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 學期實習心得-臺灣日通 
運輸 4A  00568036  林金璇 

 

    這個學期我在臺灣日通物流部門 NEXT-1倉庫實習，臺灣日通是

日本通運株式會社在台的子公司，跨足承攬業、物流倉庫與國內外

搬家等業務，當初讓我選擇日通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日通提供內部

輪調的機會，透過面試時所表達的志願，我也如願進入物流部門實

習，NEXT-1倉庫作為 Uniqlo專倉，負責優衣庫所有貨物的配送，

我的實習計畫是 7-8月在進貨組；9-10月在出貨組；目前是第三個

單位 EC(網路商店)組。 

    進貨組負責排訂貨櫃進倉的順序、時間，處理外箱與內容物不

符與店鋪返品，我的工作就是將商品的 Packing單(貨櫃商品明細)

與其相配的 ASN單(倉庫類條碼)整理好，再將明日排定的進倉貨櫃

的文件挑出來供現場使用，有時候也需要去現場支援；出貨組負責

將客人下單印出來並依照店鋪分類，隨時注意現場進度，開立出倉

單等出倉文件，我也曾經去現場學習整個出貨的流程；EC組負責網

路商店的進出貨所有事，我的工作是密切注意進貨狀態、寫節單量

與現場進度在白板上，我現在還在學習中。 

    非常開心有在大學最後一年可以有實習的機會，感謝學校與日

通願意讓我學習，可以修有關於職場上的學分，跟課本上教的有甚

麼不同，都是親自才能感受到的，怎麼問問題才簡潔清楚，不會浪

費別人時間；在忙碌工作之餘，還能如何精進自己，也是在倉庫之

後，我才真正了解到店鋪上看到的商品，是經過比想像中更多人的

作業才能出現在架上供我們選購，而網路商店的逆物流又是怎麼配

合的，如果是有想要實習的學弟妹，推薦選擇一間自己有興趣的公

司，豐富自己大學的經歷。 

 

 



 

 



 



宅配通實習心得 
00588011 蔡嘉祐 

    在宅配通實習面試時，就已被告知面試做的性向測驗適合當現

場主管，因此要求朝向這部分進行訓練。最開始的兩個月先在總公

司的經營企畫部協助路順專案，以及 AI自動化影像辨識。從最一開

始的撈取資料、資料分析整合，到最後的開會討論，程式開發都參

與其中，得知做一個專案的繁複程度遠大於校內報告的程度。而且

上頭的人有時間壓力，因此下面的我們也需要盡快趕出一些成果讓

其能在開會對董事長做好說明。在那裡，體驗到了辦公室的工作生

態，以及做案子的流程，以及對宅配作業的基本流程認識。 

    輪調到現場單位:內湖所。那邊是目前公司內最混亂的站所之

一，人員的配置，以及內勤的工作狀況都不穩定。一開始公司希望

我能在這邊卡位，畢業後直接這邊擔任儲備幹部。因此我在那邊經

歷了許多奇特的經驗，有內勤只有一人，所經理被記過等混亂，到

整個站所的改革，有更換所經理、內勤、幹部等人員，外包司機的

更換，以及經年累月的問題處理。到了一段落之後我為了受到更正

式、完整的訓練而論調到了新莊所。 

    新莊所是宅配通全省績效最好、規模最大的營業站所，在工作

環境以及分工上都非常地妥當，業務處理業更加的流暢迅速，大家

都各司其職，讓我有非常大的驚艷。最印象深刻的是雙 11的爆炸貨

量，整個站所都塞滿了貨，但司機們都會多帶一些貨出門，協助處

理，在所有幹部及司機的努力下，一個禮拜已經將所有的貨物清

完，令我相當敬佩這站所的團結，我們幹部甚至處理完存貨之後還

去支援內湖所，真的很特別。 

    的這五個月我經歷了相當不一樣的三個地方，也學習到許多流

程的細節。而我最需要加強的部分就是與司機的交流，他們都有非

常強烈的個性，要如何取得他們的信任是我還需要努力的課題，畢

竟不菸不吃檳榔的我實在很難與他們快速混熟。感謝學校能為我找

到這麼特別的實習，也感謝宅配通願意給我這次的實習機會。 

 

