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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跟我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我原以为夏天的冲绳一定又晒又热，甚至

一度后悔为什么要选择夏天来冲绳。但是当我下了飞机走出机场大厅时，

凉爽的海风扑面而来。晒还是晒，但是真的不热。当我看到机场外湛蓝的

天和成排的椰子树时，我就知道来对了！

但是冲绳跟我想象中又是一样的。冲绳的人一身黑色皮肤，但笑容意外很

好看。冲绳的海一望无际，能明显看出绿色和蓝色的分界线。冲绳的云奇

幻无比，抬起头来静静仰望，云儿瞬间千变万化。天和海一样蓝一样清澈，

就是我对冲绳的印象，也是我对日本的印象。

我是一个人到达冲绳的，本想自己坐车去公司，但没想到公司特意排人来

接我。来接我的是酒井先生。酒井先生最醒目的就是那件红上衣，也就是

我们是的制服。醒目的红色，加上背后大大的“SEASIR”标志，让人不注

意都难。因为酒井先生中途要去拿之前订的泡盛酒，我也幸运的一起去，

并且尝了下这种冲绳特产的酒，真的很不错。

等所有实习生都到齐之后，公司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并且亲切地向我们交

代了在这边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注意事项。我和另一个也是从天津来的

同学被分到了本社的オンペレーション部，主要负责处理从各个旅行社接

过来的预约工作。在做了几天处理预约工作之后，我们部门的主管山下小

姐主动建议我们去体验一下公司的潜水项目，于是在 7 月 25 号这天下午，

我们坐车去了庆间良岛，我第一次体验了浮潜，第一次在水面上清晰看到

水下游来游去的鱼群。这种感觉，新鲜而激动，是我们这次实习中最最令

PC
打字机文本
2018夏季 Seasir实习感想文4篇



人开心的回忆。

每个周五，办公室还会组织人员打扫附近的港口。我跟随大家，拿着几个

不同的袋子还有夹子去向港口。垃圾不同，所放的袋子也不同。我看着大

家认真的清理垃圾、认真的进行垃圾分类，不由感叹这就是日本人啊。这

就是日本企业的责任心。如果说去浮潜是我们这趟旅程最快乐的回忆，那

么清理港口是这段实习期间最让我钦佩的地方。

七月末起，我开始在那霸店里帮忙。每天最大的任务是提前准备好第二天

客人要用的免责书。这项工作难度不大，但需要非常认真。在チャラさん、

ななおさん、ゆりあさん等前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熟悉并掌握了这项工

作。每天看着大家认真对待工作、亲切对待客人，我都会由衷的佩服大家。

在和前辈们吃饭聊天时，我也得知，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因

为热爱潜水而最终将它作为自己的职业。能把爱好当职业，这一点，也让

我觉得大家很棒。因为作为潜水员，不仅要负责客人的人身安全，还要带

给客人最大的水下享受，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也曾尝试去考潜水，但是克服内心的恐惧远比想象中要难得多，最终没

有考下来。在我看来，能够在水中像鱼儿一样自由的潜水员们真是世上最

自由的人了。

来到冲绳，休息时我经常出去玩。去了南边的南城市，面朝太平洋喝了一

杯咖啡；去了可以飞机经常低空飞过的濑长岛，一边感受凉爽海风一边泡

温泉。七月末在北谷幸运赶上因台风而延迟的花火大会，如同电视剧里演

的一样又美又浪漫。

来到冲绳，平成年最后的夏天，我没有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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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生活已然结束，如梦如幻。说起这场冲

绳之旅，好的坏的，满满全是回忆。仍记得最初面试时的各种乌龙，顶着

在场前辈后辈炙热的目光火急火燎地从学院讲座中冒雨奔逃到宿舍，胆战

心惊的打开电脑如实回答着面试官，还记得其中一个环节我自顾自的说了

一堆关于英语能力以及英语测试中的糗事。面试官被我逗得笑个不停，突

然其中一个面试官说了句中文：“其实刚刚是叫你用英文做一个自我介

绍”。我隔着屏幕凌乱了三秒，大脑全是日语，愣是憋出了一句“My

name’s *, and come from * province.”面试完就觉得自己无望了，所

以时隔一周收到面试通过邮件的我确实很受宠若惊。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到了冲绳的事吧。因为比预期早到的关系，网卡天

数不够，就在机场又买了电话卡。初到日本不习惯说日语的我耽误了大家

不少时间，来接机的学姐帮了不少忙，真的很感谢她。我时常打趣朋友们：

当你开始倒霉时，更多倒霉的事会接踵而至。果不其然，一行人刚到公司

就被告知自己一个人要被派去一个叫なご的地方工作，我甚至不知道它的

汉字写作名护。我害怕愤怒委屈无奈，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说好的那霸呢？

なご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同时也不敢跟家人说害怕他们担心，自己一个人

扛着。甚至还开始在手机备忘录里码字给老师，还记得有一段内容是想要

拜托老师帮我改签机票，要是我坚持不下去了就提早回去，这样还可以见

到整个学期没见到的爸妈。神奇的是，我记下所有想要说的话后情绪就渐

渐平复了。更是想起之前应对倒霉的方案，即当你倒霉到一定程度就不会

再有更倒霉的事发生了，剩下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踏上了名护之旅，自始至终都没有把那份涵盖我所有不满的备忘录发出

去。耗费大约 2 个半小时的公车把孤独的我送到了 Berry,喜濑 Beach,也

就是我工作一月之余的地方。

事实证明我自我安慰的方案奏效了，因为第一眼我便爱上了我的工作环

境。毕竟自己是一个无论怎么看海都看不厌的人。与此同时，同事们十分

友好，不知是公司娱乐休闲性质的原因还是我们是外国人的原因，通常他

们不会拘泥于我们是否准确使用敬语，能把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就行，这

对于不怎么擅长敬语的我来说简直不能更美好。不得不提的是我的室友，

4 个日本人 1 个台湾人，每个都可爱且有耐心。其中日本人是正式员工，

台湾来的女生同样是暑期实习，不过她们的实习时间长达两个月。对于我

的到来，她的原话是：“会说中文的室友终于来了，虽然听得懂她们在说

什么但是聊天很困难，过去的一个月简直像个自闭症一样。”从她说完这

句话开始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会相处得很愉快，果不其然，越相处越多共同

点被发觉。

其实，交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无时间、空间限制的，除了她还交到了好几

个对我同样重要的台湾朋友以及第一个澳洲朋友、第一个韩国朋友和很重

要的日本朋友，也深刻体会到了相见恨晚的含义。

最后，回顾这一趟冲绳之旅，的确是不枉此行。交到了新朋友，看了一月

之余的美丽海，也考到了开放水域潜水证。仔细想想，这些不正是我最初

面试的理由吗？同时日语水平也相比来之前有所提高，虽然进步不大，但



至少会尽力把一句完整的话说完。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我一定会

再去冲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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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这个暑假有机会能到冲绳实习，在冲绳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才刚

刚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就要回去了，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一个多月的生活

是我人生最美好、最特别的一段时光。我很喜欢这边的天空，云很多很厚，

感觉可以触手可及，虽然阳光很强，但是风很凉快很舒服，喜欢海边的风。

某一天突然发现，晚上也可以看到云，我觉得好特别。来到这里，有很多

是我第一次做的事情，第一次吃生鱼片，第一次浮潜，第一次住在青旅，

认识了很多朋友。

Myplace 里有公用厨房，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饭，这里的小伙伴们厨艺都

很棒。附近有便利店，有超市，很方便，我们也会经常去超市大采购，感

觉每次去超市都不会空手回来。这里离国际通也很近，可以骑脚踏车去逛

一逛。休息的时候还会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很开心。在工作上面，我是第

一次实习工作，有很多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耐心的帮助我，

让我学到了很多，所以很感谢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办公室里平时也会有

客人送来おみやげ，好幸福啊，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开心！

在这里唯一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没能成功潜水，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到这

