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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一、 緣起 

 

  我們一直都在從課本上學習，但這只能加強閱讀跟寫的能力。口說這塊能力

比較沒有辦法被訓練到。所以為了製造那個環境以加強自己的日語口說能力，我

希望四年級的時間可以用來出國以精進日語能力。把自己的想法跟家人討論了之

後，他們也希望年輕人有機會就多出去闖闖，都大力支持我的想法。因此我選擇

報名參加長期的實習。 

  為什麼選擇這間公司去實習？系上發布的各種的實習廠商的資訊，大部分以

飯店業為主。唯獨泡麵博物館不一樣，而且面試的門檻跟其他的實習公司相比相

對較高。所以在面試其他家公司的同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也報名參加泡麵博物

館的實習。很高興當天運氣可能還不錯，所以幸運通過了面試。讓我可以成功踏

出計畫中的第一步。 

  因為對未來的規劃還有些迷惘，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實習來好好思考

以後畢業的發展。也能讓我知道，我到底適不適合這個行業。有可能在工作上或

者是在日本的生活給予我未來的方向也說不定。今天我有機會可以踏出去，就該

好好地把握然後勇敢去嘗試看看。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日清泡麵博物館】 

簡介：  

 本紀念館是一個體驗型紀念

館。這裡將啟發和培育每個孩子

內心所擁有的創造力和探究心。

日清食品的創始人安藤百福先

生不僅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速

食麵─雞湯拉麵，而且還引發了全球性飲食文化革新，本紀念館透過各種展覽，

讓參觀者親身感受安藤百福先生的“Creative Thinking = 創造性思維”。 

  參觀、觸摸、遊玩、品嘗，希望大家在快樂中獲得發明、發現的啟示，發現

屬於自己的創造思考。 

設計理念 ： 

  安藤百福先生卓越的創想能力和勇於冒險的精神，極大地推進了人類與飲食

的關係，這正是今後我們的時代所需要的創造性思維。在紀念館新創設之際， 

我們將紀念館的概念鎖定於“創造性思維 = CREATIVE THINKING”。 

本紀念館將接待來自日本各地及亞洲各國眾多的孩子們，我們殷切希望孩子們透

過在本紀念館的體驗，能切實感受貫徹百福先生一生的創造性思維，從而刺激他



們的創造力萌芽，這是在本紀念館設計中我最著重考慮的要素。 

本紀念館的標識採用3個“ ! ”，其創作靈感來自於合味道的包裝設計。 

這個標識蘊含著我們對合味道紀念館的希望，希望它給參觀者帶來各種驚歎，讓

大家感受發明、發現的快樂，感受飲食對人之重要，更能感受懷抱夢想獨立思考

之樂趣等等。             ——佐藤 可士和 (Kashiwa Sato) 

資料來源：泡麵博物館官網 

 

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一)、 職前訓練 

 

剛來到日本的第一週並沒有立刻

就開始上班，而是先在橫濱支社

研修兩個禮拜。聽說每個日本人

在進入比較大型的公司前，公司

一定也會先上研習課程。所以我

們也跟著一起進行研修。我們在

支社上的商業課程內容、聽說的都是跟日本新鮮人上的課程一模一樣。 

 

https://www.cupnoodles-museum.jp/ja/yokohama/


 

研修的內容每天都不一樣。唯一固定不變的就

是，為了加強我們口說上的訓練，所以每天早

上在研修一開始之前一定會有一個三分鐘的

報告。內容是由他們指定，然後我們再輪流上

台的報告。雖然說要求要三分鐘，但是一開始

的每個人都特別緊張講沒幾句就結束了。其實

也沒有強硬要求三分鐘，只是希望我們能夠盡

量表達以達到訓練的效果。 

進行了一個禮拜的研修

之後，我們前往在霞之

關的本社參加入社式。

這天也算是一個小型的

成果驗收？因為這天的

自我介紹的演講是真的

要3分鐘。但是可以帶小

抄，如果太緊張不小心忘

記可以瞄一下。才剛到一

個禮拜，就要進行一個稍



微正式的演講。對我來說這感覺是攻破了實習的第一層關卡~ 

 

 

 

 

 

參觀Adecco本社 

 

 

 

 

 

 

介紹各部門 

 

 

 

 

 



(二)、 【チキンラーメンファクトリー】 

 