 

 

 

 



陽明海運實習心得            
運輸 4B 吳任晴 

00568132 

 

在陽明海運實習也快一學期了，從原本不適應朝九晚五的生活，覺得一成

不變的工作枯燥無味，到現在漸漸在工作中學習、成長，並且認識了一群友善

的同事，開始喜歡上這份實習了。 

在這期間，我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積極主動，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遇到問題立即提出來，不要埋頭苦幹，大部分的同事都樂於給予協助、指導。

如此才能學習到前輩們的經驗，下次再遇到問題便能獨立解決。 

另外，要懂得調適心情，有些工作內容重複、單調，要抱持著來學習的心

情，從中找到值得學習的地方，不要只是一味地重複作業，而是思考其中的前

因後果，想辦法去學習新知識。 

公司中的資源很多，所以善用資源也很重要。是部門定期的內訓、或是部

門外的課程，都是增加自己知識的方法。除此之外，公司還有教學網站，各種

的資訊、教材都在上面，如果能用閒暇的時間充實自我，就能學習到更多。 

最後，我覺得應該要多方嘗試，不論是工作上、或是社團活動，陽明有很多社

團可以自由參加，像是我參加的羽球社、愛跑社等等。除了可以享受社團樂

趣，放鬆心情，還可以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擴展自己的交友人脈。 

第一次進入職場，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學習，雖然還是實習生，犯錯還

是會被包容，但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總是麻煩同事，讓別人善後。我期

許自己在實習的這一年能不斷充實自我，多方接觸海運業中的各個領域，找到

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也為日後的工作奠定基礎。 

 

 

 

 

 

 

 

 



怡華的陽明小生活 實習心得         2019/11/28 

運輸 4B 00568130 陳怡華 

進到陽明差不多要 6 個月了，對這個環境已全然的熟悉、對眼前的辦公桌及電

腦也都漸漸有了感情，依稀記得第一天報到時，對一切都感到緊張且陌生，時

刻繃著神經與耳朵，等待學長姐的呼叫與教導，一連串的課程與被交辦的工

作，無不讓我感到充實與興奮，學習著過往不瞭解的事物、專研著初次見面的

CP、摸索著從末接觸過的系統等，這些經歷都帶給我前所未有的衝擊，讓我真

正意識到自己已然踏入社會，不再是一個懵懂的學生了。 

以下我就知識面學習心得、平日工作心得及自我未來期許的三大面向進行心得

記錄： 

 知識面學習心得： 

剛進到部門時，對整個海運市場及這個部門的工作仍一知半解，對各種專

有名詞及專業術語都感到茫然，也是過往在學校裡鮮少接觸的知識，學習

起來並不容易，第一天即得到許多的傭船契約與船舶數據，接下來一連好

幾天的晚上，都坐在書桌前與其奮戰，上班時間也各種等待學長姐有空檔

時，前去詢問不懂之處，由衷感謝學長姐們不厭其煩的教導。 

在訓練課程的安排中，主要為認識部門內的各組工作與認識海運市場及船

舶知識，這些課程對我而言效用極大，或因運輸系對海運的專業知識不如

航管系扎實，讓初來乍到的我感到無比的茫然，也因方向太廣而找不到該

下手學習的目標，也幸好部門內有安排一連串的新人課程，讓我確實了解

各組平日的工作項目，並間接認識到海運市場及聯盟的運作模式，在課程

中，學長姐對內容的準備都很充實，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也都很詳盡的解

釋，對我在知識惡補上的幫助很大，也讓我更快的進入工作狀況。 

 