里，一定要去海底世界走一走。

以上就是我在 Myplace 的生活工作经历，将会在我的人生里留下美好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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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这个暑假有机会能到冲绳实习，在冲绳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才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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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幸可以有机会进入冲绳小世界实习，虽然只有短短 43 天，但是这

段期间的所见所闻将使我受益一生。因为这次的经历让我原本枯燥无味的

暑假变得充实起来。

初到冲绳，蓝天白云，干净的空气以及整洁的街道便深深吸引到了我。第

一次来到一个如此遥远的陌生环境，期待的同时心里也有些许不安和忐

忑。

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冲绳小世界的业务部，负责平时的翻译工作。具体来说，

主要分为：一 玉泉洞特色游览项目——洞窟探险，如果有中国游客的话

我会负责把导游同事的讲解翻译给他们听，即面向中国游客的翻译工作。

二 售票处或者业务部有中国游客前来咨询时负责简单的口语翻译。三 业

务部里的其他工作，比如发传真，整理简单的文件等等。刚开始的一个周，

我对于业务部的工作不了解，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和陌生的面孔非常不适

应，以及对于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怀疑并担心自己能否胜任接下来的工作

内容。但是大家对我的照顾以及指导让我很快消除了这种不安。最开始的

一周，大家带我熟悉了小世界园内的环境，详细的给我介绍各处的工作内

容，礼仪以及注意事项，在办公室，大家会耐心的教我文秘的工作，诸如

发传真，文件的种类等等，最开始会出一些小差错，面对小差错自己非常

自责和愧疚，时常反省自己。后来在大家的耐心指导下慢慢地熟悉了业务

部的工作，学到了很多，对于导游以及办公室，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期间公司在我们休假的时间带我们出去游览，去了冲绳最有名的水族馆，

见到了国内见不到的物种。以及大石林山等等。除此之外还带我去见学了

一天，去到了国际海洋中心，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珊瑚的相关知识，吃到了

PC
打字机文本
2018年夏季 冲绳小世界感想文2篇



当地有名的糕点——红包。生活上，大家都非常和善，平日里，房东会给

我们精心的准备饭菜，会开车载我们去参加当地中元节的民俗活动。

通过这次实习，我收获了很多，总的来说，一方面我学习到了许多以前书

本上未曾学到的日语日常用语，在日语环境中是自己的日语得到了一定提

高，另一方面首次接触到了办公室的工作，对于旅游工作的运作有了初步

的了解，为以后步入社会积累了经验，成为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此外，

为了适应洞窟探险导游翻译的工作，阅读了相关的资料，对于洞窟，钟乳

石的种类与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无论以后去相似景点游玩还是以后从事

相关工作都是不错的知识储备。

这次冲绳之旅非常开心和难忘。锻炼了我的能力，开拓了视野。我会继续

努力学习，把日语和英语口语都练好。最后，要感谢学校和冲绳小世界给

我这个机会，给了我一个如此宝贵和难忘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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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日本之行，第一次研修实习，这两者赋予了我对这次冲绳实习一种

不安与期待交织的心情。特别是出发之前，突然被通知因为台风，航班延

期的消息时，感觉这趟实习自己将命途多舛。但是，四十多天的实习结束

后，我的内心只留有对冲绳这个地方的喜爱和对冲绳人的不舍。

冲绳虽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但是冲绳与日本本岛的文化大有不同，又有

着日本最美丽的海洋风光，所以旅游业特别发达，不仅是日本人的观光胜

地，近年来也成为中国游客喜欢的境外游的目的地之一。并且适逢中国和

日本暑假期间，这里的观光设施都比较繁忙，日本和中国的游客都会考虑

到这里体验冲绳的传统文化和自然风光。

我实习的地方是 Gangala 山谷，是南都股份公司旗下的一个旅游景区。刚

到冲绳的第一天，因为时间原因，我只能草草地和各位同事打了个招呼。

但没想到这边专门配备了一位负责人对我进行指导，顿时安心了不少。第

二天正式开始上班，虽然有点措手不及，但在负责人的帮助下，一天下来，

对自己今后的四十天的实习内容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Gangala 山谷的主

要景点是山谷和洞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山谷导游和洞窟咖啡厅。才

来山谷的第一个星期，主要是熟悉整个景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人员。日常

工作主要围绕着山谷导游展开。还有前台的收银、预约电话的应答、导游

讲解舞台的整理、山谷内的设施检查维护和日常的收拾整理等工作。一边

熟悉这边的工作，一边负责人还安排我参加了两次山谷导游，导游风格不

同解说内容也各有特色，更加体会到了山谷的魅力所在。在熟悉了工作内

容之后，负责人按照我的个人意愿和能力，安排了接下来两个星期的工作

内容，实习也进入了正轨。平常，我主要做收银、导游出发前的收拾整理

和语言翻译的工作。因为导游出发前，游客都需要在洞窟咖啡厅等候集合，

所以在游客等候期间，我也会做一些问卷调查。最后的两周，在前面的工

作内容上，我有时也会参加有中国游客的导游，做一些中日互译的工作。

冲绳实习期间的住宿地方实在是出人意料，不是员工宿舍，而是民宿。虽

说民宿距离实习地点并不远，但公司还是贴心地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辆

崭新的自行车。民宿的房东是个典型的日本人。如果说我是从 Gangala 山



谷体会到了日本企业的特色，那我就是从房东那里真切地感受了一番日本

文化。四十天时间，房东每天都变着花样为我们做早晚饭，每一天的早饭

就是新的一天开始的动力，每一天的晚饭就是一天劳累的治愈。从这每一

餐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日本饮食文化的秀色、可餐。并且，在与房东的交

流过程中，房东也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冲绳的历史文化或者关于日本的小

知识，在冲绳的传统节日旧盆期间，还专门开车带我们去看冲绳的传统舞

蹈，真的是获益匪浅。

冲绳实习期间不仅在工作上，业余时间也受到了同事们的贴心照顾。众所

周知，日本交通费贵得吓人。但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同事会开车带着我

们去海边玩耍，去吃冲绳美食，逛特色市场。从南部玩到北部，看美丽海

水族馆，逛美国村，爬大石林山，眺望冲绳的最北端。从这些体验中，我

才深刻了解到冲绳的魅力所在。

对这次冲绳实习，我只能用“不虚此行”来总结。虽然不能说自己积累的

很多工作经验，但是在日语的听说上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更重要

的是，在冲绳的蓝天、白云、大海的洗礼下，你才能体会到美丽自然的难

能可贵和冲绳人的热情善良。



接收企业感言 1

インバウンドのお客様が非常に多い状況で、即戦力となってくれた。仕

事がなければ自分で積極的に探しに行ったり、仕事を楽しみながら行う

様子はとても刺激を鵜 k た。教育係自身も外国語を学ぶ身として、イン

ターンシップ生の語学力の高さにとても感銘を受けた。彼女たちから学

ぶことが非常に多かった。

受け入れ側としての準備が不十分だったことを反省点。特にインターン

生に任せる仕事について改善が必要で、充実な時間を過ごせるように工

夫が必要。

接收企业感言 2

どんな仕事も前向きに取り組む姿勢は現場にいい雰囲気をもたらして

くれた。外国のお客様へ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てくれ、普段現場で聞

き取りできない細かい情報収集に取り組んでくれた。今回のように、沖

縄で実際に働いてみたいという積極的な学生さんが来て頂けれると嬉

しいです。



实习者感想文 1

得知通过面试，并且可以去到第一志愿的琉宫城蝶蝶园的时候，真的是十分

开心。盼着盼着，终于到了 7 月 22 号——出发的日子，鲍老师贴心的在机场

送我们登机。到了那霸机场，接机的是一位亲切的叔叔，一路上跟我们聊了

很多关于日本以及冲绳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边走边介绍沿途的风光。蓝天白

云，碧海青山。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文人墨客笔下的各种绚丽辞藻，都

只不过是不带一点夸张成分的写实罢了。好奇心的满足以及视觉的享受使来

冲之前的紧张感和各种小担心全被抛之脑后。到了公司之后了解到，接我们

的是公司社长。社长都如此亲切，我的内心又多了一分温暖与安心。

关于工作。

面对一个新事物或新工作总会紧张兴奋，第一天上班亦是如此。早早起床，

梳洗吃饭，并换上工作服，带上工作证。全员到齐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早会，

宣布今天的工作任务并汇报今天的工作计划。每天有计划的工作，使这一天

变得有条不紊充实丰富，使我切身体会到了规划工作，规划生活的好处。紧

接着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对待工作，我们自是万分小心，但却难免慌张，

还是会出一些小岔子。公司前辈们却耐心的教我们，鼓励我们，这使我们更

加有信心，更坚定的要做好这份工作。

日本人工作不求快，他们更注重的是质量。确实，如果一味只追求速度，而

忽略了工作的质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份工作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认

