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國泰金融保險營」活動簡章
壹、 活動主旨：
為提供青年學子瞭解業界實務機會，特舉辦「國泰金融保險營」，期望學
員獲得金融相關知識、掌握社會脈動，有助於個人生涯發展規劃。
貳、 活動名稱：2018 國泰金融保險營
參、 主辦單位：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肆、 協辦單位：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金控)
伍、 承辦單位：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陸、 活動內容
一、 舉辦時間及地點：
場 次

台 北

時 間

6/29(五)～7/1(日)

地 點

國泰人壽淡水教育中心(淡水區鄧公路 266 號)
活動期間一律住宿於教育中心
150 人

錄 取

二、 參加資格：
大學、研究所之在學學生。如報名人數超過名額，將以大四、研二生為
優先錄取對象。
註：年級及資格以 2018 年 5 月尚在就讀之在學學生為準，不含在職專班。
三、 報名及甄選：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延長報名至 6 月 19 日(二)中午 12:00 止。
(二) 報名方式： 本活動一律採 E-Mail 方式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連同
『學生證』圖檔 (限 jpg 或 PDF 規格)，E-Mail 至：

kimiko@david-event.com
(三) 錄取通知：將由承辦單位以 E-mail 方式通知，請學員收到錄取通知
後，於規定期限內將『參加確認函』所需資料填妥，以掃
描或拍照方式，將完整資料以圖檔 (限 jpg 或 PDF 規

格)E-mail 至：kimiko@david-event.com 進行報名資料
確認，逾期者視同『棄權』，名額將由其他學員遞補。
(四) 活動保證金：
1. 為確保活動名額充分運用，凡錄取參加本活動之學員，需於收到『錄
取通知』後，繳交『保證金 500 元』至指定帳號後，始完成報名。
2. 參加學員請於活動結束日，憑『匯款單』領回活動保證金。
3. 回傳『參加確認函』但未參加活動者，保證金一律不予退還。
四、 活動費用：
本活動費用由主辦單位全額負擔並提供食宿及保險，惟往返活動地點之
交通費由學員自行負擔。
柒、 協辦單位連絡人：
國泰金控 公關部 許育寧
電話：(02)2708-7698 分機 7705
e-mail：Bonniehsu@cathayholdings.com.tw
捌、 承辦單位聯絡人：
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張銘倫
電話：(02)2632-1658 分機 109
傳真：(02)2632-1229
玖、 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參加者、活動保證金匯款帳戶所有人及參加者之法定代理人(合稱
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於本活動參加者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表示
已詳閱及同意本活動簡章之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並明確瞭解及同意主
(/協/承)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之ㄧ切需要、為履行法定義務、契約義務、
其他法令許可目的，及訴訟、非訟、仲裁或其他紛爭解決事件之處理(下
稱蒐集目的)，得將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提供之姓名、出生日期、身分
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含 E-mail)及其他於活動相關書件、契約內容所
載或依法可得蒐集之個人資料，於前開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
間、相關法令規定及為維護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相關權益所必要(包
括但不限於預備未來供本活動參加者查詢等)之期間(以孰後屆至者為
準)，供主(/協/承)辦單位、本活動之委外廠商、本活動之投保保險公司及
依法有權機關(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
用方式，於前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規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
主(/協/承)辦單位於未經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同意，不得利用其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於本活動期間

內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向主(/協/承)辦
單位(1)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主(/協/承)辦單位依法得酌
收必要成本；(2)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法需先適當釋明其原因
及事實；(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惟於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時，
主(/協/承)辦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
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時不在此限；(4)於前開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
期限屆滿時，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個人
資料，惟主(/協/承)辦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參加者及
關係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
供完整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
或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與利用其個人資料者，將喪失本活動之參
加資格。
二、承辦單位將依報名表上之聯絡資訊寄出活動錄取通知，本活動參加者及
關係人請自行確認報名表上所填寫之資料均屬正確，若因資料不全、錯
誤致無法通知活動相關訊息者，主(/協/承)辦單位將取消錄取資格且不負
任何法律責任。
三、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須依錄取通知之說明及期限繳交活動保證金，逾
期或未完成者，取消錄取資格。
四、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協/承)
辦單位之事由，致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所填寫之資料有遺失、錯誤、
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主(/協/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五、主(承/協)辦單位就本活動內容彙整後以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
呈現之著作，其著作人均為主(/協)辦單位，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
權。
六、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同意無償授權在主(/協/承)辦單位得於本活動舉
辦及後續報導、宣傳等之範圍內，拍攝、編輯、使用、公開展示本活動
參加者之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姓名及聲音等，且得公開發表於
平面、網路及電子媒體等傳播媒介。
七、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認知並瞭解本活動屬團體營隊性質，報名參加前
應請自行確認體能及健康狀況均適宜參加本活動。如因參加本活動致身
體不適，概由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自負責任，與主(/協/承)辦單位無涉。
八、本活動期間，主(/協/承)辦單位將向本活動參加者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
本活動參加者於活動期間內必須完全服從主(/協/承)辦單位的行程安
排，並嚴格配合主(/協/承)辦單位的要求。如因本活動參加者不遵守主(/
協/承)辦單位的要求及安排，而導致任何意外或事故發生，本活動參加者
及關係人應自行負擔相關之後果及/或責任，主(/協/承)辦單位不負擔任何