 平日工作心得： 

剛進到公司時，發現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埋頭在做自己的事，鍵盤聲此起

彼落，每個人都忙得不可開交，這樣的場景，對我這樣一個好動的人來

說，我一度覺得自己來到了地獄，開始要為自己的實習生涯數饅頭了，幸

好這樣的想法在第一周結束後隨著忙碌感而消逝了，每天看著信箱裡面爆

炸的信件往來，發現我要學的東西還有太多太多了，壓根找不到去買饅頭

的時間。 

至今的工作日常中，我主要完成了簽呈整理、SURVEY REPORT的歸檔及船

舶資料彙整等，也學習了製作簽呈、跑簽呈的流程，以及眾多組內學長姐

交辦的各項事物，每當完成一件事時，對我來說都是一份成就感的達成，

許多事情或許小且簡單，但我覺得不管到哪一個工作領域中，能從最基本

的學起，便是我當初選擇來的實習生的初衷，我也期許自己能像大樹一

樣，不斷的吸收水分並努力的成長茁壯，在工作與學習並進的同時，盡快



地融入大家、努力地熟悉工作的流程與細節，並爭取發揮自己的最大效

益。 

 

 自我未來期許： 

這將近半來的時間，從不甚熟悉到逐漸摸索出方向，除了對專業上的學習

和完成工作的項目外，期間我幸運的參與了多次會議，大家嚴謹的態度和

對工作的要求，都是我要學習的目標，在會議中聽著大家一來一往的討

論，心裡不禁敬佩起大家對自己專業的掌握，也使我更堅信我需要致力於

提升自己的能力並增進工作上的技能，以下是我期許自己要在這一年間充

實的方向： 

1. 對 CP的熟悉度：看了許多的 recap、mainterm、rider、addendum 等

等，都讓我對 CP的世界燃起想要征服它的慾望，我也期許自己未來越

看越多、越快、越熟悉。 

2. 工作的敏銳度：身為一個實習生，我期許自己能協助到各位學長姐，

能最快的滿足大家交辦的內容。 

3. 對數據及表格的理解力：市場上的數據、BUNKER的變動、船價的浮動

等等，我期許自己在未來能一看到數據就有相當的理解能力。 

4. 軟體的操作能力：alphaliner的資料查詢、outlook的基本操作、公

文系統的使用方式、access的運用能力等，是我目前正在學習的各項

軟體，都需要多用才會更熟悉。 

實習生涯還有 6 個月，多學多做多充實自己，我期許自己在需要離開時，

能將上述 4個自我目標的分數欄中，打上 5顆星成績。 

 

 

 

 

 

 

 

 

 



實習心得報告-三維移動有限公司 

系級：運輸科學系 4A 

姓名：曾詩雅 

學號：00568002 

公司專長於交通運輸之工程顧問公司，主要服務項目為公共運輸與交通工

程之研究、評估、規畫、設計及監造。 

進到公司的第一個禮拜首先閱讀「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核定原則」

以瞭解各項計畫申請核定時需遵守之規定及遵守的條件。 

第二個禮拜開始著手執行案子，我主要負責的案件為屏東縣的公車路網優

化及屏東專案辦公室，在執行專案的時候學習到很多，詳如下段。 

在執行屏東專案辦公室的案子時，需與屏東縣各個原鄉進行溝通與聯繫，

亦需親自造訪原鄉輔導，並協助修訂、檢視計畫書等工項，在這之中讓我瞭解

到各個原鄉有著不同的風俗民情不同的文化，也學習到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

性及如何清楚的將想要表達的意思傳達給不同的人聽。 

在執行屏東公車路網優化之中學到了很多，首先是分析各項資料。首先我

針對屏東縣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的電子票證進行分析，歸納出各路線之各站點

上下車人次，並利用我的地圖(Google Map)將各站點顯示於地理圖層中，將其

會出 KML檔後，再將其匯入地理資訊系統(GIS)，再依各站上下車人次依顏色與

大小的不同，找出重要旅次吸引點。亦或是利用動態系統匯出路線資料，再利

用 GIS依照各路線不同班次數以不同的粗細程度顯示，並套疊至地圖中。輸出

各項圖後，得以針對屏東縣各市區客運及公路客運進行分析，如:屏東縣服務班

次路網分布、各站點規模大小等等，分析資料後會與同事一起研究分析後的結

果，能聽到不同的見解，也可提出自己的想法討論，最後整理出調整的方案，

也曾到縣府向縣長、委員、科長、祕書長、處長、副處長報告，蒐集相關意見

後，再回公司針對重點問題重新評估檢討。 

實習到現在我覺得學到很多，也瞭解到其實取得資料是屬於難度較高的一

個環節，在公司上班體驗真正的實務操作，發現很多事情要自己懂得融會貫

通，這趟實習之旅我覺得很值得來走走，如果能重選一次我一定還會再選擇同

一條道路的。 

 