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带着这份

认真和踏实，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

更令我震撼的是日本人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善始善终的态度。上班时间开个

小钗、扣扣手机、玩个小游戏、忙点自己的事情...这是我身边朋友们的日常

工作写照。而日本人工作时间就是工作，即使做完了手头的事情，也会找一

些其他工作相关的事情来做。更加令人敬佩的是，月底有一批公司的前辈们

要离职，可是他们对待工作却丝毫没有懈怠，每天一如既往的认真完成自己

的工作之余，还在费尽心思的设计更能够吸引游客的宣传册。在岗位一天，

就要全心全意的为公司付出，发挥自己全部的光和热，善始善终，方显可贵。

我想，正是这种质量第一、认真负责的态度才会使日本品质享誉全球，使日

本企业迅速发展、经久不衰吧。

关于文化与生活。

冲绳的人民热情好客，亲切友好。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这份友好是发自内心、

毫不做作的，所以从初次见面就有一份自然地亲近。我们居住的宿舍是海边

的一排小海景房。每天早上 7 点 40 分，邻居老先生会准备好早餐，冲好咖啡，

邀请我们在他的海景小阳台一起享受这惬意的早餐时光。在学校习惯睡懒觉

的我体会到了早起的美妙。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充实的早晨都是美好一

天的开始。邻居叔叔在休息日还会带我们开车去兜风，来一个冲绳深度游。

很多地方是当地人才知道的绝景，绝对是跟团旅游无法比拟的。冲绳的夜晚

星星多又亮，邻居老先生还会给我们准备好躺椅和小被子，在院子里看流星。

热情好客的冲绳人民热爱 BBQ，所以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海

滩 BBQ、星光 BBQ...在冲绳的这 40 多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满怀感恩与感动

度过的。

邻居老先生是公司的前社长，是一位很有远识、学识与智慧的成功企业家。

老先生经常跟我们说：“来这里，感受文化是第一位，体验生活是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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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排在最后的。”“来这里短短的 40 天，去公司实习只是一小部分，更

重要的是让你们感受冲绳的风土人情，让你们了解喜欢上这个地方，从而促

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这 40 多天里，我们参加了当地的“夏祭り”，去本

地人家里感受了“お盆”，并且观看了走街串巷的“エイサー”...我们确实

深刻的了解，并深深的喜欢上了冲绳。

本次冲绳之旅使我收获了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

异国风情的认识体验、以及最重要的——与当地人民的深厚情谊。我爱这片

土地、我爱这里的人民。冲绳，我们还会再见的！

实习者感想文 2

在冲绳的 40 天，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份回忆，更是人生中的一份珍宝。记得

下飞机后渡名喜社长带我们去住的地方，一路上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时，真

的是说不出的激动。到达目的地稍作休整后，我和同学就开始了在蝶蝶园的

工作。每天正式开工前的晨会，交接工作的严谨，都让我处处都感受到了日

本企业文化的魅力。在蝶蝶园的主要工作是门票交换、收银和问卷调查三个

部分。因为一开始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手忙脚乱毫无经验，感觉一直在

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在一起工作的前辈丝毫没有不耐烦，一步一步一遍一遍

地教给我们怎么去做。每天和我们聊天讲笑话，有什么好吃的第一时间想着

我们，都让我们拿回去，到了休息时间也是让我们先去休息。在蝶蝶园的每

一天真的都是抱着感恩的心在度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也从一开始的不



熟练慢慢变得“上手”起来，每天和不同的客人打交道，也逐渐意识到语言

作为沟通的桥梁，真的是非常重要。除了在商店的工作，这其中还有两天是

负责调查问卷的工作，调查的地点是去到冲绳一个超级有名的水族馆。虽然

是调研，但是这两天也真的是让我逛遍了水族馆的每一个角落，大饱了眼福。

中午休息时，一边吃着便当，一边听着负责人山入端さん对于水族馆的一些

建议，无论是对工作的热情，还是对工作的态度，都让我特别钦佩。在两天

结束后，山入端さん和社长还给我们办了「お疲れさん会」，一边吃饭一边

聊天，特别有趣。

说完工作，再说到平时的休息时间，说到这里真的是要重点强调一下我们的

“老爹”渡久地さん了。渡久地さん真的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时刻在照顾

着我们，亦师亦友。平时没事的时候，只要渡久地さん一个电话，我和同学

就马上跑去他那里吃好吃的料理，以至于和家里人视频的时候都在说我变胖

了哈哈哈。托渡久地さん的福，我和同学有了好多美好的体验：坐船去了美

丽的伊江岛，吃了奶奶亲自制作的超级超级好吃的冲绳面；和五湖四海从各

个地方来的人见面聊天，听着大家不同的体验，从心里觉得大家都是好厉害

的人；还带我们去了海边玩，玩完之后一边欣赏大海的美景一边 BBQ……真的

是多到数不过来。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冲绳的夜晚星星超级多，渡久

地さん有一天在吃完饭之后就拿出躺椅，让我和同学在草坪上躺着欣赏夜空，

耳边是夏天昆虫的叫声，抬头就可以看见数不清的繁星和划过的流星。渡久

地さん一直在和我们说“这特别的 40 天只有一次，所以一定要竭尽全力去享

受才行。”当时就在想我是有多幸运，能够遇到这么这么好的人，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这次的冲绳之行虽然只有短短的 40 天，但是能和这么多温暖的人相遇，感觉

自己真的超级幸福。如果下次有机会去日本，第一个去的地方一定是冲绳，

“回家”看看这些温暖的人们。



接收企业感想①

ｘｘさん、ｘｘさんには（名前省略）

琉宮城売店では、レジ対応を中心に、袋詰め、発送する商品の梱包、商品

のチェック、商品の陳列などを担当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その他中国からの

お客様への商品説明、展示物の翻訳をしてもらい、とても助かりました。

お願いしたこと以外に他のスタッフの状況をよく見て、その日の担当部署

以外へも応援に入ってくれたり、素晴らしい働きぶりでした。お客様への

態度や言葉遣いも丁寧で、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ｘｘさん、ｘｘさんならば、どんな企業でも活躍できると思います。短い

期間でしたが、一緒に働けて楽しかったです。お二人の将来の活躍を楽し

みにしています。

接收企业感想②

お二人とも元気で笑顔が絶えなく、職場の雰囲気が明るくなりました。ま

たお二人とも優しく、気遣いができ、他の人が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

を見極め、動いてくれたのでお客様の対応がよりスムーズになり仕事が捗

りました。仕事を覚えるときも一生懸命頑張り、思覚えもかなり早かった

ので、一人前としてすぐ働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沖縄旅行に海外のお客様が増えているので日本語、中国語、英語と様々な

言語ができるお二人に大分助かりました。

今後、日本で働きたいなら通用していけるのでぜひ日本で働いてほしいで

す。今後さらなるご活躍をｗスタッフ一同心より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参加者感想文 1

