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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心法

成功
 Tips 
成功
 Tips

一、保持激情：只有激情，你才有動力，才能感染自

　　己和其他人。

二、專注：抓準目標，然後像一顆釘子一樣鑽下去，

　　做深做透。

三、執行力：不僅知道，更要做到。

四、學習：學習是最便宜的投資。

五、反省：事不過三，經常反省自己的得失，使自己

　　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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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
期
勉

　　MDRT是永達業務菁英血液中的DNA，這也是永達的成

功秘訣，MDRT就是國際認可的指標，永達在台灣孕育MDRT

的好成績，就成為切入市場的利基。

　　永達保經重視人才，不僅編列教育訓練經費，提供

專業財經、理財課程，更鼓勵業務代表參加百萬圓桌

MDRT年會。因為MDRT傳遞的是一種全人生活精神，是

一種工作狀態、生活方式，也是一種人生態度，尤

其客戶的健康需要平衡，家庭事業需要平衡，財富

也同樣需要平衡，藉由MDRT年會聆聽演講嘉賓的

精彩演說，擴大交流、培養國際觀，藉以提升專

業知識、技術和能力，轉而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服

務。 

　　對客戶提供獨到的退休理財保險規劃，給予

客戶『感動服務』，這都是最佳的行銷利器，只

要滿足顧客的需求，就能成功打動客戶的心，

在市場上獲得肯定。業務代表應以達成MDRT

自我激勵，這不僅是個人績效的展現，更是專

業的肯定。經營保險事業，是對客戶不變的責

任和承諾，落實MDRT全人關懷的理念，更是延續

保險事業生命的最佳

展現。

MDRT國際認證

 菁英成功的基石



致勝方程式

成功
 Tips 
成功
 Tips

一、決心、毅力、保有初衷。

二、簡單的事重複做，你就是贏家。

三、善用平台資源，借力使力，共時共做。

四、向成功者請益，分析檢討失敗者的經驗，會更

　　有收穫。

五、以MDRT的桂冠為行銷、組織發展的榮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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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經
理
期
勉

　　不少人都很好奇永達的成功秘訣，答案就是MDRT品

牌經營及導師制度相互加乘。業務代表要跟的不是有錢

的老闆，而是有能力的主管。什麼是好的主管？MDRT

就是國際認可的指標。

　　台灣永達保經因為專業人才多，是國內

MDRT人數比重最高的公司，因為不藏私、

樂於分享，永達深知業務代表只有跟著好

師傅才能永續發展，而MDRT行銷高手就是

好師傅，藉由導師級的內部培訓及經驗傳

承，彼此相互討論交流，提供建議來解決

問題，而導師也提供經驗分享，協助突破

困境的良方。有正確的工作態度、好的學

習環境，成功只是時間的問題。

　　MDRT等於是優秀保險從業人員的金字

招牌，每位業代都應藉由服務與專業，提

供客戶貼心到位且超越期待的保險理財服

務，更以達成MDRT為目標，築夢踏實，必

能翻轉人生，一圓成

功的夢想。

學習中成長

追求MDRT終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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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險界奧斯卡為目標