 

 

 

 



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實習心得 

運輸 4B 00568106 白梓吟 

    來到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實習將滿半年，在這段期間內體驗到了許多在

校期間無法獲得的經歷，並且從中學習進步。認識並融入季鈞，一直是這

幾個月自己的目標，幸好在團隊內有許多海大的學長姊，降低了在陌生環

境的恐懼感。在學長姐的指導下，認識到自己的弱處和不足，也深刻體會

到了團隊的力量和魅力。 

    在實習的這段期間透過參與各式計畫案，累積蒐集整理資料能力，並

且從中對現況問題有更進一步之理解。在「長隧道通行機車條件」的政府

標案中，協助蒐集各國長隧道機車通行案例和各國機車使用情形等作為期

中進度的內容、製作與業主開會的工作會議簡報以及記錄在公路總局開會

的會議內容。通過踏踏實實的學習，讓自己有成長的機會，也讓自己感受

到自己的價值所在。 

    而在九月初時，有一個派駐交通部科技顧問室的學習機會，但是因為

需要在那裡派駐超過半年的時間加上自己同時在準備推甄研究所，最終由

另外一位實習夥伴前往。雖然心中感到非常可惜，但是這何嘗不是一個讓

自己成長的歷練。以往在遇到機會時，我都會盡力爭取，沒有考慮到自己

當下的狀態是否合適，藉由這個事件給我帶來的啟示為「應當評估自己當

下的條件是否允許自己接受這樣的挑戰」，在感受到自己心境成長的同時，

我感到無比的雀躍。 

    平時也從職場前輩身上獲得很多寶貴經驗，不論是在做事亦或是做人

上都有所幫助。在與洪總經理開會時，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話是「我

們提供業主這些解決方案不是只是應付而已，而是問題在那邊，我們所做

的一切是要去解決問題」，我對於能夠秉持這樣的態度為社會服務感到深

深的敬佩，也將此段話謹記在心，期許自己在做事時更加謹慎專注，尋求

解決問題之道。 

    很感謝能有這個實習機會，更感謝同事們對實習生的包容，讓我能在

學生階段就體驗到職場生活，並且了解計畫案從投標到最後繳交成果報告

之運作流程。總結自己實習期間的表現，有成長也有不足的地方，體認到

任何細節都有其意義所在，任何人都有他的獨特與優勢，養成主動學習的

習慣才能不斷進步。 

 

 



081 校外實習心得 

季鈞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輸 4B 00568105 張晴 

首先感謝運輸系以及季鈞願意提供我實習的機會，讓我在這半年過得

相當充實，不僅成長許多也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從一得知自己面試獲

得錄取時便明白自己不能辜負公司對我的期望，需要更努力學習不能再

鬆懈，也必須將自己在系上所學與實務相連。 

自七月份進來季鈞以後，慢慢了解顧問公司的運作過程，包含運輸規

劃案的投標流程以及執行過程，都需要縝密及細心的執行。實習過程中

協助蒐集及整理相關資料，公司也願意讓我們嘗試撰寫計畫書以及製作

會議簡報，也會帶我們一起前往政府單位參加工作會議及計畫審查會，

並學習製作會議記錄，公司很願意讓我們從做中學。 

大概九月開始，公司便讓我到交通部科技顧問室擔任駐點人員，協助

交通部推動「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透過公司前輩同仁的帶領及

教導，學習擔任交通部與地方政府間溝通的橋樑，以及地方政府的管考

輔導流程，掌握地方政府執行計畫的進度。並於定期召開的工作小組會

議中將各地方政府執行進度向主任及其他長官回報。 

這半年來透過這些經驗，我成長了許多，雖然剛開始適應時，也曾經

徬徨懷疑自己是否能力不足，但由公司前輩同仁得教導之下也漸漸得心

應手，未來也會繼續認真學習，最後還是要謝謝運輸系老師的教導，也

感謝系上為我們爭取實習課程。 

 

 

 

 



 