恍恍惚惚间为期一个月的冲绳实习已经结束，作为第一次海外实习经历，

由刚去的担心害怕到最后的留恋不舍，我真的收获和成长了很多。这次行

程，虽然在出发前以及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不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

美好的回忆。

冲绳的自然风光真的美的不像话，初来乍到就被那一片透明的果冻蓝给吸

引。与繁华的北京不同，仿若一片世外桃源。海水清澈的能洗涤人的心灵，

成群嬉戏的鱼儿若隐若现。紫红的晚霞，如梦似幻，让人感觉生活在画中

一样。单纯的自然风光都让人觉得不虚此行。

本次实习的地点是冲绳的一个古老的民俗村落——琉球村。刚一下飞机，

热情的负责人就来接我们，沿途为我们介绍了冲绳的历史和风俗人情，还

带我们吃了当地有名的冰淇凌 blue sea，购买了前几天所需要的食材。

充实又疲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在各个馆内轮岗。首

先，是サーター屋,这里主要是一个销售黑糖的场所，我们负责的工作当

然是销售黑糖。然后是体验会场，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可以体验

到冲绳各式各样的民俗手工艺品制作。包括，琉球狮子涂色，制作粘土狮

子，制作个性风格的人字拖鞋，还有各式各样的陶艺体验。每当工作疲惫

时，同事们都会让我们尝试不同的制作体验，非常亲切的邀请我们喝水，

还会送给我们小点心，让在异国他乡的我们非常暖心。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园内这个工作地点，古老的建筑让你瞬间穿越古代的感觉。每天最开心的

时候就是观看エイサー、道ジュネー、沖縄踊り等等民俗表演的时刻。接

下来是陶艺还有特产销售卖场，我在这里负责了几天游客的摇奖工作，每

天和不通国家的人们打交道，是一种特别又愉快的体验。最后几天，我们

翻译了公司经营的内部网页。值得一提的是，实习快要结束时，公司的小

姐姐带我们去了很多公交无法到达的景点玩了一天，比如，濑长岛，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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岬等，也拍到了心仪的照片，弥补了冲绳行的遗憾。

在冲绳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日本人的素质真的让人震惊。马路上，

司机会主动为行人让行，并礼貌的朝你微笑点头。菜园实行无人贩卖制度，

顾客自觉拿菜投币。工作时于与一位婆婆聊起，才得知她已经 70 多岁高

龄。但依旧每天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工作。她说她热爱这份工作，通过

这份工作，她可以不依靠子女，不依靠老公独立生活。在与世界各国游客

交流的过程中，她自己学会了英文，中文，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并向他们传达冲绳的历史文化，逐渐变得智慧通达。让我一个偶尔抱怨工

作辛苦的年轻人自惭形秽。

冲绳之行的收获，不仅是锻炼了我独立的海外生存能力，语言沟通能力，

体验到了美丽的大海和天空。在这里我更加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会

唱歌，会跳舞，会陶艺，会纺织，会蓝染，会打鼓，多才多艺。不会忘记

こくとう、シークァーサー、ジーマーミ豆腐、泡盛、サーターアンダギ

ー、琉健茶等这些冲绳有代表性的食品。祝冲绳越来越美，琉球村越来越

好。有机会一定再和大家见面。也希望自己且行且珍惜，未来，你好，请

多多关照。

参加者感想文 2

得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是个了解日本企业文化氛围的好机会。然后

就开始着手资料的准备、面试等流程。一直到出发前往日本，这中间需要

提交的资料还是相当多的。在这里借此机会向负责的老师表达深深地谢

意。

从签证下来，到定机票，然后到出发。我们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出发前一

天和同学从北京赶到天津，被告知由于台风导致飞机无法起飞。最好的解

决方案是一周后改签从北京起飞。在这期间提着行李箱来来回回，被航班

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想过不去了的念头。庆幸自己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出发的那天，出奇地顺利。企业那边的负责人也顺利地就接到了我们。一

出机场，就感受到了冲绳强烈的紫外线以及不同于北京那种湿润的空气。

去往住宿地点的途中，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大海，一边听着负责人介绍着冲

绳，心想幸好当初没有放弃过来。

第一天去买生活用品和食材。看着满满的购物车，才清醒的认识到即将开

始在异国他乡生活一个多月了。看到住宿环境时，满心欢喜。带有花园的

日式房屋，两个人的乡间小别墅，突然萌生出一种在这养老的心境。

休息一天后正式开始实习。提前到达办公室，有人带着我们学习了一下办

公室礼仪。接着分发工作安排表和工作服（和服，套在自己穿的衣服外面）。

被同事领着去各个地方进行自我介绍，结束后参加早会。早会可以说是团

结企业员工必不可少的一项环节。每个部门的早会都不一样。大致的流程

都是汇报一下员工的身体状况和想法。轮流换人朗读职场修养，谨记职场

准则。

连续工作了两天后，因为天气太热，同事说里面穿的裤子可以稍短一点，

不然容易中暑。当我告诉她们企业事前有说穿着长裤和短袖过来上班，导

致我带去冲绳的裤子全是长裤后，她们就向公司汇报了这件事情。快下班



的时候，就派人带着我和同学去买裤子。来后感受到的第一个人文关怀。

最难得的是在异国他乡能遇到非常亲切的人。

前半个多月的工作内容都没有什么差别。主要就是销售，面向中日韩三国

的游客，介绍琉球村的特产和特色。通过这个了解到学会与人沟通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期间会教同事中文，在聊天中了解冲绳文化。和同事之

间交谈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丰富自己

的认知。

最后一个阶段大致就是翻译。翻译企业的策划案，帮助其对外宣传。即将

要回国的时候，会安排同事带我们深度游玩冲绳。详细询问我们没去过想

去的地方。品尝冲绳特色美食。最后好好感受一下大海的魅力。我觉得冲

绳人的心灵比大海还要美丽。

在这为期一个多月的生活里，感谢身边遇到的都是亲切的人。给我一段难

忘的回忆。

接收企业寄语

最初は緊張したせいか、スタッフ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少なかっ

た。そのためでもあり、仕事はどう進むべきかは若干戸惑っている様子

が見える。最初からきちんとやり方を教えるべきだとも反省する。後半

は慣れたところもあり、積極的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るようにな

り、従業員と色々出かけていい交流になったと思う。また、自炊も地元

では全然やらないとのことですので、今回の研修が今後の社会生活で

の、役に立てば幸いだと思います。



参加者感想文 1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日から８月２６日まで、沖縄の西表島のうなりざきダイビングチーム

という店で研修しました。これから研修生活および感想についてまとめます。

うなりざきは小さな島なので、ショップとかはあまりありませんが、一日の三食を賄って

くれるので、大丈夫です。そして、店に常にお菓子とかがあります。寮は最初は３人部屋

で、最後は５人部屋になりました。毎日の仕事は７：３０から２０：００までです。ただ

１２時から１５時までは昼休みです。仕事の内容はシャワー室、店内、車を掃除したり、

窓を拭いたり、お茶などを沸かしたり、お客様のメッシュバッグを運んだり、ごみを捨て

らりすることです。そのほかにスタッフに頼まれて、その場の仕事があります。また、日

本語を練習したければ、クラブハウスに参加して、ログ付けのお客様と一緒に話すことも

可能です。ただし、毎日あ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以上は研修生活の主な内容です。正直、最初の一週間でここに来るのを少し悔いました。

日差しも強いし、仕事もきついし、何もないし、まるで島流しされたようでした。でも、

そんな考え方を変えてくれたのはここの人たちです。

ある休みの日に、私は昼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たくないので、キャンセルしました。しかし、

１２時の頃お腹がすきました。だから一緒に来た仲間にお菓子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と頼

みました。ところが、帰ってきた彼女はお菓子だけではなくて、大きなおにぎりも持って

きました。大島さんがくれたものだといいました。彼女も自分の弁当を持ってきて、私と

一緒に食べようと思っていました。一瞬で心が温か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きて、普段薄く

