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獲補助年度 104年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臺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四年級 

中文姓名  鄭丞怡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新加坡 

國外實習機構 無印良品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88/100 

本實習報告旨在敘述本人在新加坡無印良品海外實習中。以這 10 個月來做探

討，從進入公司，公司簡介，實習相關內容，結論及建議來彙整出這一份實習報告。 

一、 緣起  

 在去年我聽過本系上有海外實習講座的分析之後，覺得無印良品是值得去

實習的一個地點，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一股衝動讓我會更想去實習，也有學姐

告訴我們她們的經歷，自己本身也喜歡簡單樸素的設計，所以我相信在那個環

境下實習會很開心。英文是國際語言，這是一個無庸置疑的答案。在這個社會，

語言是一種工具，但對我而言，語言也是幫助玩樂的一種。當我踏在國外的土

地時，我發現這個工具，幫助我加速認識這個環境、快速認識許更朋友。 

 

從面試到錄取，便瞭解了自己對無印良品有蠻大的興趣，其中最大動力為可以

出國學習，無印良品在新加坡已經 13 年，2004 年新加坡成立第一間 MUJI，地點

位於烏節路上的 PARAGON 百貨公司內， 2014 年新加坡境內第九間分店，位於 

VIVO CITＹ，是入聖陶沙必經的百貨公司。今年 2016 年，即將再多開 2 間分店分



別在 RAFFLES CITY以及 DHOBY GHAUT，增設置共十一間分店。 

 據我所知本系與新加坡海外實習已經實施兩年多左右，從第一屆的學長姐開

始，我一直很羨慕可以擁有海外實習的機會，看著學長姐以及同班同學跨國實習的

豐富經驗，也發夢自己也要面試報名試試自己能力，不管成功不成功，因此去年三

月我得知有這消息，就什麼也不思考的就衝動去面試成功了。很榮幸新加坡合作總

監第一次來面試我們當時我正職系學會會長無法面試，到隔年他們又再度來應徵學

生，我才有這機會來到新加坡去見識跟大家不一樣經濟策略的國家，也敲起我對星

國歷史的好奇，一股氣就決定去實習近一年的海外實習經驗。 

 

二、 國外實習公司 

實習公司簡介 

 成立背景 

新加坡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 TAKUO NAGAHARA ，目前員工人數大約

有 900人，販賣商品為男女服飾、生活雜貨、美容保養、文具及食品…等商品，資

本額為 3.2億，除了實體店鋪，還有網路通路。 

 

 發展沿革 

無印良品最早為 1980 年創始人堤清二和其友人設計師田中一光，以對抗既有

的「品牌」為主要概念，不標榜品牌、注重本質的商品價值與簡約設計為理念，並

貫徹對材質、流程檢視、簡單化包裝的堅持，以提供消費者具有生活質感的好商品

為職志，讓無印良品「No Brand」的精神加以延續。 

 

1983 年，無印良品於東京的青山開設了第一家獨立店面，開幕之後市場反應

良 好，便於 1990 年成立獨立公司「良品計劃株式會社」，並以「無印良品 MUJI」 

為其品牌名稱於日本及海外設立據點。 1991 年，無印良品在英國倫敦開設海外第

一家分店，使用「無印良品 MUJI」為品牌名稱。 

 

 經營使命與目標 

無印良品的主要精神為「No Brand」，主要提倡簡約、自然、具有富質感的生活哲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0%A4%E6%B8%85%E4%BA%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AD%E8%A8%88%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AD%E8%A8%88%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5%B1%B1_(%E6%9D%B1%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學，而且為了提供給消費者簡約、自然還有品質優良且價格合理的商品，所以在挑