實習心得-00568134 陳安琪 

1. 進入超捷實習，最大的收穫就是更熟悉整個出口流程，從客人開始出貨的

拖車行、報關行、櫃場、船公司都有所接觸，文件的工作讓我了解出貨需

要的文件、各項規定、事項的截止時間，因此讓我對海運出口流程、規範

有更清楚的認識。 

2. 經歷了半年的實習，這份工作需要細心且不能馬虎的處理文件，資料若有

不符，小則更改大則產生成本，因此讓我更加認真地看待每一份經手的文

件。 

3. 在工作上會透過電話遇到許多不同的客人，最大的感受是與客人們接觸時

應對方式，如何清楚並專業的傳達資訊、面對客人的問題能頭腦清晰的回

答，對於處理事情的靈敏度及說話方式，都學到了很多。 

4. 實習後才真的認識這份工作，文件的工作內容不只是打文件，對於每件貨

物的出口文件製作條件都不一樣，對於文件內容的差異都和貿易條件有

關，   文件也需要進行思考，而非單單製作文件。  

5. 在超捷實習期間，大家都十分關心我的工作狀況，都會給予我工作上的幫

助，工作氣氛也十分愉快歡樂，公司也會準備課程給職員們進修，十分感

謝我所在的航線，大家都十分和樂，一起聚餐等等，謝謝他們真誠的對

待，也感謝帶我教我的 op，幫助我很多，耐心的回答我的疑問，跟著她學

習無論是工作方面或是思想方面都成長許多!謝謝超捷的所有人給予我這個

機會，讓我可以向這麼多優秀的人學習!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00668203 運輸 4B 徐鳳檥 

就讀大學四年級的期間，我選擇到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車事業處的

管理部門擔任生產排程管理實習生。我在實習期間見識到生產排程管理的難度

以及如何較圓融又保有原則地與客戶溝通訂單的安排問題，例如: 當車輛大量

到港又遇上品牌需要大量出車時，除了和客戶端協調每日最大生產量與出車的

優先順序，還需要跟公司各部門協調生產速度，亦或是當客戶臨時追加訂單

時，要進行基本判斷該車款的工時與客戶要求進行的作業項目，再決定是否可

以接受追加訂單以及最快可出車日，甚至是當車輛出現較嚴重的損傷或其他異

常時，該如何按照程序進行處理。 

 

    而我也從主管與同事們身上學到邏輯思考、做事方法等等，負責指導我的

前輩也教了我許多業務上的須知事項與訂單的基本處理流程，透過工作日常，

我觀摩到同事們在處理各種生產問題時，臨危不亂地連絡相關部門或客戶進行

協調，也學習到適時強化工具的影響力，例如: 將 EXCEL 繁瑣的多重步驟簡化

為巨集按鈕，多多善用公式，使工作效率更提升，以較少的時間處理更多的工

作。這些思考邏輯的轉換與做事的方法及態度，我認為是我實習最大的收穫。 

 

    在這次的實習中，從一開始都只能看看同事的信件、裝訂出車單跟點交

單，到後來有自己的信箱帳號，甚至可以開始維護報表及協助處理部分品牌訂

單，感謝同事們願意包容和保有耐心地教導我這個菜鳥實習生關於訂單管理的

工作以及職場工作的細節。體現一句話「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負責指導我的

好前輩十分有耐心地為我解答大大小小的疑難雜症，也會適時關心我工作狀況

如何，慢慢教我更多工作。也謝謝同為運輸科學系在東立實習並轉任正職的詩

閔學姐，在我初到辦公室時，常常關心我是否還適應工作內容，樂意幫忙我熟

悉公司業務。 



實習心得 

姓名：萬威志 

學號：00568019 

系別：運輸科學系 4A  

 

 在四年級上學期，有些人選擇做專題，有些人選擇考研究所，更有些人提早畢

業，但我覺得，能在學生時期提早試探自己對職場環境的適應性，是再好不過了。所

以我選擇了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占了全台七成成車物流的公司，剛好汽車

也是我的興趣。東立物流服務包括成車物流服務、成車裝卸作業、捆包業務、鐵箱製

造與設計等等。然而，這些業務雖然都息息相關，卻不是我主要負責的，我的部門是

事業開發處，職稱是 QCC 品質推進專員。 

 

