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獲補助年度 103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三年級 

中文姓名  胡岳雯 Yue-Wen Hu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Singapore 新加坡 

國外實習機構 MUJI 無印良品 

一、 緣起 : 

因為學校與教育部合作所以有了學海築夢這個實習機會，和一般的實習不一樣，會

去到不同的國家去體驗不同的生活，可以讓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跟能力。 

因為是很難得的機會，而且沒有限定需要有什麼證照，想著自己英文的溝通能力還

算中間程度，便主動去報名了。 

很幸運的可以被選上，也很緊張怕自己會撐不下去，半喜半憂的踏上了新加坡之

旅，前往當地的無印良品去體驗半年的實習生活。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 

*"Lower priced for a reason." 

This phrase encapsulates how we can provide our Muji products at lower 

prices. We  launched our Muji brand by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s 

that might almost be  regarded as substandard if based on traditional 



criteria, although they are, of course, actually  of good quality.  

Through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materials, streamlining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simplifying our packaging, we have continually introduced 

high quality Muji brand products onto the market, at lower than usual 

prices. Pres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7,000 items sold as Muji products. 

Muji's natural and simple design proposes rational  lifestyles for today's 

world. Muji products - there is a reason why we can provide such 

good  quality products at lower prices.  

 

*MUJI 無印良品自 1980 年以來，  

以不標榜品牌、注重本質的商品價值與簡約設計為理念，  

商品開發堅持的四大原則：  

1. 簡單實用的設計，不添加多餘裝飾。  

2. 基本且低調的色彩，能自然的融入各環境中不顯突兀。  

3. 追求品質與價格的平衡，物有所值。  

4. 提案滿足生活各式需求的商品，體現完美生活。 

MUJI 無印良品依照這樣的理念與標準，嚴格控管每樣商品的品質、設計及價格。 

 

