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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名稱 

豐格體驗營 

貳、 活動目的 

舉辦寒假實習體驗營，可藉由參與課程活動，來體驗金融工作及提升自我的財經相

關知識，並從此次實習營領悟到學校所學不到的經驗，認識自我、自我管理，亦有

機會與其他優秀學員進行交流累積人脈。本次體驗營加強在每次課堂結束要上台發

表當天心得，有助於學員回想所學，並練習短時間內統整出有成條理的內容，且能

克服上台發表的恐懼感。 

參、 活動地點 

豐格通訊處(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0 號 9 樓之 1)、 

與太平大樓 12 樓(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0 號 12 樓之 2) 

肆、 活動日期 

2/1 (四) 13:30-17:00  

2/2 (五) 13:30-17:00  

2/5 (一) 13:30-17:00  

2/6 (二) 09:00-17:00  

2/7 (三) 09:00-17:00  

2/8 (四) 09:00-17:00  

2/9 (五) 13:30-17:00  

2/12 (一) 13:30-17:00  

2/13 (二) 13:30-17:00  

共 45 個小時 

伍、 相關單位 

一、主辦單位 

中國人壽-豐格通訊處 

總召: 林威宏 0920862913 

副召: 黃靖雯 0928953251 

主管: 熊秀美處經理 09322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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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內容 

一、活動對象 

   各大專院校學生(大三大四生為佳) 

二、目標人數 

     20 人左右 

三、活動流程 

1.活動課表請詳見表一。 

2.課表細流請詳見表二。 

 

表一 活動課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2/1(四) 實習說明會 說明日程安排 

2/2(五)  現金流 建立財務觀念 

2/5(一) DISC 生命靈數 了解自己 

2/6(二) 新人基礎班 建立基礎保險知識、了解業務工

作所需要具備的特質與能力… 2/7(三) 新人基礎班 

2/8(四) 新人基礎班 回饋分享 

2/9(五) 活動企劃/世界咖啡館 學會觀察與溝通 

2/12(一) 理財規劃與風險管理 強化財務觀念 

2/13(二) 市場行銷分享/20歲就定位人生 資深業務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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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課表細流 

日期:2/1(四) 主題：實習說明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4:00 實習說明  

14:00-14:15 宣示  

14:15-14:45 相見歡  

14:45-15:00 休息  

15:00-16:30 分享  

16:30-16:45 回饋  

16:45-17:00 交代  

17:00- 回家  

 

日期:2/2(五) 主題：現金流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4:30 財金分享 
 

14:30-16:30 現金流活動  

16:30-17:00 回饋  

17:00- 回家  

 

日期:2/5(一) 主題：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5:00 DISC  

15:00-15:15 休息  

15:15-16:15 生命靈數  

16:30-16:50 財經分享  

16:45-17:00 交代  

17:00- 回家  

 



中國人壽-豐格通訊處 實習體驗營企劃 

 

製作人：林威宏 5  

 

 

日期:2/6(二) 主題：新人基礎班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17:00 新人基礎班 
地點：太平大樓 12 樓 

由總公司開課 

 

 

日期:2/7(三) 主題：新人基礎班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17:00 新人基礎班 
地點：太平大樓 12 樓 

由總公司開課 

 

 

日期:2/8(四) 主題：新人基礎班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12:30 新人基礎班 
地點：太平大樓 12 樓 

由總公司開課 

12:30-13:30 休息時間 地點:太平大樓 9 樓 

13:30-15:00 分組討論回饋  

16:00-17:00 處經理時間  

 

 

日期:2/9(五) 主題： 活動企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4:00 活動企劃  

14:00-14:30 棉花糖塔  

14:30-14:45 休息  

14:45-15:00 咖啡杯講解  

16:45-17:00 咖啡杯  

17:00-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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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12(一) 主題：理財規劃與風險管理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5:00 理財  

15:00-15:15 休息  

15:15-16:30 風險  

16:30-17:00 分享  

17:00- 回家  

 

 

日期:2/13(二) 主題：夢想起飛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集合  

13:30-14:50 市場行銷分享  

14:50-15:00 休息  

15:00-16:00 20 歲就定位人生  

16:00-17:00 結業式 頒發第一名/結業證書/回顧 

17:00-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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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之整體時程進度表請詳見表三 

 

表三 時程進度表 

 

4.活動之人員組織架構請詳見表四 

 

表四 活動規劃工作分配 

工作名稱 工作內容 備註 

總召 所有活動內容規劃 
 

講師組 課程安排與講師聯繫 
 

美宣組 1. 紀錄活動相關影片及照片 

2. 文宣道具製作 

 

機動組 任何人員調動等待支援。 
 

 

  

  2017 2018 

主要執行事項 12/10 12/17 12/24 12/31 1/2 1/4 1/11 1/28 2/1 2/2 2/13 2/14 

一、企劃與討論                   

二、提案                   

三、學員招生                   

五、確認名單             

六、活動行前會議                   

七、活動期間                   

八、檢討與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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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預算 

名人演講活動之所有預算編列請詳見表四 

表四 活動預算表 

項次 支出項目 用途說明 
預估支出金額 

備註 
單位 單價 數量 總額 

1. 獎金 第一名小組獎金    10,000  

2. 獎金 第二名小組獎金    5,000  

3. 雜項 活動需求    5,000  

        

        

        

        

        

合計 20,000 元 

                                                   製表人：林威宏 

捌、 報名方式: 

  報名表單連結: https://goo.gl/forms/E8jL0NkvHB0gPvxT2  

玖、 預期效益: 

1. 讓學員們更明確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 

2. 讓學員們勇於挑戰所害怕的事情 

3. 單位因年輕學員活躍使氣氛更加熱絡年輕化。 

4. 耕耘校園市場，增加單位曝光機會。 

 

  

階段 日期 報名方式 

第一階段 12月 透過學校巡迴演講回饋問卷找尋有意願同學，進行聯絡。 

第二階段 1月 
接續第一階段如未達人數標準，將接洽學校人員， 

幫忙發相關內容文章報名連結，吸引有興趣的同學。 

https://goo.gl/forms/E8jL0NkvHB0gPv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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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件: 

粉絲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fungintern/ ) 

 

 

海報: (信件已附上電子檔) 

 

https://www.facebook.com/fungin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