 這邊來簡單解釋一下 QCC，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是由相同、相近之工

作場所的人們自動自發組成幾個人一圈的團體（又稱 QC 圈，一般 6 人~10 人左右），

然後全體合作、集思廣益，按照一定的活動程式，活用品管手法，來解決工作現場、

管理、文化等方面所發生的問題。而它是一種比較活動式的品質管理形式。品管圈的

特點是參加人員強調領導、技術人員、員工三方結合。 

 

 初來公司報到時，學長及協理就有跟我說要負責 QCC 這塊業務，我一頭霧水的

接下了這份工作，不過就在看了幾本相關的書籍和去國瑞汽車進修品質管理的課程

後，讓我能比較了解箇中的精隨。隨著時間過去，各圈圈會越開越多次，我也能慢慢

成為輔導各圈的指導者角色，告訴現場的圈員應該如何找出產線上的問題並如何運用

簡單的統計方法解決，最後也有個公司內 QCC 各圈期末發表競賽，來幫今年度的

QCC 活動做個結尾，看著自己親手主導一件業務完成的感覺，真是不可言喻的好。 

 

 此外，在品質推進會上我扮演著輔助的角色，從會前資料蒐集、圖表製作及船公

司文件翻譯，到會後的會議紀錄撰寫、郵件轉發，都是我一手包辦，而會議中主要討

論公司內受損的車輛是如何受損、在哪裡受損及如何避免發生，透過討論來防止車輛

損傷。在製作簡報方面，全球汽車產業趨勢及世界五大車展摘要是從蒐集資料到最後

報告經歷了約 3 個月，若是一有新的車界消息就立即補上。在翻譯方面，關於車輛大

大小小的文件幾乎我都看過了，無論是船公司的運送報告、現場的作業指導書、新車

使用說明書、公司內部規定，無論是中翻英還是英翻中，藉助少許翻譯軟體以及事後

修改句子，讓我的英文能力和汽車視野又更上一層樓。在庶務行政上，我協助開立入

港通行證、名片申請、接客戶電話、協助同事等，比較是屬於支援的部分。 

 

 平心而論，選擇實習學到了很多，透過實習的過程，可以學到教科書以外的東

西，增廣見聞，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看到令人新奇的東西。而東立物流對於本身就喜

愛車輛的我，更是如魚得水，能在一間與自身興趣相投的企業工作，也算是幸運了。

最後，我要感謝實習過程中，幫過我忙、教導過我的長官、老師、家人、朋友們，沒

有這些人也就沒有現在的我，謝謝大家。 

 

 

 



 

 



 

 



 

 



 

 



 

 



 

 

 



00568117 魏麒軒 運輸 4B 長榮航空松山機場實習心得 

 

 

   實習生涯轉眼間五個月也過去了，似乎也慢慢習慣了機場工作的步調、輪班

的生活，其實整體來說，能夠在這樣一間大公司工作，對於即將踏入社會的新

鮮人來說真的是相當寶貴的經驗，雖然我們只是實習生，但公司對於我們的工

作內容卻是持續讓我們嘗試新的事物跟挑戰，讓還是新鮮人的我們也能夠像正

職一樣的坐在櫃檯位客人劃位服務，還有在登機門奔波協助客人，讓我們能夠

更加體會到機場地勤的工作內容。身為大企業的員工，不管是在哪間公司，其

實都存在著所謂的學長姐制的職場倫理，我們也不能像在學校一樣太輕鬆隨

便，做人處事該有的禮貌也不能忘，這裡的學長姐們也很熱心，樂意幫你解決

問題。其實在航空公司實習除了讓我們體驗到了輪班的工作性質外， 也是一個

可以磨練自己的好機會，回想自己跟當初剛進公司時的生澀模樣，著實進步了

不少，從一開始面對客人時地不善言詞，我們也慢慢地能夠獨當一面解決一些

難題，面對客人的處理方式也變得游刃游餘，一年兩個月的時間說長不長，但

卻可以讓你獲益良多。小時候總覺得航空業看起來光鮮亮麗、福利優渥，但實

際上，卻忽略了背後辛苦的一面，當我們真正參與其中，才知道一切有多少辛

酸辛苦，培養好的 EQ 也成了這一次實習幫助我進步的地方，每天面對不同形

形色色的客人懂得調適自己的心情與壓力也是很重要的課題。 

 

