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領袖實習計畫

南山人壽

欣豐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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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手，您得競爭力及格嗎?

 企業在員工淘汰上不再留情，新鮮人每個人都面臨嚴酷的競爭力大考
驗。但專業技能固然重要，卻不代表競爭力的全部。

 以社會新鮮人來說，必須在25歲前積極強化10種競爭力：
1.學歷 2.證照 3.專業技能 4.聽說讀寫算 5.soft skill   

6.性格特質 7.歷練 8.人脈 9.形象管理 10. 資訊掌握力。
 十種競爭力中，保險業務訓練囊括證照、專業技能、聽說讀寫算、

soft skill、歷練、人脈、形象管理、資訊掌握力。
 南山未來領袖企業實習，在課程設計與實務體驗上，融合保險業務訓
練的基

 本要素，在寒暑假與長期實習過程中，協助實習生強化個人的競爭力，
也透

 過專業的潛能測試分析，讓實習生瞭解個人性格特質強弱，讓其發揮
個人特

 質，優勢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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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實習的收穫

利用機會取得金融證照, 提高競爭力

多元學習, 增進自己主修之外的背景知識，
幫助畢業後, 有更多就職選擇的可能

培養軟實力，讓人際溝通、口語表達再也
不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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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間/地點/對象/名額

實習時間：2018.07.2~07.27

實習地點：南山人壽欣豐通訊處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10號5樓之1 )

實習對象：
大三、大四、碩一、碩二皆可

實習名額：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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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課程

專業技能課程

保險專業、財務稅務管理、
醫療背景知識、個人形象
管理等專業技能，補足學
校理論與實務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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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能力課程

人際交往、表達溝通管，
都是業務能力基本養成，
透過課程訓練，讓學生講
話不在尷尬小聲，舉手投
足隨時充滿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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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能課程

人身保險證照為金融業必
備證照之一，實習中備有
專業的考照輔導課程，協
助學生考取證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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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與徵選流程

報名方式

 6/20(週三)中午12:00以前, 備好表單報名
 主旨:報名南山2018領袖實習計畫_姓名_大學

 面試當天請攜帶履歷

 履歷內容: 姓名, 大學系所, 出生年月日, 聯絡方式(電話/Line ID), 自
傳, 另說報名動機

徵選流程

 收到報名表資料→評選→通知面試(6/25下午2點面試)

 →聯合面試(6/26下午2點聯合面試)

 →通知錄取(6/26下午以E-Mail通知錄取與否) 

 →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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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類別 課程 期間 次數 時間 內容及學習重點

1 專訪

企業參訪 期間內 1次 10:00-14:00 了解企業發展與文化

主管專訪 期間內 完成3位 個別約訪
1.練習表達和問問題的能力
2.了解金融保險業務工作內容
3.聆聽他人的生涯規劃經驗及事業經營態度

2 學習

晨會 每周
A-3次

08:30-10:00

1.財經讀報
2.Case分享
3.專題講座B-2次

夜間講座 每月 1次 19:00-21:00
業務計畫擬訂、客戶經營、開勞健保現況、
投資趨勢、稅務規劃與財務需求分析…等

證照學習班 單次

人身保險實務
與基本法規

1.學習基本保險概念
2.具備考取證照資格

金融市場常識

3 活動 體驗式活動 每月
A-2次 依各活動時

間

1.籌備與企畫活動之能力
2.團隊合作精神
3.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B-1次

4 講座 名人講座 每月 1次 依講座時間 成功人士的生命故事與人生態度

5 結訓 成果發表
最後一個
月

1次
1.整理實習過程所學
2.組織及邏輯訓練
3.製作簡報與表達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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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第一週)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 備註

7/2 一 10:00-16:00
開訓：認識彼此、說明實習計劃規則

理財：用遊戲也可學理財？(現金流)

7/3 二 10:00-16:00

理財：分配的藝術（理財矩陣）

活動：潛能分析、生涯規劃量表

業務：實務體驗

7/4 三 10:00-16:00

健康：上班族常見的疾病與預防

溝通：合適的商務打扮

業務：實務體驗

7/5 四 10:00-16:00

保險：常見的保險種類

活動：夢想版分享

業務：實務體驗

7/6 五 10:00-16:00

作業：請用理財矩陣檢視自己家庭

的理財配置

活動：用塔羅牌幫你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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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第二週)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 備註

7/9 一 08:30-17:00 南山人壽大學生營隊

7/10 二 08:30-17:00 南山人壽大學生營隊

7/11 三 10:00-16:00

理財：常見的理財工具
溝通：如何說一個好故事？
業務：基本銷售技巧1

7/12 四 10:00-16:00

稅務：你知道爸媽繳了什麼稅嗎？
保險：瞭解自己家裡的保險狀況嗎？
業務：實務體驗

7/13 五 10:00-16:00
健康：老年人常見的疾病與預防
作業：簡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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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第三週)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 備註

7/16 一 10:00-16:00
健康：健保制度的演變

業務：基本銷售技巧2

7/17 二 10:00-16:00

保險：做出一個合適的保險規劃

稅務：看懂新聞裡的遺產稅、贈與稅

業務：實務體驗

7/18 三 10:00-16:00

保險：汽機車保險知多少

溝通：展現自信的方法

作業：保險的新聞簡報與討論

7/19 四 10:00-16:00

業務：聽聽前輩怎麼說？

作業：團隊簡報主題討論

業務：實務體驗

7/20 五 10:00-16:00
證照：課程預先準備

活動：誰來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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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第四週)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 備註

7/23 一 08:30-17:00 證照課程

7/24 二 08:30-17:00 證照課程

7/25 三
08:30-12:00

14:00-17:00

證照課程

證照考試

7/26 四 10:00-14:00 分組簡報討論時間

7/27 五 10:00-12:00
分組簡報

結業頒獎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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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2018暑假, 您可以選擇打工、實習，或是到處遊玩

但如果你願意參與南山未來領袖實習計劃
你一定能學習到金融理財的專業知識

你一定學習到各行各業不可欠缺的業務能力

你一定可以拓展不同專業技能的視野！

自信不是靠想像，而是靠行動，
不再猶豫、實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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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

欣豐通訊處

報名聯絡人:  謝影璇襄理

電話: 0939-862216

E-mail:  cpj1204@nanshanlif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