選物品上面會更加的謹慎與嚴格把關。除此之外，因為注重商品環保問題，所以在

挑選販售產品時，主要不適品牌作為優先的考量，而是以品質跟製作材料是否不放

廢資源，以持續不斷提供消費者具有生活質感及豐富的產品選擇為目標，所以顧客

在看產品時，外觀並不會有過多華美的包裝，一切以環境保護作為考量。 

 營業項目 

 無印良品經營項目包含了顧客服務、商品管理和商店形象維護。當然，顧客服

務涵蓋了很多不一樣的項目，包含商品介紹以及諮詢、查詢庫存、調貨、收銀結帳

還有包裝等其他項目。 

 商品管理部分包含了商品進貨、搬貨、補貨、商品排面整理、倉儲管理、商品

組裝等。而商店形象維護則包含門市清潔、陳列佈置等。公司其實一開始主要客群

是針對女性部分，因為大部分產品都是以白色為主軸，相對的會比較吸引年輕女性

喜歡，也因為簡單而不華麗的產品特性，也逐漸吸引其他各種年齡層的人前來消費

購買。比如說會購買具設計及特殊性之生活雜貨的消費者多為 18~40 歲，且擁有

追求質感生活的想法多為年輕世代，故無印良品將其目標市場鎖定在 18～ 40 歲

的青壯年族群上。 

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企業機構分析 

 無印良品於日本海外的規模逐漸擴大，截至 2014年 10月末，日本以外的 24

個國家及地區共開設了 286間店舖，而單是中國內地已有 116間分店。現在設有

Café&Meal MUJI，為了向顧客更全面地傳達無印良品所提案的「品味質感生活型

態」，店內除了展示和銷售商品外，更駐有曾到日本研修的家居配置顧問以及提供

衣飾穿搭提案的服飾顧問等，務求為顧客帶來更貼心的服務。 

 無印良品主要販售的商品為生活雜貨，故本文將無印良品歸類為生活雜貨零 

售業者，進而研究其所屬產業之概況。生活雜貨零售業之定義一般而言生活雜貨零

售業乃指販售餐廳廚房用具、文具禮品、衛浴產品、家飾產品，以及家具、照明燈

具、時鐘等商品之行業，有些生活雜貨零售業者甚至 會販售服飾、食品、化妝品

等商品。 

 學習心得 

 無印良品已在新加坡成立九間分店，而我的實習單位是在新加坡烏節路上的一

間分店-ION，所負責的部門是文具部屬 houseware。 

在工作上常常會碰到許多的問題，有時候自己的直屬主管也剛好在忙碌，這時候主

管間便會互相的去輔導協助新人，變成不再只是直屬主管輔導新人而已，更像是一



個大家庭一樣，每個主管都願意去協助新人解決問題。一個門市裡要有好的成績都

需要每個夥伴的努力及合作，在無印每一個夥伴都會幫忙不同組別的夥伴處理事

務，而不會在忙到不可開交的時候甚麼忙都不幫，大家也都相處得很好，會互相打

氣加油。 

 一開始其實對於實習的內容是銷售服務員有所顧慮，服務銷售對我是個很有挑

戰性的工作，你面對的是各種不同性格的客人，賣的東西也可說是比較有價值性的

雜貨店，不只單銷售衣服也銷售家具、文具、化妝品、甚至是食物，每個細節入到

訂貨外到如何賣貨，還有每到過節時候，你還應該要怎麼擺設部門上的商品，才會

引起客人注意，讓客人願意買單，又得讓客人逛得輕鬆沒壓力，所以公司需要員工

記的東西是比我以前經驗的補教老師整個大不相同，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有挑戰

性，而且還是獨立自主的飛到海外自力更生，雖然說我自己本身在讀書就是住在學

校附近宿舍偶爾才回到家，但這離開是整整近一年時間沒有見到家人及朋友，去的

是誰都不認識的異鄉，是需要很多勇氣以及衝動。 

 

