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實習方案
--「保險機構實習」

報告時間：105年5月18日
報告者： 汪 芳 國



聯合報 2012.06.07

美國高中生現在已不熱中「打工」，反而願
意接受不支薪的實習工作。圖為北卡羅來納
州惠特摩爾高中的學生報名參加就業訓練。
巴爾的摩太陽報報導，馬里蘭州高中生波里
斯今年將第二度到Correct Rx藥店實習。他
說，實習獲得工作經驗，比傳統暑期打工所
賺的錢更有價值。
願意在暑假工作的青少年越來越少，但像波
里斯一樣的青少年卻希望透過暑期工讀，獲
得發展未來事業的基礎。根據美國勞工統計
局資料，十六到十九歲的青少年去年有一千
一百萬人，其中只有一百萬人願意工作，其
餘的青少年不願找尋暑期工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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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學生的「無薪打工」風吹到台灣，凱基
證券董事長魏寶生昨天透露，上個月他才收
了兩個美國大學生來實習，其中一位還是美
國耶魯大學學生，工作內容是協助他處理專
案，但不支薪。

• 去年三月，魏寶生獲邀到美國耶魯大學演講，
負責接待的ＡＢＣ（美籍華人）立刻積極爭
取來台實習機會。魏寶生感嘆，他在國內時
常演講，積極爭取實習的學生卻不多；反觀
美國，大學生到全球實習，有些雖然無法支
薪，卻可以申請校內獎學金。



企業實習方案要點

搭配課程

•保險機構
實習

學分數

•105學年
•上學期

•單學期

• 2學分

依據法源

•企業實
習要點



「保險機構實習」單學期、2學分
期末預選,選修此門課即可分配暑期

企業實習單位
保險公司實習一個月(4週)
自由選擇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評分 70％；實習心得報告

30％
學期中只需繳交一份心得報告、參與

一場實習分享會､心得分享競賽

課程說明



•先於104下學期預選105學年之「保險機構實習」課程

二
•填選想實習之機構，透過配對，學期結束前通知實習機構

三
•暑假期間，一個月(七月)為期，進入實習機構實習

四
•開學後需繳交一份實習報告，及舉辦經驗分享座談會

•開學後不需每周上課

五
•即可得到2學分

欲參加暑期企業實習之流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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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內勤企業實習機構
國泰產險---2位名額 (工作2個月)

•內勤部門

三商美邦人壽---2位名額 (工作2個月)

•內勤部門 台北分公司

蘇黎世產險---104投履歷 (工作2個月)

•內勤部門—車險理賠行政､ 商業保險客戶服務､

行政管理

華南產險--- X 位名額 (作2個月)

•內勤部門



富邦人壽---富朝通訊處

外勤業務單位

公勝保經

外勤部門

錠嵂保經

外勤部門

富邦人壽---富碁通訊處

外勤業務單位

企業實習機構 PART II



南山人壽---外勤部門

•陽光通訊處(柯怡如處經理)

新光人壽---外勤部門

•通訊處

企業實習機構 PART III

國泰人壽--- 自行選擇業務單位

•外勤業務單位

南山人壽---外勤部門

•順橙通訊處(多位系友在此)



• 實習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總公司)

• 實習名額：2名

• 特色：惟二產險實習機會(內勤工作)

• 實習期間：7/1 ~ 8/31 

• 酬勞：提供獎勵金每名5,000元(實習成績未
達80分以上者不予核發)

• 實習生徵選標準：累計在校成績達平均8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

國泰產險



蘇黎世產險
實習地點：台北市松江路126號13樓(總
公司)
實習名額：XX名
特色：惟二產險實習機會(內勤工作)
實習期間：7/1 ~ 8/31 
酬勞：正常薪水含勞健保
實習生徵選標準：自行到104網頁投履歷
表
工作單位: A. 車險理賠行政作業

B. 商業險客戶服務
C. 行政管理部文書



三商美邦人壽
實習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4號
實習名額：2名
特色：內勤工作
實習期間：7/1 ~ 8/31 
工作單位:台北分公司(榮星花園對面)



華南產險
實習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60號5樓､基隆路一段176號5樓
實習名額：X名
特色：內勤工作
實習期間：7/1 ~ 8/31 
工作單位:總公司



公勝保險經紀人

• 實習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88
號14樓(台肥大樓)

• 實習負責人：陳德成副總經理

• 特色：豐富的產品，完善的課

• 程規劃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北三營業處

• 實習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二段6號4樓之1

• 實習負責人：陳雅妍 處經理

• 特色：豐富的產品，完善的課程
規劃



錠嵂實習計畫【1】主要宗旨

• 認識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 瞭解保險經紀人職場實際運作情形。
• 對保險商品、保險行銷流程有基本認識。
• 體驗保險業務員市場實際經驗。
• 提供個人適性發展規劃目標。
• 提供獎學金獎勵。
• 提供完整業務員招攬資格考試輔導及證照特別
獎勵。

• 強化實習效果，學員需填報實習日誌及實習報
告，並列入實習成績。



國泰人壽實習條件

• 實習地點：各地通訊處

• 任何你指定的單位

• 特色:業界最大保險公司



• 實習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5號5樓

南山陽光通訊處：柯怡如處經理







南山-順橙通訊處

實習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25號16樓

聯絡人： 尤致凱 學長

特色 ： 第五年合作實習,

成果最豐碩,多位學長姐在此



南山-順橙通訊處



南山-順橙通訊處



• 實習地點：台北市 八德路三段20號7樓之
2 (台視旁, 社教館對面)

• 聯絡人：卜俊寧學長



• 實習地點：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52號11樓

• 聯絡人：林育賢學長



新光人壽

• 台北1502

• 地址：台北市衡陽路51號12F(近捷運臺大醫院站)

• 電話：02-77467180

• 聯繫窗口：張宏 區經理(手機0926-852121、
skea5013@skl.com.tw)



新光人壽

板榮收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１０４號９樓（近捷
運板橋站）
電話：02-29641521 02-29641522
聯繫窗口：翁慧君 區經理(手機0927-099779、
skea1567@skl.com.tw)
南港收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９９號６樓（近捷運
昆陽站）
電話： 02-27838223 02-27838349
聯繫窗口：顏逸超 處經理(手機0916-761882、
sku02873@skl.com.tw)



Q & A



感謝您的聆聽

也期待您的參與

企業實習是您大
學暑假最值得的

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