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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慶学園

中日韩新人漫画家交流对抗赛
滋庆COM集团学生表现活跃

COM

TODAY
留学生

CAMPUS REPORT

4月27日到5月2日期间,6位同学
代表滋庆学园COM集团的全国设计
领域学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参加了在
中国上海(杭州)举行的中日韩新人漫
画家对抗交流赛。
参加本次对抗赛的学校有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名古
屋交流艺术专门学校、福冈交流艺术专门学校这5所学
校。因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和韩国选手都是拥有连载专
栏的专业漫画家，可见本次大赛的规格之高。福冈交流
艺术专门学校的岗元理惠获得了第三名、大阪交流艺术
专门学校的毕业生益田里穗荣获特别奖。这次是3个国
家的参赛者围绕当天发布的赛题进行创作的比赛，大家
都获益良多，满载而归。
期待同学们今后的精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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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演员的演技指导大师
PAUL PARKER先生的特别讲座
4月26、27、28日连续3天，
国际著名的演技指导大师PAUL
PARKER先生在东京电影·演员
专门学校、东京音乐&舞蹈专门
学校、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
针对演员和配音专业的学生们举
行了特别讲座。
学生们对这次设定为试镜情
景的课程以及大师异于寻常角度
的演技指导大为赞叹，留下深刻
印象。下面是参加了本次讲座的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的留学
们的感想。

【董

甦恒】

【徐

鼎臣】

【余

佩璇】

【ADRYAN SIMON】

动漫配音专业2年级
中国籍
毕业于东京银星日本语学校

动漫配音专业2年级
中国籍
毕业于东洋言语学院

配音＆演员专攻2年级
中国台湾籍
毕业于台中科技大学

配音专攻2年级
印度尼西亚籍
毕业于ARC ACADEMY
涉谷校饭田桥分校

从Paul老师那里我学到很多很好
的思路。在说台词的时候，要注意角
色的语速、节奏、语调、声量等以及
试镜时的优秀例子和不良例子,都对今
后自己在试镜时该怎么做很有帮助。

参加这次特别讲座非常开心。
Paul老师魅力非凡。虽然语言不一
样，但是从老师的表情和声音就可以
理解。老师的教学方法是观察细致入
微，授予我们很多可以立即应用的技
巧。

没想到在日本也能上美国老师的
课，异常惊喜。这是非常难得的机
会。在演技方面受到新的启发，非常
高兴。从老师身上看到了大师的专注
力以及演技魄力，印象深刻。

第一次上日本老师以外的老师的
课。比起日语我的英语能力更好，可
以直接听懂老师的话，非常容易理
解。其中试镜时的各种假设情景的部
分非常有参考价值，愉快的课堂时间
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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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升 级 作 品 展
毕业・升级作品展 WE ARE ECO2016
【原创狗狗咖啡厅】
大阪ECOD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狗狗咖啡厅专业 2年级

王

士菱

台湾・毕业于J国际学院

2016 年 1 月 30 日（周六）、31 日（周
日），在 大 阪 市 区 中 心 的 BUSINESS
PARK（OBP）的圆形大厅举行的毕业
· 升级作品展 WE ARE ECO2016 里，
狗狗咖啡厅专业的学生们开设了原创
狗 狗 咖 啡 店。在“狗 狗 咖 啡 厅 策 划”
的 课 程 里，从 品 牌 命 名 到 决 定 菜 单、
陈 设、迎 客 守 则 均 由 学 生 自 主 决 定。
学生们热情亲切地提供的饮品、食物
等大受欢迎，成为了最热门的展位。
正中间的是王同学
在展位内，展出了针对位于大阪
市西区的“DBL DOLCE&CAFÉ”狗狗咖啡厅提供的企业课题“原创圣诞蛋糕”
的提案结果作品。还陈列了被实际采用为店铺菜单的商品供大家参观。
成员之一的小王说：“这是毕业前夕最盛大的活动，我们齐心协力投入运
作原创狗狗咖啡厅。在筹备阶段，我们主要致力于准备
贝果（Bagel）、奶油巧克力蛋糕，顺利完成后迎来了正
式开店的日子。当天饮料、食物订单不绝，大家忙得不
亦乐乎。其中一位顾客购买了一套狗狗穿的洋装，真的
开心极了。同学们也非常友好合作，让这次的活动顺利
狗狗专用蛋糕
圆满结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非常感谢大家。”