 在這一家公司我所屬的分店，是全新加坡最忙最累業績最高的一家店。一開始

還沒適應的時候會有想退縮的念頭，但最後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一件一件事情克

服了，慢慢的就習慣了這一切，時間真的過得很快。摸索了一段時間自己的部門以

後，都知道貨物放在哪裡。收銀櫃檯結帳有著各式各樣的刷卡方法或是特價商品記

得換價格、給予打折。學習，每個人擁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如何持之以恆，這才是

困難的地方。我相信出國了以後，學習的一定比別人多，會的不比別人少。公司裡

的同事也對我很好，很友善，常常遇到困難沒辦法自己解決的時候，他們都會很樂

意的幫助我們，下班後也會一同出去。 

 

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整整長達一年的海外實習，我間接看見了許多社會層面的現實以及自己要如何

巧妙應對，我從來沒後悔過有這勇敢的決定，也許在別人看來是一個台灣人跑去新

加坡做台勞，但是我把自己的生活給活出自己，我讓自己不吝嗇地享受對工作的熱

忱，很幸運地我在實習階段遇上無印良品的旺季聖誕節，即使我起初完全認為服務

業是個累死人的工作，但是跟所有同事還有實習生一起工作的滋味很特別也很棒，

一起應付各種性格的客人其實感覺很奇妙，你會開心遇到記住你名字而跟你說『謝

謝你願意幫我忙』的客人但也榮幸遇到對你抱怨商品為什麼會斷貨的任性客人，有

時候我會將心比心看待他們，常常也會對反應奇妙的客人哭笑不得，雖然可能私下

會瘋狂跟同事抱怨怎麼會有這麼無理取鬧可能願意花 30分鐘跟你吵一個小商品最

後又放棄的客人，不過能體會到大公司的親切服務品質可以讓客戶變成常客也是公

司成功的關鍵。 

 

 以下是我在新加坡無印良品實習的上班環境照片 



 
圖 3-2  櫃台工作環境 

 
圖 3-3  ION 經理 - TONY 

 
圖 3-4 ION 督導 – Irene 

 
圖 3-5 ION 督導– LESLIE 

 
圖 3-6 ION 領班 - AMY 

 
圖 3-7 ION 內部顧問(IA) - HAFIZ 



 
圖 3-8 ION 行政 – NANCY 

 
圖 3-9 ION 同事合影 

 
圖 3-10 ION PT 同事– FELICIA 

 
圖 3-11 ION 台灣實習生 

 
圖 3-12 ION 食品部門 

 
圖 3-13 ION 家具部門 



 

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打掃、擺貨展示 

工作內容主要是：服務客人、補貨、上新貨、更換擺設、遞購物籃、收銀。前

兩個月大多是熟悉環境，不斷的整理桌面上放滿的文具和書本類或是補貨，客人有

需求才幫忙，第三個禮拜開始學習如何上新貨，通常新貨來都必須要分類，而且在

來貨前的一兩天要整理倉庫，這樣新貨來的時候才有足夠的空間去擺放新貨，由於

是大店的關係，所以來貨的時候都會是其他分店的好幾倍，也要記得哪些文具書本

沒有展示到，由於很多小東西所以要非常仔細去觀察還有記得，每一個商品都要貼

了價格才能上架出貨。無印良品裡，最注重的一件事是：「擺設」。商品必須由左到

右、由淺到深、由小到大、由上到下，要有一貫性，通常擺設新貨都會是我最傷腦

筋的一件事情。因為，擺了新貨便要挪出新位置給舊貨，有時候找不到位置，就要

分配均勻每個商品都要展示到，也會固定在特價優惠時段特別擺設特價商品在門口

進來的位置，客人一進門就能清楚看到我們目前正在優惠的商品是什麼。 

 服務客人 

無印良品第二注重的是「服務客人」。從呈遞購物籃到結帳都屬於服務客人，

也許只是簡單的問候需不需要幫忙，在我們的理念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因為不

錯過任何一個機會。在這個國民大熔爐的城市中，有著各式各樣的客人，像是用「嘴

巴」逛街，問你食物好不好吃，問你成分有沒有化學原料，問你可不可以打開來吃，

或是擅自拆開商品等等。又或是用稍微不禮貌的態度對待你，但即使再怎麼不開

心，我們必須秉持著服務至上，以客為尊的理念，繼續服務這些比較特殊的客人們，

 
圖 3-14 ION 服飾部門 

 