なっている人情をしみじみ感じました。お握りの味はまあまあでしたが、丸ごと食べまし

た。

また、ほかのスタッフたちもみんなとても親切でした。積極的に話しかけてくれたり、手

伝ってくれたりしてすぐ仲良し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五人部屋で一緒に話し合って、気

まずいときは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最後に、すべての研修生が帰わろうとしていたとき、みんなで一緒に打ち上げ会をしまし

た。ご飯もおいしかったですが、何よりもみんなで座って、仕事のことを忘れて、話を盛

り上げることが一番楽しかったです。研修生の亜紗実さんは涙ながら話している姿を見

て、あー、この島に来た理由はここにあるんだ、この人たちと会うためにここに来たんだ

と思いました。

今振り返ってみると、そこはまさに『世外桃源』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穏やかで、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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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自給自足で、何の悩みもないところです。ただし、予めそんなところに行く心構えは

あるのかと自分に聞い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参加者感想文 2

在西表岛的一个月多的实习是十分短暂但是难忘的，最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偶尔会和一

起去的同学念叨说想家，不过很快就习惯了岛上的生活，基本上每天都过的很开心，在要离

开的时候心里满满都是不舍。

西表岛环境很好，每天白天都是蓝天白云，晚上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下雨之后一定能

看到一道彩虹。从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走两分钟就可以看到海，对于我这个喜欢海的人简

直就是天堂。宿舍附近的公园有几个秋千，在傍晚荡着秋千吹着风和岛上的朋友们聊聊天，

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每天早睡早起，呼吸新鲜空气，是和在北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回北京之后和这种健康的生活也要说再见了。

这个暑假，我们在冲绳学会了潜水，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先是去了那霸，

在那霸学会了潜水，呆了几天之后再去的西表岛。在西表岛上，每个周末都可以跟着公司的

船去潜水。在西表岛潜水和在别的地方潜水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环

境很好，海水能见度很高，而且不管是船员还是船长全都是一个公司每天一起上班一起洗杯

子开玩笑的同事，所以就像是和自己的朋友们开船出海度假一样开心，在海上自由自在的吹

吹风晒晒太阳潜潜水，根本就不知道烦恼两个字怎么写。我在西表岛潜了 21 支气瓶，在潜

水时，之前只在水族馆或者通过手机电视看到过的鱼，就在自己的身边游过，虽然水族馆里

也有很多好看或者稀有的鱼，但是在海里自由自在的样子才是鱼最好看最应该有的样子。

最开心事情的还是认识了西表岛的很多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就对我们特别照顾，碰到我们

不懂的词也会一遍又一遍的教我们，每天主动和我们说话，有什么好吃的也第一个想到我们，

工作上做错了什么事也会被原谅，每天日常的问候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的室友有三

个日本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过该怎么样和她们相处，后来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

余的，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可是兴趣爱好，思维方式之类的还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每天下班以后我们都会一起聊天，一起讨论自己看过的有趣的视频，

自己喜欢的偶像等。我们有时候还会给对方看自己的手机相册，介绍自己在北京或者在东京

的日常生活，我答应她们如果她们来北京玩一定会给她们做导游，她们也邀请我如果有空一



定要去东京玩。

在我们要走之前，公司给我们开了送别会，在送别会上，我的一个室友哭的很伤心，叫我们

不要走，说希望我们可以多在岛上待几天，我和她开玩笑说，如果台风来了我们就走不了啦，

轮到我和大家道别的时候，想说的话明明很多，到嘴边就只剩一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有时候最简单的话才能包含最多的情感吧。这个暑假真的过的很开心，虽然被晒得很黑，不

过我觉得是很值得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岛上的大家，以后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去西表岛旅

游潜水的。

接收企业感言

A さんと B さんは、大変優秀で勉強家でもあります。仕事も早く、スタッフやゲストから

可愛がられていました。

昨日は、送別会で日本の研修生が泣いていました。

2 人の成長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实习感想

非常感谢能够在 2019 年的寒假去到冲绳琉贸百货实习。在去冲绳之前，一直都对这个

热带小岛充满向往与幻想，因为这次的实习机会当它成真了。当下飞机那一刻，感受到夹着

湿湿气息拂面来的海风时，出机场后看到的一排排棕榈树，我的脑子里蹦出来一个词：舒服。

这是我对冲绳的第一印象。

由于到达冲绳已是晚上 6 点左右，人事部的同事用冲绳料理款待了我们。让我意外的是，

冲绳居然有炒苦瓜！如果不说这是冲绳料理，我还以为是中餐呢。那一晚，我第一次吃了咸

布丁，知道了冲绳的荞麦面很有名。接着，我们开始了实习生活。每天 8 小时的出勤制度，

让我迅速从学生向上班族的角色转变，在接受了和正规社员同等的岗前培训后，我们终于进

入实战演练。在实习中，公司会要求我们做每周总结，其中我将我所看到听到及感受到的事

情向人事部的同事们做汇报。我在实习中，体会到日本百货公司同中国的不同，体会到琉贸

的企业文化的深厚。琉贸的每一名社员都很照顾我们，看着他们对工作的热爱，我也好像浑

身充满了干劲一般。

这个寒假是第一个不在家过春节的年。公司的成员们都非常周到的考虑到我们的因素，

在春节期间带领我们去观光。水族馆、首里城、还有比天空还要蓝的海，多亏了有人事部的

陪同和专业的讲解，我们才能充分领略到冲绳的历史与美。当我看到海的时候，我才知道叹

为观止就是用来形容它的。那像绿宝石的海水能够不仅能看到底，而且有容乃大，当你看见

它的时候，内心只剩平静，仿佛所有负面情绪都可以在那一刻脱下。特别是在感受到了东西

海岸的不同风格的海景之后，我更加确信海对冲绳来说确实是一个宝藏。也许就是因为冲绳

人住在这么一个宜人的环境中，所以大家待人接物都非常友好热情。

冲绳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的样子。1 月份虽说是冬天，但是我在冲绳一次厚外套都

没有穿过，最多也只是穿上薄毛衣的程度。在冲绳，我感受过烈日高照二十多度恨不得马上

套上短袖的“夏天”，也感受过几次不同程度的阴雨天气。由于是雨季，几乎每天我们都会

随身带上伞，即使早上出门时天气还很晴朗。在冲绳文化中，有许多和中国相似的地方，同

时还吸收了美式影响，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日本人在融合中创造出自己的东西这一特点上，

以前只是在书中学习过，在来了之后切身感受到确实是这样。

通过此次实习，我不仅学习到了关于百货公司的许多相关知识，使我逐渐发现工作的乐

趣和价值，令我在对今后工作的规划方面有了一个蓝图。同时，我也看了许多冲绳风景，领

略到冲绳独特的历史与魅力。感谢琉贸的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负责实习工作的老

师们，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让我有这么珍贵的一次海外实习体验。

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加者

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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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实习感想

此次冲绳实习之旅，我收获颇丰。掌握了一定的服务顾客的技能。做到倾听顾客的需求，

并且加以引导。遇到问题，即使寻求正式员工的帮助。偶尔得到顾客的一句谢谢，是我最开

心的事。学习了商场销售产品的产品知识。对商品的生产运输售卖使用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

以前难得有这种机会去了解这些知识，这次能够接触到这些知识，很开心。虽然一直在学习

日语，但第一次来到日本，与日本人交流，大家都非常的温柔并且耐心，在这段时间里，开

口说日语渐渐变得不那么紧张，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收获。初次来国外生活，锻炼了自己

独立生活的能力，从完全不会做饭到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对独立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

很感谢这段经历。对日本及日本人的生活比以前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与原来的书本知识不同，