結束了職前訓練之後，我被安

排到在三樓的部門。他是一個

體驗型的部門，主要工作是帶

領客人體驗如何從製造泡麵。

從揉麵糰到調味都是自己完成。

分A，B兩個會場，一天共八場。

一場的體驗時間是90分鐘。 

當我知道被分到這個部門的時候我是有點驚訝的，因為這種類型的工作是需

要跟客人大量互動的，個性開朗活潑的人可能比較適合。相反我比較怕生，個性

比較害羞完全不太適合這類型的工作。所以我為了克服個性這個問題花了不少的

時間。 

 

 朝會 

 

  每天早上９：２５分會進行朝會。主管會先宣布昨天的注意事項和新的事情。

然後依序發表擔任A、B會場的リーダー、MC、1~8號的人、カウンター、ホー

ル。這種時候你就必須專心的聽，你的名字是在哪個號碼的後面。叫到你的時候



要回應「はい」。 

  發表完工作之後是身だしなみチェック（檢查服裝儀容），A會場跟B會場

的人會各自圍一個圈排開。然後互相幫對方檢查。 

1. 是否佩戴名牌 

2. 指甲有無過長 

3. 圍裙後面的背帶平不平整的 

4. 有無配戴皮帶 

5. 穿著過腳踝的黑襪子 

6. 頭髮有沒有好好包在頭巾裡面 

 

 發聲練習 

 

服裝儀容檢查完畢之後，就是發聲練習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こんにち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之後，主管會對大家說 

「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也會回應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各自鞠躬，開始一天工作 

每次一說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就覺得やる気満々！沒有說感覺好像哪裡

怪怪的，反而提不起勁！會讓我有今天也要努力工作的心情！果然工作口號好像

也是需要存在的！ 

 

 工作介紹 

 

(一)、 早上的準備工作 

 

 

除了主要的體驗工作以外，還有早上的準備工

作。早上準備工作跟今天擔任的桌號都是主管

分配的。 

 

 ２、６ 

一開始剛進去的時候，一定是先做2、6。

因為做2、6是最能熟悉工作環境的工作。 

2號是負責把裝麵的鋁網噴上油。6號則是

把噴好油的鋁網拿去放每一桌的櫃子裡

廃油、新油 １、５（ＡＢ） 

スプレー ２（ＡＢ） 

練り水入れ ３（ＡＢ）、Ａ７ 

セッティング ４、８（ＡＢ） 

ザル配り ６（ＡＢ） 

練り水作り Ｂ７ 



面。 

   一天共有八場，總共十六桌。一個人負責一個會場總共要完成192個鋁網。

並且一定要在10：15之前完成。因為6號要負責發,所以這兩組是綁在一起一邊

拖到另一邊就會沒辦法作業。 

  我覺得2號是最累的準備工作，因為要拿一罐裝滿油的噴霧慢慢的噴到網子

的上面。重複同一個動作久了，手會很痠而逐漸沒力。速度就會跟著慢下來。但

是不完成體驗就沒辦法開始，所以會有時間上跟身體上的雙重壓力。 

  6號則是可以最快記住桌子的位置跟號碼。一桌共6個人，所以會有六個網

子。每個網子上面都有編號，6號要看到號碼的那一刻立馬判斷他是幾號桌，然

後立刻拿去那桌的櫃子。一開始做的時候我又背不起號碼又記不住桌子的位置，

會在原地打轉一圈左右才會發現我要去的桌次。這邊也是下了一番工夫，所以到

現在我都還記得號碼的編排跟桌子的位置。 

 ３、７ 

  3、7是負責量一整天的體驗所需要用到的練り水的公克數。因為他是依每

天的濕度為準，所以每天的公克數都不一樣。這邊也是特別的考驗技術，因為公

克數一定要特別的精準，不能多一克，也不能少一克。每次量的時候都會因為多

一克、少一克感到困惑。這也是份需要手感的工作。 

  雖然以上的號碼A、B都是做一樣的工作。但唯獨B會場的7號不一樣。B7

早上的工作是要製作體驗的時候要用到的練り水（隔天用），是特別重大的工作。



也是我除了2號以外最不喜歡的工作之一。因為每次製作的時候都膽戰心驚，感

覺自己很像在施展什麼鍊金術，萬一一個不小心哪裡做錯了造成大家食物中毒怎

麼辦。每次都一邊想著這個，一邊製作練り水。 

  1、5是限定男性才能做的工作，油的處理跟準備。4、8是整理體驗用的道

具跟桌子。我目前都還沒有擔任過這幾個號碼，所以我無法做更詳細的說明。 

 

(二)、 體驗工作 

 

 

 

 

 

 

 