責任。
九、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協)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
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協)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2018 國泰金融保險營報名表
＜本報名表請務必填寫完整，資料不足無法聯繫視同放棄申請＞
□女

性

手機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日

住家電話

E-mail

學

科系

校

別

□男

學生姓名

(請盡量以 GMAIL 為主)
年級

活動衣服尺寸 □ S 號 □ M 號 □ L 號 □ XL 號 □ 2XL 號
參加者報名參加 2018 年「國泰金融保險實務營」，茲此聲明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 本活動參加者、活動保證金匯款帳戶所有人及參加者之法定代理人(合稱本活動參加
者及關係人)已詳閱活動簡章並同意遵守相關條款。
二、 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於參加者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表示已詳閱及同意本活動簡
章之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並明確瞭解及同意主(/協/承)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之ㄧ切
需要、為履行法定義務、契約義務、其他法令許可目的，及訴訟、非訟、仲裁或其
他紛爭解決事件之處理(下稱蒐集目的)，得將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提供之姓名、出
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含 E-Mail)及其他於活動相關書件、契約內容
所載或依法可得蒐集之個人資料，於前開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相關
法令規定及為維護參加者之相關權益所必要(包括但不限於預備未來供參加者查詢
等)之期間(以孰後屆至者為準)，供主(/協/承)辦單位、本活動之委外廠商、本活動之
投保保險公司及依法有權機關(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
利用方式，於前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
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
主(/協/承)辦單位於未經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同意，不得利用其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於本活動期間內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向主(/承/協)辦單位(1)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
製本，而主(/承/協)辦單位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2)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
法需先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惟於個人資料正確
性有爭議時，主(/協/承)辦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
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時不在此限；(4)於前開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時，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個人資料，惟主(/協/承)辦
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本
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提供
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或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與利用其個人資料者，
將喪失本活動之參加資格。
三、 主(/協/承)辦單位就本活動內容彙整後以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呈現之著
作，其著作人均為主(/協)辦單位，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四、 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同意無償授權在主(/協/承)辦單位得於本活動舉辦及後續報
導、宣傳等之範圍內，拍攝、編輯、使用、公開展示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之肖像(包
含照片及動態影像)、姓名及聲音等，且得公開發表於平面、網路及電子媒體等傳播
媒介。
五、 本活動參加者及關係人認知並瞭解本活動屬團體營隊性質，報名參加前應請自行確
認體能及健康狀況均適宜參加本活動。如因參加本活動致身體不適，概由本活動參
加者及關係人自負責任，與主(/協/承)辦單位無涉。

報名資訊
1. 本「報名表」填妥後連同學生證圖檔(限 jpg 或 PDF 規格)，以 e-mail 回傳至：
kimiko@david-event.com。
2. 『錄取通知』將由承辦單位以 e-mail 方式通知，請參加者收到錄取通知後，於規定期
限內將『保證金匯款單』及『參加確認函』，以掃描或拍照方式，將完整資料以圖檔
方式 (限 jpg 或 PDF 規格)寄至：kimiko@david-event.com，並致電(02)2632-1658
分機 109 張小姐進行確認，逾期者視同『棄權』，名額將由其他參加者遞補。
3.請參加者隨時注意 e-mail 訊息，本公司不負因 e-mail 擋信造成逾期棄權之責任。
4.本活動將委託『戴維德國際傳播有限公司』承辦，報名相關事宜請洽該公司。
聯絡電話：(02)2632-1658 分機 109 張銘倫小姐
報名 e-mail：kimiko@david-event.com
5.承辦單位承辦人：
聯絡電話：(02)2708-7698 分機 7705 許育寧小姐

2018 國泰金融保險營課表 2018.06.06 版
時間/日期

6/29(五)

時間/日期

6/30(六)

時間/日期

7/1(日)

08:00~09:00

早餐．休息

07:40~08:30

早餐．休息

08:30~09:30

國泰證券
千元也能參與股市行情

9:45~10:45

國泰世華 - 校園 KO 起來

11:00~12:00

國泰投信
透過理財投資，解開圓夢成就

9:00~12:00

園區導覽 暨 團隊建立

12:30~13:00

捷運站學員接駁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00~14:00

報到&房間分發&自我介紹&
學員分組

13:30~15:00

國泰人壽
跑跑賽爾斯桌遊體驗

13:30~14:30

國泰金控
品牌經營及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14:15~15:15

國泰人壽
金融科技與數位創新

15:15~16:15

國泰世華
認識信用卡與行動支付

14:30~15:30

房務清點及交通接駁

15:30~16:30

國泰世華
管理好財富，讓人生幸福

16:30~17:30

國泰人壽 - 淨灘達人分享

16:45~17:45

國泰產險
不意外騎士活動VR 危險 感知體驗

17:30~17:50

大合照 & 分組合照

17:45~19:00

晚餐．休息

17:50~19:00

晚餐．休息

19:00~21:00

學習心得交流 & 破冰遊戲

19:00~21:00

歡迎晚會

附註：課程內容僅供報名期間參閱，主/協辦單位保有修改課程內容及時間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