实际深刻的感受了日本人的注重细节，精益求精。

当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自身知识面的狭窄以及对商品知识的不熟悉，在面对顾客

提出疑问时，不能解答，需请求正是正式员工的场合很多作为服务型行业，应十分注重礼仪

和尊敬语的使用，但初入此行的我显然能力不足。在这两个方面显然没有做到非常好。日语

语言能力的不足，让我再沟通发面显得略有不足，此次实习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学

习不足。回国后也将继续更加努力学习日语，希望能早日更加流利大胆与人沟通。由于自身

性格习惯问题，常常丢三落四，曾两次将工作证丢在公寓里，负责人温柔仔细的教导我，我

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不足。通过这一个月的实习体验，我的收获颇丰。

Ryubo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发展历史都让我印象深刻。谨慎认真又不失温柔体恤。

与在书本及网络上所听闻的有很大的不同。从商品的生产，运输，售卖，商场布局，顾

客的消费心理，以及销量不好的产品是如何回收处理，均有比较详细的了解。非常感谢。

Ryubo的细心耐心教授。让我接触到了这些平常完全不曾想到过的知识。并且公司内部分工

明确，积极了解海内外顾客的需求，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公司发展的与时俱进。

实习过程中，每一次去新的工作场所实习，该柜台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总是会为我们非

常细致地讲解商品的来源及柜台或店铺的布置，当我们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也会及时耐心给

予帮助。我发现在冲绳有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对服务外国游客非常有帮助，并且他们也同样

亲切负责，感受他们友好的服务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生活方面，初次在海外生活，比想象中方便自在很多，在那霸，无论衣食住行都非常的

便利。在我们住的公寓附近，有超市 便利店 居酒屋之类的。日本的便利店从食物到生活用

品应有尽有，种类齐全 便利店真是一大宝藏！

国际通是我住的附近最繁华的地方。无论白天或晚上都非常热闹。这里的很多店铺装修

的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随处可见的冲绳周边也十分可爱。

冲绳的海和热带树木也很有特色。海宁静广阔，有着不可思议的蓝 可能因为是冬天，

还没有太多游客，沐浴着和风细雨，贪婪享受这份难得的美。还参观制盐工厂冲绳的海盐非

常有名。当地的冲绳水族馆，神秘而又美丽，看着这些色彩斑斓，或巨大或微小的生物，总

让人为大自然的伟大而触动。

在冲绳 一个月又一个星期。每天来回从公司到公寓，走过这美丽悠然的城市，她的美丽

依然在我心中这个寒假似乎过得比往年都慢些，在这段时间，第一次在异国生活实习，从刚

开始的担心不安到感受到冲绳的美丽，冲绳人的友好，爱上这个城市，就在一个月里。非常

感谢公司和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这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更是一场难忘的回忆。冲绳的美也

将会永远深留我心。



Seasir-berry 实习感想

浩浩荡荡的四十天实习之旅结束了，为什么叫它实习之“旅”呢？是因为它不仅仅

是工作实习 更是自己拓宽视野，增长知识的一次有意义的旅行。

1前期：在看完班长发来的——寒假赴日本冲绳实习项目说明，我一颗蠢蠢欲动的心便

也是压不住了。反复看了五六遍说明，和家长商量后，决定报名。搜索了很多日文简历，

仔细填写。一开始不知道去哪家公司，看到 seasir 可以帮忙考取潜水证，便决定了

seasir，事实证明这是对的。PS：当时看到企业信息有一条：社員寮に居住、食費支給 2000

円/日的时候 想当然的就觉得每天要交 2000 日元···结果到后来我和鲍老师说的时候，鲍

老师一脸疑问。然后给我解释了一下是企业方面付给我们每天 2000 日元。我自嘲，我这日

文怕是要废了。鲍老师开玩笑说，你这中文怕是也要废了哈哈哈哈。

2 面试：在面试前我是十分紧张的，以前虽然有外教课，但也是大一的时候了，那时候

也不会说日语，除此之外没有和日本人说过话。我很认真准备了日文自我介绍，反复背

诵，就怕对方听不懂 23333，还准备了一篇英文自我介绍，准备了一些问题。后来，emmm

只有自我介绍用上了。面试完我特别惊讶我居然能听懂斎藤さん说的话，我居然能回答

出来，斎藤さん居然也能听懂我的讲的话，大概是斎藤さん很温柔的吧，说话也很慢。

而且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笑，虽然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23333。记住面试的时候保

持放松，拿出自信，做好自我介绍的准备就可以了。

3费用：3500 的手续费通过才收哦，保险费，机票费其余就是自己买买东西的钱。

4实习内容：做好万全准备后，我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了，下飞机的第一感觉就是热，

斎藤さん也来机场接我们了，一到店里正好碰上もちつき还砸了两下年糕。2333 因为后

面我还要去名护，所以就一个人住了一间宿舍，在那霸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和我的小

伙伴就去体验潜水啦！能见到大海就已经很开心了，并且还能潜水，那就更开心啦！（我

不会游泳哦，也可以潜水）有些曲折，不过能够成功潜水我真的超级开心，一开始说是

会收 900 多的潜水考试费用，后来也没和我们要 233333。之后我便只身去了名护，和

berry 的大家第一见面还有点尬尴，不过后来熟悉了大家就叫我べんちゃん、べンべン，

去之前告诉我 berry 有会说中文的人，结果她正好这段时间回去了，所以我每天都在很

努力的讲日语。再后来就是工作了每天 7点 15分宿舍楼下集合，然后有中国客人来的

我给翻译，然后就是一切器材的整理。每天都能学到新的单词，我又不懂的地方大家也

会很耐心的解释给我听。和大家相处的时候不用害羞，大概因为大家从事的职业比较自

由，所以大家都很友好。后来アイリ带我去了宿舍，好吧又是一个人住，五人间一个人

住，アイリ她们住在隔壁，事实证明住隔壁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经常互相串门，

アイリ和アズ还教了我怎么做お好み焼き，由于我不怎么会做饭，后来这道菜就就成了

我的家常便饭。在休息的时候，我也会和她们俩一起出去兜风，有时还会半夜爬起来买

杯咖啡，在海边吹海风聊天，感觉是真的很好，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还有人一直陪着，

真好。这期间还遇到的很多很多可爱的人，都将成为我人生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蓝色，请你一定要去一趟冲绳。在冲绳，你能看到世界上最美的大海，

安安静静的走在海边，吹吹海风，品尝当地美食。有的人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

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和说一次走就走的旅行，从天津到冲绳，这场“旅行”显得有些仓促，

仓促到我准备的好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带走。我以为旅行的意义就是追求独立的自我，但

其实，旅行的意义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美好。人生这么短暂，何不把时间“浪费”在美

好的事物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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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在那边生活工作时的两张照片。



实习心得

天津财经大学参加者

从冲绳实习回来已经快一个月了，现在回想起这段实习经历，依旧历历在目，仿佛昨天

还沐浴在习习海风里。这次实习经历对我来说妙不可言。第一个妙不可言是我在这里结识了

心意相通的朋友。其中特别要感谢事务所的漂亮姐姐们：Sarah 姐姐、Anna 姐姐、wing 姐
姐、イサン姐姐，她们不仅尽职尽责地教给我事务工作，而且也给了我很多人生建议。在实

习的这一个月里，我出过不少错，添了不少麻烦，多亏了姐姐们的耐心指正批评。我还记得

イサン姐姐圆圆的眼睛黑漆漆地看着我、十分严肃地批评我的样子，谢谢她中肯的批评，让

慌张无措的我猛然惊醒，恍然大悟。令我印象最深的是イサン姐姐的说话方式。她总是习惯

说“请说”、“请讲”我耳濡目染地也说起“请”来。除此之外，还要谢谢我的台湾日本好同

事，跟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不少嘻嘻哈哈的欢乐时光，虽然我们国别不同，生长环境不同，但

是我们心意相通。第二个妙不可言的是我在这里考取了潜水证。对于一个“旱鸭子”来说，

克服对海洋的恐惧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我喝了不少海水，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潜水考试