這是小雞麵一天的體驗時間表，每天的都是按照這個時間去工作。 

一場 90分鐘分為「前半工程」和「後半工程」。 

 前半工程：從揉麵糰到拿去蒸 

 後半工程：給蒸好的調味之後拿去油炸 

Ａ Ｂ 

１０：１５～１１：４５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１１：４５～１３：１５ 休息（４５分） 

休息（４５分） １３：１５～１４：４５ 

１４：００～１５：３０ １４：４５～１６：１５ 

１５：３０～１７：００ １６：１５～１７：４５ 

休息（１５分） 休息（１５分） 

打掃～１８：２５ 打掃～１８：２５ 



作業時間 

  這裡就是需要跟時間賽跑的地方了。從進場帶到桌子揉好麵糰要控制在 30

分鐘以內，前面只要一拖到後面的工程就會延誤。所以在引導客人的同時也要一

邊注意時間。 

  這就是最難的地方。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手作的經驗，所以速度上多多少少會

有落差。如果是碰到小孩子的場合，落差會更大。要如何使大家保持在統一速度

並且提早在 30分鐘之內結束，這樣你才有時間打掃準備下一個階段的作業。要

適當的催促，又不能讓對方感到不愉快。面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是真

的需要下苦功的地方！做久了之後，才會有一套適合自己的方式。 

 

 心得 

 

  我算是第一次打工，第一次面對的工作就是這種超級體力活。剛開始的第一

個月真的有點吃不消。因為這個工作不僅是在訓練你的表達能力連體力也會一起

被訓練到。一開始發給大家一本小手冊，說先把台詞背熟。我也照著這麼做了，

但是我就經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客人會問我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不可以



那樣做？ 

  對於一個剛開始學然後又只背了手冊的人來說，真的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他們的問題。只能回答他們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有時候還會聽不懂對方在

問我什麼問題，這種時候就會很挫敗。但我結束後會去問前輩對方問過的問題，

他們也都有好好的告訴我答案。下次我再遇到同樣問題的時候，就可以回答他們

了。 

  除了語言之外，就是速度。一開始因為還不熟練沒有辦法完美的引導客人，

加上連續幾場下來有點沒力而影響速度。所以導致我一開始永遠是最慢的一桌。

還因此被主管特別關心了幾次。 

  我也開始認真思考要如何做出改善，哪裡可以加快作業效率。然後在帶體驗

的時候，一邊帶一邊看前輩們怎麼做。稍微模仿他們，然後在台詞上也開始做了

一些小小的變動。然後就找到了適合我的一套作法。速度真的也有在慢慢的提升。

當我第一次比前輩還要快的時候，真的感動到不行。克服了語言跟速度之後，操

作上也開始越來越熟練。我有在慢慢地進步似乎有傳達給大家，所以開始收到很

多回饋單。 

 

 

 

 



一天結束最後在看回饋問卷時，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客人記住，並且寫下來感謝的

時候真的是覺得自己一天的努力都值得了。 

                                             

 

(三)、 【ショップ】 

 

年末的時候短期的台灣生因實習結束要

歸國，樓下面臨人手不足的現象。所以

我比同期的學生預先提前更換部門。原

本年末因為太忙沒有計畫要更換部門的，

但因為這段期間樓下一直沒有找到新的

人來替補，所以我就 12月中提前開始

樓下的研修。變成 12月的時候 3樓跟 1樓兩邊跑的現象。 

 

 

意外找到的工作照（最左）  跟大家的合照 



 早上的準備工作（9：30~10：00） 

 

  一樓跟三樓不太一樣的地方是，三樓是早上主管會發表你今天擔任的號碼，

然後你今天一整天除了最後的打掃以外都是做那個號碼要做的事情。你今天是2

號，那一整天就是2號的工作。但是商店不一樣，他是每一個小時你做的工作都

不一樣。 

  早上的時候主管會先把今天的工作表貼在白板上，然後你要先去看早上的準

備工作是做什麼。統一是打掃商店。要先用乾淨的抹布把商品上的灰塵拍打下來，

然後再把架上的商品全部拿下來擦拭架子。因為每一個架子都要擦拭很花時間，

所以有一些地方會在前一天晚上先打掃好。隔天就不用再去擦拭那個區域，也會

在打掃區域的紙上做標記。 

 

 朝會 

 

  時間通常不固定，每次都是打掃到一半的時候。主管喊「朝礼します」然後

大家就趕快停下手邊的工作去集合。朝會的時候主管會把今天的工作表的影本發

給大家，然後宣布事項。 

1. 今日預計來館人數？混雜or平日 

2. 有無販售新商品 



3. 昨日完售的商品 

4. 今日預計到貨的商品 

5. 一些工作的指示 

跟三樓一樣大家互相說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就繼續回到剛剛的打掃工

作。果然口號真的很重要！ 

 