 

 

 

 

 

 

 

 

 

 



長榮航空實習心得 

                                                        徐丞賢 

  從進公司到現在也六個月了，逐漸從經驗及錯誤中學習，成為一個

獨立自主的地勤。在職場上經過淬煉，是長榮航空給了我如此珍貴的機

會，能讓我在百人之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名出色的地勤實習生。 

  在松山機場這幾個月來，我真的學到很多，不論是從工作上、或是

學長姐身上，我都從中獲得許多體悟，對我的人生旅途上有了更多考量

及思考的空間。 

  在這段日子裡，我體會到最重要的，莫過於工作辛勞這句話的闡

釋，其實辛苦的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作帶給人心靈上的疲憊。當初

一開始對於師傅為什麼沒有遵循公司所說的「面帶微笑面對旅客」感到

疑惑，到現在逐漸明白原因。 

  我從沒有想過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人們，大家的思

考與理解方式都是如此令人驚艷。舉個例子，東方航空的行李額度是計

件式的，每個人是一件行李，該行李最多能放 23 公斤，且行李重量不能

分給其他人；而長榮本家就有所不同，是為計重式，每個人可以帶 30 公

斤，而不限件數。有些旅客到了櫃台，秤重後發現其行李已經超重，然

後開始哭鬧說為什麼長榮航空可以不限件數你們就不行，遊戲規則就寫

在那邊，不論是官網、購票網站、甚至是櫃台上面都有寫，仍舊不信

邪，再打電話去問當初訂票的單位，被訂票單位打臉後，只是拿起櫃台

上官方的聯絡電話，跟旅客說詳細行李重量說明可以打這支電話，還可

以厚臉皮的跟地勤人員說，你是中國人嗎，你的態度不用這樣，台灣人

不要只會學中國，好的不學學壞的。 

  人性本身是如此令人厭惡，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不需要對這些事

情放太多心思，因為再生氣、想再多，旅客這種花錢就是大爺的心態還

是不會改，整個社會的文化水準還是如此低落，那麼不去在乎他們才是

一個正確的心態面向。 

 

 

 

 

 

 



實習報告 

運輸 4B 00568123 顏鏡峰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來松山機場見習的日子也將邁入六個月了!每天都好累好

累,卻又無比的充實,真正體悟到甚麼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書裡看到

的東西感覺都會,但當真正到現場時卻會發現,有很多小細節是書本中沒有教的,

真的要親身跑過一次流程才會了解到其中的奧妙! 

    跟在桃園機場的實習生比起來,除了本家所使用的 CM 系統外,我們還要學習

外家的 AGENTLITE 系統,算是蠻難得的經驗,剛開始時,一邊要面對旅客、一邊又

要操作電腦、檢查旅客的旅行文件,真的是會頭暈眼花,身體跟不上腦袋所想的,

在這一個月裡遇到了各式各樣的旅客、CASE,每一天都是全新的開始、學習,在看

似簡單、不斷重複的動作下,反而更應該小心謹慎的處理,畢竟一個不小心,後果

是會很嚴重的! 

    一直到最近,才終於比較知道甚麼時間點要做甚麼事情,面對旅客的疑難雜

症,我該如何運用包裝過的文字去答覆旅客,我想其中還是要感謝松機這邊的學長

姐,在見習期間,面對我們各種問題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回答我們,當犯錯時,他們也

都很有耐心的陪我們解決,並告訴我們這次問題出在哪裡,下次遇到該要如何小心

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我想在這一年的時間,犯錯是難免的,但要如何從錯誤中學習,

並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我想這是我該面對的課題! 

    面對航空業這份工作,或許有些平淡無奇,每天不斷重複一樣的動作、程序,

但我認為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每天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旅客,來自不同的國家,有

著不同的故事,我很喜歡在幫旅客 CHECK-IN 的過程中與旅客聊天,藉由跟他們談

話的過程,彷彿也隨之走進他的故事裡,也希望在這裡的一年,我也可以寫出一篇

精彩的故事! 