 
圖 3-15 ION 同事與我 



同時訓練著我們的 EQ，讓彼此更上一層樓。 

 工作時段 

 一般來說呢，我們的工作時間有分為三個班別，一個是早班 0800AM 到 0630PM，

晚班 0130PM到 1030PM，全班 fullday就是 0930AM 到 1030PM。每一天上班前十五

分鐘要開會更新最新的促銷以及一些注意事項，所以都必須提早到公司打卡上班。

每個月有六天休假，其中兩天是隔週休六日，其餘四天是每個禮拜的固定休假日（平

日）。 

 

六、 感想與建議  

 每個環節所會遇到的問題點都是相當重要的，但也會有一些問題點和必須

注意的地方。以下就是遇到的問題： 

 店裡分為三大部門，我所屬的是在範圍最大的家具部門，細分為文具類，因

為店裡賣的商品不只自己部門的東西，也很常被客人問到其他服飾或是食物部門的

問題，我對自己也算嚴苛，不止單單會自己的部門也認為應該要把所有部門都了解

過一次，因為對客人來說，你在無印工作就是會幫忙他們的需求，他們不會管你是

在文具還是服飾部門，我也因此對家具運貨方面特別有心得，客人必須消費滿500

新幣才能免運，家具應該從warehouse出還是從店裡出，客人如果要限定版本的家

具，那就要special order過來新加坡，等待近一個月時間商品再運到客戶家裡。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叫貨一次，每天早上來的或我們都要打開檢查有沒有

損壞，有損壞我們就會做回收，退還給總倉庫報廢處裡，或是數量正確，有客人預

留的商品就要特別挑出來，在打電話通知客戶在三天內可以來取貨，遇到從別間分

店來貨的我們稱IST，就是客人只想在指定分店取貨，我們也會打電話通知貨物已

到。 

 你問我學到什麼？我可以說我學到工作內外人與人之間的態度以及尊重。在草

莓月亮下，能有多少粉色的泡泡？之前聽到洗手間打掃的 auntie們在聊天，「要

快快樂樂過每一天啊，這樣才不會生病！！」『我有開開心心過每一天啊，不過我

還是有病』。『我有糖尿病…』。很可愛的對話。 

 最喜歡 Greeting 的時候，客人回報溫暖的微笑，最喜歡 cashier 的時候，客

人會說『Have a nice day』，我非常印象有一次幫客人解決問題的時候，最後他

對我說了一句話『Thanks for you're here』，也許對他來講只是隨口說說，不過

對於聽的人真的很溫暖，與其每天愁眉苦臉怨天尤人，不如展開笑顏迎接每個明

天，克服每一個挑戰都是一種樂趣，接二連三的到來的台灣邀請，讓我非常期待回



去後的日子，或許這裡的我有些許不一樣，我從沒忘記最原始的那個我。 

  

 來星國無印良品會遇見的台灣實習生人數比我想像多，學生會接二連三地過來

體驗外語能力的服務銷售，有各種學校各種科系，讓我覺得很像在異國跟同鄉背景

的戰友一起來對抗遊戲裡面的各種敵人，時間到了遊戲解除了我們就該各自解散回

到現實世界過自己的生活了，其實這種感覺真的很特別，我意外感觸特別深，台灣

人保護台灣人，台灣人互相挺台灣人，那種義氣，那種團結，到了星國我才更加喜

歡台灣的美好，並不是說新加坡不好，而是台灣人有新加坡沒有的氣度，我想這就

是為什麼無印良品喜歡招台灣學生的理由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