   永達 孕育MDRT的搖籃

關於MDRT起源

　　1927年，32位卓越的人壽保險銷售

員（每人在那一年裡的人壽保險銷售額

均達到一百萬美元以上）夢想要有一個

國際論壇，專門用於培養人壽保險銷售

與服務的高標準專業方式。他們相信，

成長是交流想法的結果。其觀念是：「

為了得到，每個人都必須給予。」

　　百萬圓桌會（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縮寫MDRT）為國際性獨

立協會，包含來自72個國家、500多家

人壽保險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均

為世界一流的人壽保險和理財服務專業

人士。

　　MDRT是壽險界的奧斯卡，更是壽險從業人員的最高榮譽，這是對工作價值

的認同、專業知識的肯定，更是高收入的體現。

永達的績效

＊永達保經成立初期，即認同百萬圓桌MDRT這個世界性認證指標。

＊透過組織制度的建立、完善的教育訓練、激勵制度與獎勵辦法，積極鼓勵業

代取得MDRT資格。

＊永達擁有高比例MDRT，經由MDRT導師傳授、複製成功經驗，吸引優秀人才加

入，打造成功的標竿。

＊十八年來，永達不僅在世界MDRT前百大會員公司(依公佈的公司名稱判斷)之

列，亦位居台灣地區前五名中，不僅彰顯業務代表的專業，也是服務客戶的

見證。

       達標及獎勵

　　  永達保經鼓勵每位業代挑戰

        目標，對於MDRT會員認定

皆高於MDRT協會標準，更以各項競

賽與獎勵辦法，來激勵業代。包括

設立A標、B標、國際標不同業績標

準，提供高額獎金、MDRT入會資格

獎勵、MDRT制服、形象照及媒體廣

告宣傳等；此外，每年年初推出

MDRT搶先賽，於05月前達成MDRT者

，給予獎金獎勵，種種的獎勵都顯

示，永達重視MDRT，鼓勵業代向上

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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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達成MDRT會員人數205人，在永達保經具備MDRT會員資格人數達

815人，完成10屆以上MDRT終身會員更多達63位，事實顯示，MDRT已存在每

位保險業務人員的DNA之中。

　　2019年百萬圓桌MDRT年會將於6月9日至12日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百萬

圓桌年度會議是百萬圓桌的巔峰會議，匯聚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會員，

盛況空前。與會者聆聽演講嘉賓激勵人心的分享，在MDRT的會場裡，這些

來自全球的資深超級業務員聚在一起，說的不是自己的業績有多少，而是

他們付出多少愛心、關懷與公益事業。這也是「保險」這份愛的事業，真

正傳遞的意義與價值。

參與百萬圓桌年度會議

－ 探索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與技巧 － 學習提高客戶服務的解決方案

－ 聽取行業專家的業務策略 － 深入參與百萬圓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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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登國際榮譽殿堂

2019 MDRT 英雄榜



羅雅桂

陳惠文

韓孫珍華 陳曉虹 林秀俐 任邦原

陳世卿 高慧如 游麗芬 沈美利陸大同

張素幸 李貞瑩 尚蘋 陳美慧

莊聆瑄

劉凱妍 何文瑛 楊碧玲 樓穎華 石文仁 施乃綾

姜鳳珍 張美惠

魏瑞玉 林瑞郎

吳月英

陳美玲 林玉玫 陳宗玉 邱芳羱

終身會員暨10屆

蔡孟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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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呂美穎 蔡沛潔 張家榕 湯瑞霞 蔡陳麗紅

連純純 楊台華

蔡瑩惠 鄒美玲 鞏國祥徐芊榆 李湘華

郭玉芳

邱金盆 黃群恩 王懷慈 金玉 林宛麗 劉秋英于聿華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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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葉明全

廖素蘭

李世傑 李靜芳 陳慧雯 黃馨儀

蔣品茵 陳尚珠 張鈺崴 楊周惠娥

7

6

林安珍

郭星廷 吳若維 蔡品梨 孫黛莉

陳小瑩

洪秀青 陳俞樺 陳振崇 李培甄 彭愛川

張敏怡 簡嘉慧

金餘國

李身慧 張采葳 陳羿璇 韋志祥 褚世銘

吳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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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陳淑玲 郭紫渝

李素幸 趙志昌

李可人 林佩瑜

程鎧言 黃貴蓮

紀玉秀

陳連興 洪秀燕

簡文進 蔡明宏 丘力榮 胡興平 林美月

伍安晟

薛襄璽 張蘭貞 葉惠雯 陳怡安 吳美青 陳芸彤

鄒誦芬 陳加婓 詹琇喬 葉施惠美 鄭柔郁 羅國書

梁婉菁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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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簡俊益