最后一项科目考完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谢谢我的潜水教练，谢谢每一个帮助过

我的人，谢谢冲绳蓝蓝的大海。第三个妙不可言是我爱上了冲绳的风光，一抬头就能看见宛

如棉花糖一般的云朵堆积在天上，夹杂着海水气息的风总是时而猛烈时而轻柔，像是极爱哭

的调皮蛋儿，一望无边的大海上起起伏伏的海浪，摇摇摆摆的船只。我还想看看夏天冲绳的

风光，一定会有出乎意料的体会。总而言之，感谢冲绳，感谢シーサー，让我拥有了一个妙

不可言的实习经历。



寒假冲绳 Seasir 公司实习总结

天津财经大学 参加者

2019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2 日，我参加了为期 7 周在日本冲绳 Seasir 公司

的寒假实习工作。对我来说，此次实习是我真正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再加上是在

国外，其间的感受别样深刻且丰富多彩。在学习工作之余，感知了众多的异国人

文，提高了社交和生活技能，体验了如何身心独立调和心态，同时收获了珍贵的

友情。现将实习生活做一下总结：

一、8小时工作的挑战

（一）职场初体验之“读空气”（高观察力）

之前的大学寒暑假我参加的多是交流学习（如北京笈川塾日语集训、日本多

摩大学交换生等）、社会实践（如自家社区服务、旅游公司调研、日本残疾人机

构志愿服务等活动），而本次实习是真正地到一家服务型的企业，与公司员工一

起参与职业性工作。正规的职业要求、规范的工作流程，使我真切地体验了职场

氛围。

Seasir 公司是冲绳规模最大的专业潜水公司，且连续 11 年在日本这一领域

的专项评比中荣获第一。主营业务为：潜水、赏鲸、水上活动、潜水装备售卖、

酒店民宿、观光旅游。

我实习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预约阶段：通过电脑系统处理客人预约邮件，

沟通需调整的相关事宜。2.受理阶段：确定参加活动行程客人的材料，在电脑系

统上制作信息，分类、核对文件（例如为客人做活动免责书和纪念相册）。3.与

后续部门进行交接工作。4.参与店面实际运作：如每日工作前做清洁、准备工作；

全体都到门前迎接客人并进行导引等。

针对工作内容，我首先查看官网和公司手册，仔细了解公司的整体概况。然

后跟随师父经历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最后做到独立完成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

师父请教解决。比如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中，我要注意的就是了解预约项目的客

人的想法，及时满足所需。若遇到特殊身高体重的潜水客人，要提前安排他们的

潜水衣等用具。在第二阶段的工作中，由于潜水、赏鲸活动本身具有危险性，所

以要强化安全观念，要保有高度的责任感以保证客人的安全。第三阶段突出的一

点是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不仅有日本本土，还有欧美澳韩泰新印尼，以

及港澳台和大陆的中国客人，因此需要日、英、中多语种的对应，在感受国际化

的同时也会面对突发情况甚至会碰到一些政治敏感问题，这些都需要有应急反应

能力。

通过学习和体验，我发现从公司的工作流程中处处都能看出对客人的细心关

切，对工作环节的细节处理。首先要求的就是责任心，然后就要有“眼力见儿”，

要发挥主动性，投入之后就能获得认可和感谢。

（二）意识和能力上的双重提高

在这 50 天的实习工作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促使我的工作能力有了质

的提升。

1.“特殊身份”的亲身体验带来的换位思考。实习工作不久，被一位前辈选

中，做了一回商业卧底，一起去到对手公司参加游客项目。观察、了解、对比，

回来后填写反馈问卷，完成“探查任务”；另外，因为自家亲戚前来游玩，我上

船陪同，作为自家公司的客人接受服务。这些有趣的亲身体验让我不但从客人角



度熟悉工作的整体流程，也使自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学会如何关心客

人，改进工作方法，提高自身意识和素质。

2.独立用日、英两种语言应对自驾前来的客人。请教前辈，将用地图导引停

车场路线需要的语言整理出来，诵读记背，并演练肢体语言，由一开始的拘谨难

张嘴，到后来的微笑主动上前服务，逐步达到了工作的要求。为客人主动打开车

门，并用手挡住上方以防磕到头；签写免责书过程中主动去帮助照顾老人小孩，

之后引导他们到休息区；关注单人游客的情绪，主动交流沟通，在迎来送往的热

情寒暄中使游客感受到了关切。当我看到他们的笑脸时，也跟着感到开心，觉得

一天的疲惫都值得了。

3.师父和前辈们给予的指导和交流。因为第一次接触职场工作，每次面对新

的工作任务时经常会高度紧张，总担心自己跟不上师父的讲解，于是会套用学生

听课的方法尽可能把师父讲的话全部做笔记，而实际操作中又无法做到，速记的

结果是乱得连自己都看不懂，所以甚至动用了手机的录音、录像功能，而下班后

常常身心俱疲，做不到及时回顾。但内心又理想化地追求完美，想用一个新的笔

记本重新整理抄写，当未能实现时就又会产生负罪感，时间长了便会积压成心头

的压力和痛苦的情绪，无法排解。一开始带我的师父肯定了我做笔记的行为，她

表示做笔记显示出态度，但后来这种方式开始遭到了师父的质疑。师父告诉我，

我有些太依赖这些工具，有走形式化的倾向，并不是好习惯。考虑的太多，这样

会平添压力感。做出的结果是正确的就实现目标了，而问题可以在操作过程中修

正，记录这种形式并不重要，关键应是积极用脑，认真去听、去分析，理解了就

会明确，从而消化吸收。比起漂亮的笔记，更清楚的逻辑和擅于采用好方法显然

更为重要。当看到一位师父画工作流程图——让工作更具逻辑性和整体意识；另



一位师父把网页打印出来直接在上面做笔记——让工作变得直观简单，这样的对

比让我意识到了师父指导的内涵。

师父向我展示了她当初刚开始工作时做的笔记，耐心细心地为我讲解——首

先要熟悉工作站，包括其分类、名称以及流程步骤。做第一遍时是了解，做第二

遍时则要分析、研究，在思考中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做久之后会产生惯性，这样

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所谓的聪明是在多次重复中练就而成的；不要太拘泥于细节，

简单快速地记录要点；要用新纸及时整理。同时，笔记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起到提

醒协助的救急作用。当出现意外问题（无论是来源于客人抑或是自己在工作过程

中遇到的）都可以用来复习。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多在实际应用中练习，就会印在头

脑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用脑记忆。尝试了“新方法”之后，我果然提高了工

作效率，也增强了信心，第一次体会到了因工作的成就感而带来的快乐。

4.《服务规程》的日译汉翻译。这项工作是我感觉最能发挥专业特长且能增

进日语学习的工作，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提升日语水平的决心。

（三）特色企业文化、平等愉悦的办公室氛围

来之前就听到公司介绍会有提供长时间、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关注个人身心

健康及发展等对职场新人非常重要的培训措施。果然，我遇到了既严谨又亲切，

既认真又温暖的多位师父（包括港台、大陆、日本），从社长、主管到同事们这

个国际化的大家庭，他们的关心与指导帮助我这个离家在外，首次进入职场又缺

乏信心的学生度过了收获巨大的 50 天。公司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富有特色的各种

活动，如：了解传统节日（捣年糕）、体验潜水、迎新会、水上活动（划香蕉船）、

观光游览、中国年聚会、欢送会等。企业每周五的固定打扫日，与冲绳当地大学

联合的拾垃圾集会及其主题讲座使劳动的意义得到了升华。通过自觉的自我劳动

建立劳动和卫生意识，这既是企业文化，同时也是日本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对我

这样一个只知学习，不问家事的典型中国式孩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办公室的同事们和谐相处，下午茶不但缓解疲劳还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菲律

宾同事免费开办英语口语课，增进了我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大家都那么热情开

朗、待人友好、乐于助人、富有感染力。这让羞怯又缺乏自信的我，逐渐摆脱紧

张感，学会主动交流、表达感情。在一位离职的韩国姐姐将离去的前夕，送上礼

物和感谢信，她回我以拥抱和感动。与同事们互赠小礼品，临别时给我的师父们

写下真挚的感谢信。这些经历不但给予我社会和人际交往的技能与方法，还教导

我如何正能量地与人为善、关心他人、互帮互助。

二、5小时独立生活的磨练

虽然已是面临毕业的大四学生，但我独立生活的经验和能力都很差。大学就

在自己家不远处，在日半年的交流学习生活条件又比较舒适，所以我一直是一个

典型的中国式“妈宝”。从做饭、洗衣、整理内务、做针线活、购物等，到按时

作息、保证身体健康，我都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好。事情累积，积压在心就又影

响到情绪，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处于焦虑和不健康的状态，甚至一度不能自控......