    最後也要感謝學校這邊有提供這個校外實習的機會,讓我有機會體驗職場生

活,先為畢業後的日子做準備,真正來實習後才會發現學生的生活是如此的輕鬆、

無憂無慮,但我相信有了這十四個月實習的經驗,一定會成為我未來成長的養分,

期待開花結果的一天! 

 

 

 

 

 

 



長榮航空校外實習心得 

運輸 4B 00568127 李筆捷 

當初在系上公布實習單位時，相較於航運業，對航空業的未知

與想體驗在大企業上班的難得機會，讓我將長榮作為校外實習的首

選。而經過書審、面試、體檢，最終順利地通過各階段檢核，我順

利得到這 14 個月的實習，心中其實蠻激動的，不僅希望在這 14 個

月內能夠好好學習，更要藉此拓展自己的眼界。 

作為長榮的實習生，在新進時，光是上課和見習，便足足花了

我們兩個月時間，在九月才正式上線作業。而期間學習到的知識

量，遠遠超乎我的想像，才意識到，原來身為一名航空業運務員，

並不是每天坐在電腦前敲敲打打，幫旅客進行報到、托運行李如此

簡單，不管是飛安防治、簽證檢驗、旅客證件效期、轉機程序與限

制，都有非常大的學問。若是搞錯了旅客的出入境條件，不僅有可

能害旅客被遣送回國或限制出境，更可能造成國與國之間的困擾及

拉低公司名聲，所以學習到現在，我認為在航空業，細心和警覺心

是非常必備的，小至旅客姓名拼寫錯誤，大至護照過期，疏漏任何

一項都是不被允許的。 



而身處在國際機場裡，語言也是我認為非常必要的條件，常常

接待到許多外籍旅客，溝通上都得仰賴自身的外語能力，畢竟身旁

也沒人可以協助你，所以奉勸各位想來實習的學弟妹，務必培養好

自己的第二外語，才能在遇見外籍旅客時臨危不亂，能夠自然的對

話，最近為了增加自己的能力，也開始學習初階的日文，希望能讓

服務品質再往上提升。 

轉眼間，這個月已是在長榮實習的第六個月了，幾乎快過了一

半，對於線上各項作業也漸漸駕輕就熟，跟一開始上線時，遇到棘

手的 CASE 便向學長姐求助的菜鳥模樣，已經有了不小的進步，不

過在航空業裡，仍然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去學習和精進，希望在這剩

下的八個月裡，能夠把握任何機會再進步，也謝謝學校、系上和長

榮提供這個機會讓我進來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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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就對航空業有極大的興趣，甚至曾經有一個空姐夢，但

是因為放不下家人就打消了這個觸不可及的夢想。很幸運的，面試

上了長榮航空的實習，也踏上了這一條嚮往的路。 

  在還沒進入長榮這間公司時，就有耳聞學長姐制很重的謠言，但

真正開始實習後，發現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大家的相處模式反而很

融洽，像朋友般，該拿捏的分寸還是要抓好，應有的禮貌是每個人

都該有的。 

  我是被分發到松山機場，雖然比較想要在桃園機場，但是也各有

優缺，沒有一定的好或壞。在桃園會分不同組別，要看的東西和遇

到的狀況比較多；在松山機場就是一條龍，甚麼都要會做，遇到的

狀況相對少很多。一開始得知在松山機場時會有點小失落，但是到

現在我也沒有後悔來到這裡，因為大家的感情真的很好，都會互相

幫忙，一起抱怨奧客，對他們的行為真的是會忍不住翻白眼。 

  在這裡看到了各式各樣的人，每個國家的個性真的很不一樣，因

為他們平常就會這樣做了，所以就把這些習慣帶到各個國家，不論

是好是壞。看到了很多服務業不為人知的一面，有辛酸的，也有令

人莞爾一笑的。 



  最後，我要謝謝長榮航空能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到這裡實習，

向自己的夢想更靠近一步，也使我提早感受工作的辛苦。航空業的

上班時間都很不固定，不像一般的上班族有規律的作息時間，因此

自己要懂得如何分配時間，不要間接傷害了自己的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