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實習計畫(SAMPLE)
一、基本資料
系級：

實習期間：學年

實習單位名稱：明台產物保險

分公司主管：單位經理

分公司實習導師：行政管理人員

分公司名稱：○○○分公司

學校輔導教師：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輔導教師：銷售區 AO

實習時間：學年制：2022/07 ~ 2023/06，約 48 週。

二、實習學習內容

1. 實習課程目標

2. 實習課程內涵(實習主軸)

（1） 透過至企業實習，提昇學生專業能力，並能將學校
所學之理論與實務驗證，增進就業力。
（2） 透過實際職場體驗，提早融入企業文化。
（3） 協助學校銜接學生畢業，教育學生完成最後一哩
路、職前訓練。
（4） 一年期實習機會以學習與執行正職工作內容為主，
提供學生成為本公司正職員工之管道。
（5） 表現優秀者實習結束並畢業（男待役畢）後，得優
先任用取得正職資格。
（1）産險重要險種的承保實務課程
（2）保險商品及條款介紹
（3）車險理賠書面及實務作業
（4）營業行銷實務作業

3. 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
分配(課程單元)

【詳附件 1】

4. 企業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
明

【詳附件 1】

5. 核心能力指標*

（1）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2）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3）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4）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5）時間管理能力
（6）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7）顧客關係建立及維護能力
（8）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6. 教師輔導訪視之規劃

規劃學生實習期間進行訪視，了解學生實習情況並與單
位進行問題了解與溝通。

* 核心能力指標說明
（1）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服務社會之能力：具備與他人分工合作以達成任務之能力或具備在團體中具體表
達且與他人溝通協調之能力或培養社會公益之價值觀及熱心服務之能力。
（2）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瞭解保險基本原理或具備保險專業技能或具備保險實務應用能力。
（3）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瞭解保險金融相關法規或具備保險金融從業人員應有之職業道德與倫理或
培養正確之職場態度與價值觀。
（4）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能理解保險金融趨勢之發展或瞭解保險市場之理論與發展趨勢或能運用多元
學習平台以提升學習成效之能力。
（5）時間管理能力。
（6）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7）顧客關係建立及維護能力。
（8）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能搜集資料或能使用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或能解讀資訊並增進問題解決
的能力。

附件1_明台產物保險(股)公司 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課程單元) 與 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
實習時
程分配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 4~11
週

實習內容規劃
完成報到程序
公司簡介與辦公環境介紹
上班禮儀、公司制度、工作態度
保險法令、業務員規則及自律、個資保護
車險實務工作見習與參與
(1)強制車險介紹、承保實務、要保書介
紹
(2)任意車險介紹、費率計算方式、承保
實務介紹
(3)車險報價、出單、批改、繳費等作業
流程
資訊系統介紹
(1)LineBot
(2)一哥系統
(3)電商平台

車險實務實習

車險理賠實務工作見習與參與
(1)車險條款簡介
(2)理賠作業流程
第 12 週
(3)客戶服務實務見習
(4)保險詐欺手法介紹
(5)第一線核保技巧介紹

對應之核心能力指標

實習課程指導

資源說明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銷售區協理、單位經理
 行政管理人員
 人資總務部銷售區 AO

主管迎新及開訓期勉
Buddy 配置與認識環境
新人手冊
E-LEARNING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車險內部作業流程參與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車險內部作業流程參與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車險內部作業流程參與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理賠內部作業流程參與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顧客關係建立及維護能力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實習時
程分配

實習內容規劃

對應之核心能力指標

實習課程指導

資源說明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銷售區協理、單位經理
 行政管理人員
 人資總務部銷售區 AO

住宅火險實務工作見習與參與
(1)火險基本介紹
(2)住火及地震險條款介紹
第 14 週
(3)住火及地震險要保、批改及過戶介紹
(4)住火報價、出單、批改、繳費等作業
流程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住火險內部作業流程參
與

第 15~20
住宅火險實務實習
週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時間管理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住火險內部作業流程參
與

傷害暨醫療險實務工作見習與參與
(1)傷害暨醫療險基本介紹
第 21 週
(2)傷害暨醫療險重要保單條款介紹
(3)傷害暨醫療險要保、出單、變更受益
人、退保、繳費等作業流程介紹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傷害暨醫療險內部作業
流程參與

期中專案報告(題目以業務流程改革為方
第 13 週

向，具體內容由各銷售區訂定)
返校述職報告

第 22~26
傷害暨醫療險實務實習
週
期中專案報告(題目以業務流程改革為方
第 27 週

向，具體內容由各銷售區訂定)
返校述職報告

新種保險基本介紹並參與承保作業與行銷
技巧
第 28 週
(1)寵物の好險
(2)傷害の好險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報告與心得分享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銷售區協理、單位經理
 行政管理人員
 人資總務部銷售區 AO

 單位主管
 核保組長

報告與心得分享

新種保險內部作業流程
參與

實習時
程分配

實習內容規劃
(3)重大傷病の好險
(4)行動の好險
(5)新種保險報價、出單、批改、繳費等
作業流程

對應之核心能力指標

實習課程指導

資源說明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第 29~33
 單位主管
新種保險內部作業流程
新種保險實務實習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週
 核保組長
參與
時間管理能力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車商/銀行/經代/個人業務(網路總動員)業
金融保險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力
務開發實務與技巧
專業道德與職場倫理之素養
(1)商品及服務整合行銷技巧
 車商組組長
第 34~47
營業人員經驗分享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2)客戶溝通技巧及客戶關係建立技巧
 綜營組組長
週
各配合通路點實地參訪
時間管理能力
＊實際參與的通路將依學生興趣與平時觀
 企營組組長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察其特質而配置，並非所有通路都會接觸
顧客關係建立及維護能力
到。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自我學習與多元學習能力
 銷售區協理、單位經理
期末回顧
結訓說明
時間管理能力
第 48 週
 行政管理人員
檢討與成果發表
結業報告與心得分享
挫折、壓力管理能力
 人資總務部銷售區 AO
電腦資訊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
備註：具體時程分配與規劃，將依各分支機構實際安排，與實習學生興趣、學習吸收速度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