 工作介紹 

 

  ９：３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黃 ③ １ 店ＡＢ ２ 休 １ セット 店ＡＢ ゴミ

回収 

掃除機 

工作表（範例） 

  因為每個小時的工作都不一樣，所以一定要時時刻刻確認自己下一個的時段是

做什麼工作。我來說明一下班表 

1. 9：30的「③ 」是指打掃區域，我們打掃有三個區域。最外面是③，中間

是②，①是最裡面收銀機跟牆壁架上的商品。 

2. 10點以後的數字都是收銀機的編號,所以10點開始我負責的是1 收銀機 

3. 店AB是商品的補充，因為有分A、B區域所以有標記AB是都要補充的意思。 

4. 休息 

跟三樓不一樣的地方是這邊是休息是輪流。因為店裡時時刻刻都需要有人在，

所以從12點~14點開始會陸陸續續有人上去五樓休息。每次至少2個人，假



日的時候上班的人比較多有可能一次4個人一起休息。 

5. セット是製作要販售的商品，通常都是主管安排你要做什麼。主管不在的時

候,會寫在紙上貼在白板上。 

6. ゴミ回収是一個人把今天一整天商店累積的垃圾拿去丟，通常30分鐘左右

就可以完成，17：30以後還會安排別的工作要做。 

7. 掃除機是最後客人全部離開之後，兩個人負責商店從里到外用吸塵器吸地

板。 

 

(一)、 收銀 

 

這裡面我覺得最辛苦的當然就是站收銀

機，每次站收銀機的時候皮都繃很緊。因

為是跟錢有關係的工作，很怕算錯錢也怕

找錯錢。操作收銀機是還好，只要熟悉了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除了有時候收銀機會

突然出問題以外。 

  收銀是每一個小時交班一次，每次交班的時候都會很緊張有沒有出現過不足

之類的。每次過不足是零的時候都鬆了一口氣。主管也會每天在白板記錄今天是

沒有過不足的第幾天。 



(二)、 裝袋（袋詰め） 

 

  除了操作收銀機以外，另一個工作是裝袋。這也是一項很考驗技巧的工作。

而且這個真的只能靠經驗，因為一開始教的時候只有幾個比較常出現的商品組合

要怎麼裝而已。但也不是常常都固定那幾個組合，所以真的很考驗空間概念。雖

然博物館的商品已經算好裝的了，因為東西幾乎都方方正正的。但我到最後都沒

有抓到訣竅，每次都會裝一裝發現有點塞不下。然後我會先跟客人道歉然後換種

裝法。真的只能靠經驗慢慢累積。 

 

(三)、 商品補充 

 

  補充有分A區域跟B區域。A區域主要是食品類，還有幾乎從倉庫補充的商

品。這個比較好補充，因為一進去倉庫就知道東西擺在哪裡很好找。但缺點是很

累。客人很多時候你一把架子補充完，客人看到又會馬上拿光。你又要再去重複

補充，然後又上演剛剛那幕。但你不能一直補充同一個地方，不然其他的商品沒

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我後面知道大概重複補充一次勉強可以撐一下的時候，立刻

去看其他區域。其他區域沒事了，再繼續剛剛的地方。 

  B區域主要是泡麵博物館的吉祥物ひよこちゃん的商品，很小、很多、很雜。

補充的方式是從每個商品展示架下面的盒子裡補充。架子下面的盒子有四個，你



都分別要記住裡面裝了什麼東西。有些是展示架上有什麼，下面的盒子裡面就有

什麼。有些則不是，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一直找不到我想要補充的的東西。我每

次拉開那個盒子，都很像在玩什麼尋寶遊戲。真的找不到的時候我會問前輩，有

時候是交給另一個同樣負責補充的人。 

 

 心得 

 

