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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7日（周四）～20日（周日）四日间，在幕张会展中心召开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东京游戏大展2015上，
本校也参加了展出。发布了包括使用Oculus Rif的游戏以及机器人街机游戏、手机游戏在内的16款游戏，其中还包括了150
人排长队需要等候将近200分钟的人气游戏。
　　「这次我担任的是手机游戏的团队负责人职责。由于是第一次制作游戏，直到完成为止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与团队成员
间的交流上有诸多辛苦的地方。不过看到客人们开心的玩着游戏的样子，我再一次决心要在这个业界继续努力下去」。这
就是参展手机游戏「食蚁兽」的JUNG JOOWON同学的感想。

　　迄今为止在2家企业进行了实习。
在企业实习中体会到有一些与学校学
习不同的地方。如修剪方法以及打扫
的方式之类，不同的企业也各不相同。
当然每家店的气氛也不一样。这些体
验教会我，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是基本
中的基本，虽然跟实际工作中有些不
同但也绝不是浪费。并且我明白了毕
业后立刻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毕业
后也要继续努力工作，坚持本心总有
一天会成为专家的。所以，在校期间
我希望能把基础掌握得更加扎实一些。

　　本校动物园・动物饲养专业2年级
的ZIN LINN NYO同学参加了由kidZania
公司提供的企业课题。
　　因为喜欢和孩子接触所以在听到
这个招聘介绍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申请
了。从参加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个
月，现在在做一些店面的商品销售、
扫除和接待顾客的工作。在这次的实
习中，待人接物时的语言礼貌自不用
说，打扫的重点、桌子・垃圾箱的布

局之类的款待客人的诀窍也学到了很多。每天都能学习各种新技能并且应用在
实践中，在工作现场高涨的斗志与体验支撑着远离故土独自求学的自己。今后
也希望能够坚持继续实习，提高在就职时的沟通交流能力。

企 业 项 目

在KidZania实习中

东京国际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动物园・动物饲养专业（2年级）

ZIN LINN NYO
缅甸籍・毕业于长船日本语学校

企 业 实 习

东京国际艺术交流专门学校 ECO
宠物美容专业（2年级）

黄 德威
台湾籍・毕业于CBC外语商业专业学校 

东京设计技术中心专门学校【TECH.C.】
超级游戏创意设计专业（2年级）

JUNG JOOWON
韩国籍・毕业于KCP日本語学校

东京游戏大展2015
展出原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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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学园祭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
的第二场学园祭。我们艺术设计科今年摆了
个巧克力香蕉的摊子。虽然从准备到开始经
历了不少辛苦，不过看到客人们的笑脸就觉
得什么都值得了。
　　其实在俄罗斯是没有学园祭这样的活动
的。SBA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和大家一起向
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真的是一次非常棒的感
受。

在学园祭期间有同学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把学校全体的气氛推向高潮，我也
觉得十分开心。令人感叹真不愧是娱乐界相关的学
校！
　　不光是学园祭，学校生活的每一天都快乐满满！
　　去年的学园祭留下了很多愉快的回忆，但今年感
觉比去年玩得还要更加尽兴。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美
好回忆也是双倍获得的学园祭。

2015SSM・SBA学园祭～COLORFUL～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
艺术设计科 漫画专业（２年级）

Dunina Irina
俄罗斯籍・毕业于札幌国际日本语学院

学校活动

　　在毕业年度到来之前，TECH.C.每
年10月都会组织一场针对就职活动的动
员大会「就职出征仪式」。比起2016年
毕业的学生来说预定于2017年3月毕业
的学生的就职活动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动，学校除了详细地说明了实际就职
活动的进行方式，还包括了就职活动时
使用的照片的拍摄方法以及说明会的参
加方式，第一次接触这些的同学们都无
比认真地聆听。
　　「为了在日本就职才进入TECH.C.学

习。对于希望早日开始工作的我来说，十分期待将要开展的就职活动。今天对
于就职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收获非常大。」

就职准备动员大会「就职出征仪式」

东京设计技术中心专门学校【TECH.C.】
超级IT程序员专业(3年级)

耿　国耀
中国籍・毕业于千驮谷日本語学校

就职出征仪式

　　＂行动第一＂是我在就职活动中的要领。
理由是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说就职活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什么是必须的，要从哪里开始比较好？想要解决的问题太
多，整理起来就会很困难。在这种时候，首先是行动起来，在
行动中发现诸多问题的优先次序，然后再逐一解决。
　　我是从一年级后半期就开始准备就职活动的。先分清主
次，其次务必付诸行动。虽然很多时候不一定都会有结果，但

这过程让我成长。今年夏天，在我研修的公司遇到了曾经关照过我的企业人
士，为我介绍了这份工作。
　　DMM.futureworks是DMM集团的子公司，经营
DMM的新娱乐方面事业。这次使用了全息技术，制作了
各种主题的片子在横滨专用剧场DMM VR THEATER上映。将
来预定从日本全国往全世界推广。我作为团队的一员，负
责协助中国的案件，平时作为助手做一些书面工作。虽然
现在还在研修阶段，但我觉得这是一份十分具有挑战性并
且很有价值的工作。