这让我自己都很灰心。在痛苦中坚持，在折磨中反思——同事们也发现了我的波

动，她们开导、关心并帮我分析，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应该学会管理

和控制自己，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勇敢面对，独立思考，学会决断处理。正确

的解决方法应是：在提问求助他人与自己思考解决两者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首

先应该尽自己所能努力解决，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仍得不到解决的话，就要马上与

他人交流，放下所谓的自尊，寻求帮助。我要解决的自身问题是：加强时间观念，

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保证身心健康愉悦，这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

50 天的独立生活，逼迫着我大大锻炼了自理自立的生活能力，也在细节处

规范了我一些原有的低标准的懒散行为举止。丰富积累了相关社会经验，从而更

加体会到了家长的不易，自己应努力摆脱对家长的依赖。在体味到了工作和生活

的辛劳之后更懂得了孝敬和感恩。



琉宫城实习感想

此次的琉宫城寒假研修长达 36 天，在冲绳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

的回忆。

最初得知自己面试通过，有幸前往琉宫城研修时，除了兴奋，更多的还有忐忑。在到达

冲绳的第一天，从机场到琉宫城的一路上，我们得以尽情欣赏大海的美景。对于第一次见到

大海的我来说，第一次见到海就是在美丽的冲绳，实在是过于幸运了。到达后，社长亲切地

欢迎我们，为我们简单介绍了接下来的工作，并且给我们发放了统一的服装。社长的态度也

使我感到安心。

经过略微的休整，我们在第二天开始了在蝶蝶园的工作。首先是晨会，大家朗读琉宫城

行动指南，分部门汇报当天的工作。我从中感受到了日本企业浓郁的企业文化。

我们在琉宫城的工作主要是收银，门票交换两部分。由于之前从未有过类似工作经验，

开始时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大家都很亲切热情地指导我们，鼓励我们尝试。即使不小心犯了

错或是有困惑的地方也没关系，他们会耐心地指出错误并细致解释。

琉宫城除日本游客之外，还有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游客。在接待非日语

非中文国家游客的时候，必要的英语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也会有游客向我们询问关

于琉宫城，水族馆的信息，亦或是由于其他的事情来寻求帮助，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为大家

解惑。看到游客满意离开，我们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快乐。

琉宫城蝶蝶园内有不少介绍蝴蝶和植物的宣传板，但是由于只有日语版本，无法满足其

他国家游客的需求。于是我们帮忙将它们翻译成了中文，希望能对之后的中国游客有所帮助。

除了琉宫城，我们还在水族馆园区内海边的一个小餐厅帮忙。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大家

的热情友好深深感染了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游客点单，并且帮忙备餐，以及应对

游客时不时提出的各种小要求。这里的游客量相对琉宫城而言更大，但是我们每天都过得十

分充实而愉快。闲暇时大家也会向我们介绍许多冲绳的特产，旅游景点，有趣的文化，使我

们受益匪浅。

在因天气原因不得不休业的时候，大家还开车带我们去了古宇利岛，八重岳，美国村，

我们仿佛一下子从研修生切换成了游客，尽情感受了冲绳的海，樱花，以及它独有的中日美

混合型文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参观了冲绳的文化祭，第一次在电视之外的地方看到斗牛和斗羊，欣

赏了冲绳的传统舞蹈表演。并且，我们还有幸出海，观察了マンタ和鲨鱼的喂食，甚至还看

到了罕见的鲸鲨。我们深深地被海洋的魅力所俘获。

这 36 天，我感受到了日本企业严谨认真，守纪律的工作氛围。即使在客人少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闲坐玩手机打游戏。大家都会自觉地对自己的工作查漏补缺，努力做到尽善尽美。

在这里，相比一味追求速度，大家更注重质量。这也是使我敬佩的一点。

习惯了冲绳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后，时间仿佛就过得格外的快。不经意间，就到了回国的

日子。临回国前，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大家的临别祝福和小礼物。

冲绳的美景，独具特色的文化，以及当地热情好客的人们，构成了我心中最为珍贵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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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琉宫城实习感想

一段充满星空和碧海的旅程结束了。与其说是为期一个多月的实习活动，我更愿意

将其看作一趟充满未知数和挑战的成长历程。

飞机着陆之际，直入眼球的是印象中海岛特有的碧蓝的海水和清晰可见的珊瑚礁，如画

一般的美景使我瞬间觉得之前的紧张面试和各种繁杂手续是多么值得。但是，入境时出现的

小状况、阴郁的天气和长途的颠簸，使我和小伙伴筋疲力尽。待到到达公司宿舍，却又不得

不继续打起精神收拾小窝。

居住方面，虽说是海景小木屋，在丛林环绕下，倒是只有落日的余晖可洒进屋子。屋子

对于两人来说较为宽敞，家具也齐全，不过木屋用暖黄色的小灯泡装饰便显得有些昏暗。另

外的不足是，没有信号和网络，到了屋内直接回到 3G 时代，这对于依赖手机的我们来说确

实有些困扰。虽说收到社长的爱心移动 Wi-Fi 器，也无法对抗缺失的信号。不过，很适合平

静地和小伙伴互谈心声，尽早入睡。

饮食方面，虽然可以跟着永岛先生吃饭，但毕竟一直依赖别人不太好意思，于是两个料

理小白便开启了做饭模式。虽说能力不佳，且在食材和厨房用具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能

勉强饱腹。生活很快就步入正轨，较为贴近地体验一把冲绳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桩乐事。

但是，工作才是本次研修的重点。这次的实习地点主要有两个，琉宫城和水族馆。琉宫

城的主要工作是特产销售的收银和门票的换取工作，和蝴蝶园内部的工作没有什么交集。一

开始，每天站立近八小时的工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门票凭证使我们感觉不到工作的乐趣和动

力，但是共事的店员都很有耐心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内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会指出。直到最

后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大家对于我们的进步都予以赞扬，感觉之前的努力还是值得的。

水族馆的工作，是在展望台的露天餐饮店帮忙。看了之前的研修生报告，以为水族馆的

工作仍是在馆内做社会调查。从餐饮店的大家那里，才得知我们是第一波在餐饮店帮忙的研

修生。对于我个人来说，随时可见碧海，晒着太阳，是喜欢上餐饮店工作的缘由。不论是在

多种语言之间转换以应对不同的客人，还是在后勤部分准备餐食，我都乐此不疲。当然更重

要的是餐饮店的同事，可能是性格更开朗些，兴趣更合得来些，氛围比起琉宫城要热闹许多。

闲时，大家在一起讨论日语和中文的有趣之处，或相互了解两国文化的场景，是比海上落日

更美的景色。

而且，同在餐饮店工作的社长太太对我们特别照顾。由于北部交通不便，很多景点都没

有公交，休息日的时候，便由太太带着到处玩到处吃，也因此几乎玩遍了冲绳，吃了许多特

色美食。万分感受到社长一家人的热情，受到颇多照顾真的是非常感谢。

没有不舍，也没有抱怨，因为是自己的选择，便一路走下来。一路有太多的惊喜和难忘

的回忆，自然也有各种麻烦事情和困扰，但更多的是数不胜数的初次经历，收获的是成长。

当初，为了星星和大海选择前往，回来，也带回了冲绳的星星和大海所赋予的希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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