  原本一直都待在三樓，突然被調到一樓的真的非常的擔心害怕。害怕怎麼去

跟新的同事相處，畢竟我是一個比較慢熟怕生的人。跟三樓的大家慢慢的熟起來

也是因為時間的緣故，所以我害怕短時間內一樓的同事也沒有辦法適應我。一樓

跟三樓的氣氛完全不一樣，三樓的年齡層比較廣。有跟我同樣年紀的，也有從開

館前就在的大前輩，甚至還有比我小的。三樓算是比較熱鬧，畢竟人也比較多。

一樓就特別的安穩。商店裡面目前只有女性員工，基本上都是姊姊和媽媽級別的。

少數幾個打工的是大學生。 

  有可能是因為年齡和外國人的關係，所以大家都特別的照顧我。每個人都很

溫柔，都會好好的教我，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有因此變的更加的開朗起

來。雖然剛開始工作經常出錯，但大家也都好好的教導我。也沒有罵我，都是好

好的跟我說。不希望自己拖大家的後腿，因為大家很溫柔所以更不能辜負她們對

我的期待。讓我自己無形中自己產生了壓力跟動力。 



  在一樓的時候，真的每天都很快樂。雖然面對收銀的時候一直神經緊繃，但

是跟其他同事們相處的時間我都很喜歡。可能是因為都是同性，讓我特別安心。

然後更希望自己可以幫的上大家的忙。 

 

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一)、 住 

 

 

  我們一起前往的台灣生統一住在share house，不過住所是自己挑的，所以

大家沒有都住在一起。我是跟同班同學當了快一年的室友。我們住的這間一個月

房租包水電是68000日圓算是比較貴的。但因為這邊交通比較方便，周圍的商

家也很多算是比較熱鬧的地方，所以還是選擇居住在這邊。 

 



(二)、 食 

 

剛來日本的第一個月因為只有

一開始帶的生活費，所以為了省

錢幾乎每餐都是自己煮。一開始

只是研修期間還沒有開始排班，

所以研修結束每天都會去超市

採買食材。然後因為日本的超市

蔬菜種類很少、又不便宜，只有

高麗菜又大顆又便宜。結果七月整整一個月每天都在吃高麗菜。 

 

開始正式上班之後下班直接懶

得煮飯，變成大量吃的外食。但

因為外食價格偏高，大概是一餐

抵自己煮三餐，所以都挑那種比

較便宜的。結果就因此迷上了咖

哩跟歐姆蛋包飯了。 

 

 



(三)、 交通 

為了上班買的定期票 

  在日本主要是使用電車居多，電車真的特別的方便去哪裡都可以使用。我雖

然不是住在東京，但從住的地方坐東橫線去涉谷也只要30分鐘左右。而且因為

有買定期的關係原本來回車票1000跑不掉，變成600多直接省了快一半的錢。

所以我放假的時候，也經常會跑去東京。 

(四)、 玩樂 

 



一起去日枝神社參拜

 

袴体験 



カフェ巡り 

參觀漱石山房紀念館 

 

 



 

飲み会 

 



 

女子会 

 

 



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一)、 語言能力的提升 

 

  一直以來都是只用看跟聽的方式去學習語言，並沒有實際去運用的話他不

會變成你的東西。環境真的很重要，沒有在環境的逼迫下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定的

提升。因為環境讓我必須使用日語，所以我的日語才有辦法得到提升。還有能夠

開口的勇氣。 

 

(二)、 團隊合作的意識 

 

  這裡每個人都是互相幫忙，遇到問題的時候也是大家一起解決。絕對不會放

你一個人，一定是大家一起。所以內部才能管理的那麼好，我覺得這點是非常值

得學習的。大家有一個共同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三)、 擴展視野 

 

如果有機會可以出去外面看一看的話，真的該去。去了會發現很多不知道的事物，

也許有不如預期，也有令人驚訝的。多出去走走自己去發現，比從別人哪裡聽到



要來的實際多。增加自己的國際觀，從此看事物的角度可以多方面思考 

 

六、 感想 

 

我很感謝能有這次的機會參加實習，透過這次的實習不僅對我的日語能力上

有提升。也擴展了我的交友圈，沒有想到在國外我也可以交到很要好的朋友。我

有感受到我比起以前變成更加的開朗，慢慢開始有了點自信。 

我原本以為從那兩個部門畢業，就像普通人突然消失一樣。大家應該也不會

對我有任何的感覺吧？沒有想到，我說我即將在短時間內回國的時候。大家言語

裡面都是慢慢的不捨，希望我可以再繼續待久一點。就算只是客套話，也讓我感

到非常的溫暖。 

收到從兩個部門畢業的留言板的時候，我很驚訝原來大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

喜歡我。留言板寫了滿滿令人窩心的話，每個人都寫我真的很努力，這一年真的

辛苦了。如果有機會的話希望我還可以去找他們玩。看了之後變成我有點捨不得

跟大家分開了。 

沒有踏出去嘗試，你真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辦得到。我很高興我鼓起了勇氣

報名參加了長期的實習，這一年的實習會成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經驗以及回憶

之一。我有感受我的變化，同時大家也都有看到我在慢慢的成長。希望我可以抱

著這種精神繼續去挑戰其他事物。 



 

來自大家滿滿的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