識陌生人的勇氣 一綾 以物易物 昶譯 

7月 28日 六      

7月 29日 日      

7月 30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宇孜 

約訪技巧 冠昇 好福氣來了 宿如 

7月 31日 二 自我介紹 莉媛 激勵 close 尚義 

8月 1日 三 美麗人生 曉玲 實習日 直屬 

8月 2日 四 陌生到成交 政吉 陌生問卷實作 孟奇 

8月 3日 五 學姊的關懷 佩玲霽容 星座命理 彥逢 

8月 4日 六      

8月 5日 日      



 

 

 

 所有課程依通訊處活動有所調整。 

 

 

 

 

 

  9:00~10:15 10:15~12:15 講師 午休 14:00~17:00 講師 

8月 6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誌元 

公益活動 All  

 

 

 

 

 

 

 

 

 

 

 

 

午餐 

公益活動 All 

8月 7日 二 成交技巧 葉婕 保險人生 誌元 

8月 8日 三 形象大展 書華 實習日 直屬 

8月 9日 四 外幣-美元商品 璨萍 意外險介紹 月紅 

8月 10日 五 桌遊 主允 桌遊 主允 

8月 11日 六      

8月 12日 日      

8月 13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惟珍 

理賠實務案例 惟珍 健康護照 詰承 

8月 14日 二 帆船理論 丞峻 團險 綉娟 

8月 15日 三 中壽代言人 嘉興 實習日 直屬 

8月 16日 四 理財人生 琴淑 特約廠商開發 澄文 

8月 17日 五 產險實務 益修 我的壽險王國 宗穎 

8月 18日 六      

8月 19日 日      

8月 20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新鈺 

要求轉介紹 曉惠 做好售後服務 煜明 

8月 21日 二 心態建立 逸舫 我的經理行 峯旭 

8月 22日 三 職域開發 秉豐 實習日 直屬 

8月 23日 四 說話之道 士傑 電話約訪技巧 昶譯 

8月 24日 五 網路行銷經營 文元 用愛成交 曄婕 

8月 25日 六      

8月 26日 日      

8月 27日 一 晨會時間

值星: 

曉玲 

基金理財 新鈺 熱舞人生 政億彩芸 

8月 28日 二 闖關說明會 All 闖關驗收 All 

8月 29日 三 課程心得迴響 All 典禮討論 All 

8月 30日 四 典禮準備 All 典禮準備 All 

8月 31日 五 典禮準備 All 結訓典禮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