陳淑金

詹琪玟 鄧宇璿 陳淑媛 許心箖

徐貞美 張方慈 吳惠娟 賴玟溢

5

4

宋宗憲

傅泓捷 黃文貴 程淑惠 高儷倚

林寶珍

吳勝湧 黃湘雯 賴思菁 林盛乾

林濰瑄 謝耀進

林佳儀

江天祺 邱呈安 范姜秀珍 張立昇 劉美秀

温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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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黃思綺 霍美妮

蕭伯偵 莊朝欽

陳品潔 張瑋珊

陳姿妙 蕭卉伶

許萩致

林佩樺張麗花 劉玉娟

周雅莉 林念樺 鄭婷玉 鄧筱伶 侯姵瑄 蘇玟諭 林麗雯

楊智舜

陳磬薇 吳麗春 張東隆 游淑卿 洪珮華 楊淑惠

張建隆 黃唯瑄 許綺珍 梁家榮 吳昆展 鍾榮秋

蕭百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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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林恭在

梁智超 林瑜莉 林琴華 項若薇 周雅倫

戴愛玲 楊玉佩

4

3

古春香

蔡宗勳 蔡玫靜 郭淑如

邱雅倫 李苑禎

潘紫涵 鄭淑華

袁慕霞 孫華徽

周賢揚 留美華

王君呈

王雪珍 陳美燕 陳麗嬌 謝華卿 吳麗華

張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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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曾彩榛



連惠玲 盧麗卿

尹薇麗 顏碧杏

黃慕采 王淑珍

謝允涵 曾秀草

張玉燕

許素娥黃秀儷 劉明祈

邱惠寧 陳素燕 呂如羚 徐鈴 吳雅萍 徐玉梅 劉桂燕

杜青芬

林寶娜 葉惠娟 李政諺 趙悅孜 潘雨帆 吳曉萍

林彥君 盧弄玉 徐安虹 劉力綺 黃淑惠 許育維

江敏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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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陳來春

王玉慧 徐霈樺 張雅涓 劉開山 黎宜麗

王憶璇 陳鈺湘 施文鵬

呂秀梅 姚芝華

3

2

劉淑秋 林靜湄 王儀葒 胡明昇

孫紹宸 吳淑慧

宋靜怡 臧魁璋

張貞芬 黃燕琴

林品秀 王文儒

李素蘭

鄭卉涵 蔡琇如 林朝進 徐卓彬 陳湘樺

余蓮英

2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曾幸櫻 曾馨儀

莊寶猜 周香香

唐瑛琪 楊燕珍

李佳芬 劉貞秀

彭秀鳳

蘇秀梅馬心綺 林淑玲

陳金玉 吳金秀 楊淑梅 王嫦如 潘貴榕 陳嘉玫 吳美英

曹瑋庭

陳瑞昌 劉靜芬 李桂蘭 吳亞臻 邱鳳英 李新星

邵蓓真 溫滿 許連發 黃督畬 李雅琦 吳沛潔

鐘紹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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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徐韻如

陳金洲 陳吉豊 望珮紀 鄧心玫 丁曉玲

林緯誠 邱怡臻 楊玉嬌 方翊帆

高志安 顏語萱

2

邱佩芳 楊琇婷 梁詠涵 張棣華

蔡欣妤 王婕如

張文菁 楊味真

邵志明 丁慧

王英蓁 李美華

卓秀紋 吳牡丹

黃美玲

蘇盎靖 柳莉芬 徐梅菁 黃惠昭 周榮輝

陳文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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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傅美華 林春暄

林育如 張卉薰

梁菁芬 顏宏斌

朱敏慎 張敬媛

季祥禎

吳崇寧孔巨饒 楊明真

陳永昌 洪茶妹 王紀涵 俞自強 黃素珠 彭思溫 黃麗織

莊立勛

莊四爵 徐榮鴻 史惠安 謝惠芳 蔡月香 蔡鳳惠

劉興立 周容安 王淑女 張配琪 吳佩籃

林凌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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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魏滿妹