通过就职活动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涉谷
音乐技术科音乐会企划制作专业

张　永青
中国籍・毕业于东洋语言学校 
内定企业:株式会社DMM.futureworks
职位:企划管理

就职内定者速报

　　原本是对韩国的偶像感兴趣，后来了解到韩国
的艺人在日本的音乐界开始有名起来，日本的音乐
专门学校也很前卫，所以选择来日本留学。
　　这家公司是我所喜欢的艺人所属的音乐事务所，
而且可以从事管理、音乐会企划、粉丝俱乐部事务
等各种多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有魅力。
　　在校期间，一直从事着艺人的经纪兼口译的工
作。体验了实际的工作内容之后，觉得经纪人的工
作更适合自己。
　　希望成为能够使用除了韩语日语以外多种语言
的，可以应对各种艺人的经纪人。想在音乐界工作，
与其烦恼不如先行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成为能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经纪人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音乐会企划制作（2年级）

LEE SUGYEONG
内定企业：株式会社 KISS Entertainment
职　　位：音乐会企划制作

就职内定者速报

　　10 月 5 日在 TSM 涩谷校 10F 举行了世
界级吉他大师 Guthrie Govan 的特别讲座。
当天，由于世界第一的吉他大师的到来，聚
集了 100 名满怀期待的同学，讲座在热烈的
气氛中开始。
　　讲座一开始，大师就演奏了自己专辑里的
乐曲，学生们迅速被大师高超的技术，音色以
及即兴演奏的技巧所征服。讲座包含了三首曲
子的演奏，以及大师自己对音乐的态度以及编

曲、调音、作曲等相关内容的讲解。参加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调整了打工的日程
过来听讲座真是太值得了＂＂超级棒＂＂可以作为以后作曲的参考＂
＂感觉必须得拼命练习吉他了＂等等，反响巨大。
　　特别是对于部分留学生来说，因为是英语的讲座，＂母语授课感觉比平时
更容易理解＂。同学们度过了一段十分有意义的时光。

　　出身于英国的吉他手。01 年参加了 ASIA 的专辑 [Aura] 收录后，又参加了各种专辑及演唱会。
　　06 年发行了个人吉他独奏专辑 [Erotic Cakes]，现在以 Aristocrats 为中心加入了许多乐团。他无比准确的音色运用，
行云流水的演奏从蓝调布鲁斯，乡村音乐，爵士，无一不精通。可谓是现在站在世界最高峰的吉他手之一。

庆祝春节（农历正月）的饺子大聚餐

Guthrie Govan吉他大师的特别讲座

洪　友仁
新加坡籍・毕业于School Of Cambridge
Language School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
吉他技术专业(1年级)

老师的个人简介

Guthrie Govan老师

东京国际交流艺术专门学校（TCA）

企业×在校生   特别座谈会
日本微软有限公司

×
东京设计技术中心专门学校

　　2月13日TCA为了
庆祝春节(农历正月),在
TCA召开了名为”TCA
饺子大聚餐”的留学生
交流会。不分国籍,聚集
在一起品尝水饺。美味
的水饺让人赞不绝口，
大家尽情地玩玩游戏聊
聊天，度过了愉快的时
光。

　　TECH.C特地请来日本微软有限公司的户仓彩老师作为特别讲师，举
办了一场企业ｘ在校生的特别座谈会，其中留学生鞏同学(中国)与
Toreba 同学(美国)也参加了。户仓老师作为推广微软技术的“传道士”
活跃着。老师认真地解答学生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们也认真倾听了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do more and achieve more（赋予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
织去做得更多获得更多的力量）” 的微软理念，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特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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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学园祭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
的第二场学园祭。我们艺术设计科今年摆了
个巧克力香蕉的摊子。虽然从准备到开始经
历了不少辛苦，不过看到客人们的笑脸就觉
得什么都值得了。
　　其实在俄罗斯是没有学园祭这样的活动
的。SBA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和大家一起向
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真的是一次非常棒的感
受。

在学园祭期间有同学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把学校全体的气氛推向高潮，我也
觉得十分开心。令人感叹真不愧是娱乐界相关的学
校！
　　不光是学园祭，学校生活的每一天都快乐满满！
　　去年的学园祭留下了很多愉快的回忆，但今年感
觉比去年玩得还要更加尽兴。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美
好回忆也是双倍获得的学园祭。

2015SSM・SBA学园祭～COLORFUL～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
艺术设计科 漫画专业（２年级）

Dunina Irina
俄罗斯籍・毕业于札幌国际日本语学院

学校活动

　　在毕业年度到来之前，TECH.C.每
年10月都会组织一场针对就职活动的动
员大会「就职出征仪式」。比起2016年
毕业的学生来说预定于2017年3月毕业
的学生的就职活动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动，学校除了详细地说明了实际就职
活动的进行方式，还包括了就职活动时
使用的照片的拍摄方法以及说明会的参
加方式，第一次接触这些的同学们都无
比认真地聆听。
　　「为了在日本就职才进入TECH.C.学