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 



剛開始到無印報到的時候，是先去那邊的總公司先領取 name tag 和一些上班需要

用到的東西，然後講解一些工作的內容，沒多久就去自己被分配到的分店去報到。 

而我和另外一位實習生一起被分配到的分店，是位於烏節路上的 PARAGON(百利

宮)，然後店的位置是在四樓。 

無印總共分成三個部分，Garment、Household、Food。 

而我被分到的部分是 household 裡面的 health&beauty(以下簡稱 H&B 或是

114)，是負責化妝品或是浴室用品之類的小東西。 

剛開始的時候，帶領我的主管叫我就是看到有東西賣完就是去補貨，這樣才會比較

快了解放貨的位置，也可以比較清楚商品擺放的位置還有商品的一些名稱， 

最初很多客人來問我東西放哪或是有沒有貨的時候，我都會很緊張，因為還不熟，

所以我常常跑去 cashier 那邊找同事尋求幫助，好在同事都超熱心，想起來還是很

謝謝他們這麼照顧我，一直到了第二、第三個月，比較熟悉當地的一些口音跟習慣

之後，才比較不需要那麼麻煩其他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解決了。 

因為我的部門靠近家具，所以有時候常常有客人要詢問家具的問題或是要購買，這

是一個我以前打工都沒遇過的經驗，很好玩但是也很容易出差錯，因為不是當地人

的關係，所以最初開始做宅配的時候常常會搞錯宅配的時間或是遇到沒有庫存的問

題，好在這些問題，我的主管們都很厲害可以幫我解決，但是還是很不好意思，然

後會想著下次會更加小心不然再繼續添麻煩。 

後來對家具也都非常熟悉，而且我的主管體諒我不懂這邊的路線，印了一張地圖，



上面有寫著一個星期的時間和地區，對於我來說，那張簡直是救星，所以後面做的

一些訂單都很得心應手。 

還有收銀的部分也是很頭痛的問題，雖然以前打工有接觸過收銀所以這邊上手的也

比較快，但是因為幣值不同所以又要重新適應，像是他們新加坡的錢有幾毛幾分這

樣，台灣就沒有。 

然後找錯錢或是收錯禮券，這些都是要自己賠的，也好險在實習的過程中，雖然好

幾次都被會計說收錯錢，但是後來都很幸運地可以聯絡到客人來還。 

然後有時候會遇到系統更新之類的，好幾次要用手寫的寫明細，那個時候就會很不

想進去 cashier 裡面，因為真的很累很麻煩。 

還有比較特別的經驗是，stock take，就是大賣場的盤點，第一次盤點的時候是做

熬夜班，就是晚上一直做到凌晨五六點的，對於去那邊不怎麼熬夜的我真的很難

熬，想到那時候還跟著另外一位實習生一起拿零食跟手機，開著音樂一直在倉庫裡

點數量，好險那時候分工合作而且點貨的速度又快，所以我們比預期的時間還要

早，就可以早點回家休息。 

然後這個活動我們在走之前的一個月又參加了一次，因為上次盤完後，系統還是有

不準所以又做了一次，這次單方面只做 household，再加上有總公司的人來幫忙，

所以比上次還要簡單許多。 

還有一個特別的經驗是聖誕節，我被 manager 指名要去做手工薑餅屋，是要去到

總公司，然後那邊人一邊看著 youtube 一邊一起做，要從做麵糰到放進烤箱、佈



置飾品，雖然完成的時候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晚上手卻酸痛到沒辦法睡覺，翻個

身就覺得手快斷掉，好在是因為隔天剛好遇到休假。 

還有常常遇到要換 display，因為有新商品來或是有一些特價的商品需要 high 

light，這時候就要從滿滿的擺設中，自己找出一個位置把商品都呈列上去，每次遇

到新的 skincare 來我都很煩惱，因為每個系列都不一樣，然後之前的又還沒賣完，

所以要找出一個位置給新商品放是很頭痛的事，有時候光是弄這些就可以耗掉一個

下午，但是熟悉了之後，自然就會找到一個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像是後面兩三個

月，每次有新商品來的時候都可以很快找到位置去放。 

這次海外實習的經驗真的讓我看到很多跟台灣不同的事情，像是一開始就常被新加

坡人表示英文能力不好，讓我很挫折，但這是我之後一直很努力去認識那些商品後

改善很多的事情，之後都可以一聽到客人想要甚麼，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那樣商

品，或者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們店到底有沒有這樣東西。 

也可以體驗和不同國籍的人一起工作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即使溝通能力沒有很

好，但是也可以大致了解對方想說的意思，對我來說，在這間店的所有人，不僅僅

是工作上的好夥伴，也是我新加坡的家人。 

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 

食：這裡的食物都非常的油跟重口味，因為是南洋國家的關係，所以他們的早餐不

是像台灣這樣很多樣化，不外乎就是麵包，不然就是炒粿條或是米粉，我去那到從

頭只吃過兩次炒粿條當早餐，因為真的太油了這樣子吃早上會消化不良，然後常常



都有咖哩，那邊的咖哩也跟台灣的咖哩味道不一樣，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但是

非常的好吃，可以從我去這趟胖了 5 公斤就知到新加坡當地的伙食其實真的不錯，

還有海南雞飯(雖然我只吃過一次)，跟我們上班常去買的午餐(或晚餐)，菜飯就有

點類似台灣的自助餐，還有釀豆腐是我最喜歡的一樣食物，他是可以自己選料然後

七樣加一種湯，其中一種湯底是我每次都很常點的，叫做 tom yum(冬炎)，是屬於

泰國的，酸酸辣辣的配上白飯真的很好吃，而且又很有飽足感。 

然後還有那邊的飲料，最喜歡喝的是一種淡奶茶，叫做 Teh C 冰，每次吃飯都

會想叫一杯來喝。 

至於平常休假時吃的，不外乎是一些漢堡或是義大利麵，基本上都跟台灣差不

多。 

衣：新加坡屬於熱帶國家，完全沒有冬天這回事，但是由於太陽非常的曬，所以我

還是常常穿著一件襯衫或是外套來遮，再加上每間百貨公司的冷氣都開到最大，所

以去逛街或是上班的時候我也都是穿著外套的。 

住：我們住在 MRT(站名：WOODLEIGH)附近，所以上班或出去非常方便，但是

附近是郊區，所以如果要購物或吃東西都必須走到下一個站或是坐去別的地方，但

好處是非常安靜，也有游泳池跟健身房。 

行：在新加坡，真的每個人都像是在趕路似的走很快，每天 MRT 都非常多人，尤

其是上下班的時段，就是在台北捷運那樣，每個班次都是滿滿的人，總是要硬擠上

去才可以，不然一定會遲到。 



也還好新加坡就台北這麼個大小，所以去到哪裡都非常方便，像是從家中到上班的

地點，只需要轉一次線就可以了，坐久了你也可以像新加坡人那樣不需要拉手桿也

可以穩穩的站著。 

 

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 

I. 英文的聽力變好：每個店裡的客人，不管是不是東方臉孔，一定都是用英

文來問妳東西，這時候就要很認真的去聽客人再問什麼，所以聽清楚客人

在問什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II. 變得敢說英文：因為那邊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例如馬來西亞人，而且也

不是每個新加坡人都精通中文，所以不管怎樣，你都非得硬著頭皮開口講

英文，不然你永遠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問題或是得到你想要的。 

III. 獨立：離開父母，靠的就是朋友跟自己了，衣服要自己洗、生氣了要自己

照顧好自己，不然遠在台灣的家人會非常擔心你，而且要清楚自己在做甚

麼，像是不能亂花錢，要控制好預算，每天的支出要大概的記起來。 

 

六、 感想與建議 : 

這次的實習經驗真的會想到就會心一笑，很謝謝學校給了這個機會可以到新加坡走

走，也謝謝新加坡無印良品公司的每個人的照顧，不管是開心難過都有實習的好伙

伴陪伴，這種難得的經驗真的非常寶貴。 



這次的實習經驗真的會想到就會心一笑，很謝謝學校給了這個機會可以到新加坡走

走，也謝謝新加坡無印良品公司的每個人的照顧，不管是開心難過都有實習的好伙

伴陪伴，這種難得的經驗真的非常寶貴。 

想當初就因為一句「不試會後悔」，所以就出發了，如今回到台灣了，感受跟想法

都不同了，希望之後遇到的困難都會想著這次的實習體驗去克服，我都做到離開台

灣自己去別的國家生活7個月了，還有什麼可以難得倒我？ 

 

備註：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2. 容量限制：8MB 

3. 請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且勿整

合學生心得。 

 

實習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