巫顯彬 鄭志鴻 陳淑華 徐月璇 許玉琴

黃建霖 蔡耀賢 徐月玲 劉智瀚

張幸瑜 胡瑞雲

1

陳誌霞 原淑華 林映里 陳儀如

王台生 彭文平

林淑雯 江美燕

羅孟林 文熙鈞

李佳齡 古道一

羅正隆 李秋娥

王執定

鄧秀媛 詹嘉雄 洪靜芬 邱蕙如 張協順

于宥棋

2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吳錦坤 陳珠鍼

黃慧卿 王品豐

徐女惠 蕭淑娟

李雅琴 陳瑩樺

賴淑惠

劉惠榆黃錦蘭 洪慈嫦

翁仁弘 李泰鄅 高鳳珍 范春梅 黃瑞玟 陳菽晞 許梅香

葉家欐

王晛光 江雅玗 吳瑞珍 林玉燕 王金菊 戴美珍

林素嬌 林采潔 陳桂芳 王瀧萱 杜怡慧 翁筱榕

陳澤宏

1

2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李信年

蘇成玓 林英美 蕭秀英 林子軒 郭宏仁

蘇玉婷 楊美智 黃麗萍 范家源

蔣月雲 丁葦寧

1

陳薇帆 周莉蓁 施茹雪 黃盈錡

李娛晴 陳祥庭

陳世豪 李寶芬

周平晏 蔡秉儒

蕭敦耀 夏立樑

蘇淑美 林怡君

張蕙薰

湯雅如 林英如 黃湘茹 林子茜 林佳音

林亞欣

2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蘇裕豐 李睿志

楊美玲 黃令鈞

蕭莉棋 許婷婷

林伶美 林春慧

張育雯

蔡緯祥戴如娟 黃馨慧

林佩蓁 李沛綺 黃慧紋 李宜儒 林淑惠 王芯樺 鍾復凱

劉春盈

邱秀玲 王一力 張　宥 蔡珮綸 康琳 楊文升

徐秀鳳 姜碧霞 賴席鋒 黃芳吟 陳宇柔 張清信

劉仁貴

1

2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吳淯婕

黃恩瑜 周建平 黃惠如 許淑玲 韓樹嫻

許永崑 嚴秀麗 郭明惠 黃意心

戴韻庭 羅琨明

1

曾玉環 黃雅瑛 黃詩琦 邱百本

林思瑜 魏美齡

蘇意雯 謝乙妍

陳巧凌 賈立瑩

洪榆程 陸昭華

陳瓊瑗 王桂芳

范鳳娥

湯雅甯 周嘉慧 林巧嵐 杜秀芬 蔡光怡

陳淑芳

2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李宜芳 陳莉筑

陳姵詒 楊珮琳

廖晏翎 蘇映慈

施瑩嬪 楊淑淨

楊麗蓉

郭淑珍尤文 賀毓庭

王銣賢 羅偉嘉 蔡明杰 張光吟 李桂蓮 李禎祥 黃建業

盧靜如

鄧明玉 侯俊韶 王慧蘭 賴宏輝 林許義 黃瑞娟

呂月昭 詹俊宏 陳芬梅 黃月蘭 劉　榮 蔡東澤

周舜華

1

3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蔡慧美

蔡靜義 朱筱晏 謝巧瑩 唐藝庭　　　　　　　

陳福展 翁金蓮 蔡晴宇

1

蘇宜慧 陳美真

3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萬圓桌會)：為一國際性協會，由72個國家、500多家公司、超過66,000位會員

       所組成的國際性專業組織，象徵國際保險業的最高榮譽。

              在永達保經，平均每100位業務主管有57位MDRT。

永達達成MDRT會員英雄榜



3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3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4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5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6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6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7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8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79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0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1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2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3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4 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852019 MDRT英雄榜專刊

MDRT(百万圆桌会)：为一国际性协会，由72个国家、500多家公司、超过66,000位会员

       所组成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象征国际保险业的最高荣誉。

         在永达理，平均每3.01位业务主管有一位有MDRT资格。

永达理达成2019年MDRT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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