习。对于希望早日开始工作的我来说，十分期待将要开展的就职活动。今天对
于就职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收获非常大。」

就职准备动员大会「就职出征仪式」

东京设计技术中心专门学校【TECH.C.】
超级IT程序员专业(3年级)

耿　国耀
中国籍・毕业于千驮谷日本語学校

就职出征仪式

　　＂行动第一＂是我在就职活动中的要领。
理由是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说就职活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什么是必须的，要从哪里开始比较好？想要解决的问题太
多，整理起来就会很困难。在这种时候，首先是行动起来，在
行动中发现诸多问题的优先次序，然后再逐一解决。
　　我是从一年级后半期就开始准备就职活动的。先分清主
次，其次务必付诸行动。虽然很多时候不一定都会有结果，但

这过程让我成长。今年夏天，在我研修的公司遇到了曾经关照过我的企业人
士，为我介绍了这份工作。
　　DMM.futureworks是DMM集团的子公司，经营
DMM的新娱乐方面事业。这次使用了全息技术，制作了
各种主题的片子在横滨专用剧场DMM VR THEATER上映。将
来预定从日本全国往全世界推广。我作为团队的一员，负
责协助中国的案件，平时作为助手做一些书面工作。虽然
现在还在研修阶段，但我觉得这是一份十分具有挑战性并
且很有价值的工作。

通过就职活动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涉谷
音乐技术科音乐会企划制作专业

张　永青
中国籍・毕业于东洋语言学校 
内定企业:株式会社DMM.futureworks
职位:企划管理

就职内定者速报

　　原本是对韩国的偶像感兴趣，后来了解到韩国
的艺人在日本的音乐界开始有名起来，日本的音乐
专门学校也很前卫，所以选择来日本留学。
　　这家公司是我所喜欢的艺人所属的音乐事务所，
而且可以从事管理、音乐会企划、粉丝俱乐部事务
等各种多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有魅力。
　　在校期间，一直从事着艺人的经纪兼口译的工
作。体验了实际的工作内容之后，觉得经纪人的工
作更适合自己。
　　希望成为能够使用除了韩语日语以外多种语言
的，可以应对各种艺人的经纪人。想在音乐界工作，
与其烦恼不如先行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成为能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经纪人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音乐会企划制作（2年级）

LEE SUGYEONG
内定企业：株式会社 KISS Entertainment
职　　位：音乐会企划制作

就职内定者速报

　　10 月 5 日在 TSM 涩谷校 10F 举行了世
界级吉他大师 Guthrie Govan 的特别讲座。
当天，由于世界第一的吉他大师的到来，聚
集了 100 名满怀期待的同学，讲座在热烈的
气氛中开始。
　　讲座一开始，大师就演奏了自己专辑里的
乐曲，学生们迅速被大师高超的技术，音色以
及即兴演奏的技巧所征服。讲座包含了三首曲
子的演奏，以及大师自己对音乐的态度以及编

曲、调音、作曲等相关内容的讲解。参加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调整了打工的日程
过来听讲座真是太值得了＂＂超级棒＂＂可以作为以后作曲的参考＂
＂感觉必须得拼命练习吉他了＂等等，反响巨大。
　　特别是对于部分留学生来说，因为是英语的讲座，＂母语授课感觉比平时
更容易理解＂。同学们度过了一段十分有意义的时光。

　　出身于英国的吉他手。01 年参加了 ASIA 的专辑 [Aura] 收录后，又参加了各种专辑及演唱会。
　　06 年发行了个人吉他独奏专辑 [Erotic Cakes]，现在以 Aristocrats 为中心加入了许多乐团。他无比准确的音色运用，
行云流水的演奏从蓝调布鲁斯，乡村音乐，爵士，无一不精通。可谓是现在站在世界最高峰的吉他手之一。

庆祝春节（农历正月）的饺子大聚餐

Guthrie Govan吉他大师的特别讲座

洪　友仁
新加坡籍・毕业于School Of Cambridge
Language School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
吉他技术专业(1年级)

老师的个人简介

Guthrie Govan老师

东京国际交流艺术专门学校（TCA）

企业×在校生   特别座谈会
日本微软有限公司

×
东京设计技术中心专门学校

　　2月13日TCA为了
庆祝春节(农历正月),在
TCA召开了名为”TCA
饺子大聚餐”的留学生
交流会。不分国籍,聚集
在一起品尝水饺。美味
的水饺让人赞不绝口，
大家尽情地玩玩游戏聊
聊天，度过了愉快的时
光。

　　TECH.C特地请来日本微软有限公司的户仓彩老师作为特别讲师，举
办了一场企业ｘ在校生的特别座谈会，其中留学生鞏同学(中国)与
Toreba 同学(美国)也参加了。户仓老师作为推广微软技术的“传道士”
活跃着。老师认真地解答学生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们也认真倾听了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do more and achieve more（赋予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
织去做得更多获得更多的力量）” 的微软理念，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特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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