毕 业・升 级 作 品 展
毕业・升级作品展
WE ARE TECH.C2016【学生发表会】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人物艺术设计师专业 2年级
（采访当时是1年级）
企业人士参观作品

李

昭罗

韩国・毕业于ISI日本语学校

企业课题
Epic Games企业课题
Unreal Engine Marketplace 3D角色制作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高级设计师专业 3年级

JUNG JOOWON

2016年 2月12日—13日，在新宿的NS大
厦举行了“We are TECH.C.2016 毕业升级
作品展”。展示了学生们在 TECH.C.投入参
与的以企业项目、课题作品为中心的成果，
两天期间大概有500名的业界人士到场参观。
在校生们做了自我作品发表。游戏人物艺术
设计师专业的的李昭羅同学（韩国）展示了
自己参与制作的 MOS FOOD SERVICES,
INC. 、 Coca-Cola West Co.Ltd 等企业项
目的作品，并就今年度的企业项目中获得高
度好评的作品进行了发表。李昭羅同学说：
“虽然在发表的时候
非常紧张，但是也是
一个非常难得的经
验。今后一定努力制
作更好的作品。”

Epic Games Japan 公司是游戏引擎 Unreal Engine
的制作公司，总公司在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游戏制作公司。
这 次 的 企 业 课 题 是 制 作 在 Unreal Engine 的
Marketplace（给全世界制作人提供制作游戏时使用的
资料的网站）上面向全世界销售的角色套装。
参与课题的 7 个学生们分成 2D、3D 建模、3D 动作
的 3 个组别韩国留学生 JUNG 桑负责的是 3D 建模部分。
这次的作品收到高度评价，JUNG 桑也被选上在入学典礼
上作发表演讲。
“面对 3000 人的发表演讲真是紧张极了。但是现在感觉物有所值。在游
戏课题。”

韩国・毕业于KCP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

参照 2D 角色制作的“US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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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责人直接指导

在入学典礼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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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课题
舞台制作现场实习
音乐剧《网球王子》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舞台监督、制作专业 2年级

ZHU WENYA

担任由人气漫画改编成的音乐剧《网球王子》的舞台制作。
通过在专业的现场和专业人士一起
学习的“企业课题”环节，和任课
的讲师一起参加制作。我很开心能
参与热门剧的舞台制作，同时也感
受到了自己从事的能为观众带来感
动的工作价值。在现场，工作指示都是用日语进行，
所以日语能力非常重要。
通过现场工作能锻炼和提
高沟通应对能力，对将来
求职的时候应该非常有帮
助。

中国・ISI日本语学校

企业课题
株式会社商业艺术的项目
「使用本地蔬菜製作蓋澆飯的商品提案」
名古屋设计交流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科 糕点・料理专业 2年级

王

慧

中国・毕业于名古屋福德日本语学院

认真地听取指示

株式会社商业艺术提出了“地产地消 让本地蔬菜带给大
家健康～不局限于日式料理，让人从家庭的温暖中感受到新
鲜与智慧的料理」的企业项目课题。王慧同学提案的商品名
为「鱼肉豆腐」。
“不光要卖相好看，
还考虑了低热量高蛋
白质等营养均衡的问
题。”第一次参与企业课题，对于菜单
的设计自己能不能做好也很担心，但是
有老师们的细心指导和周围大家的支
持，让自己可以顺利地完成了料理制
作。虽然不容易，但是也留下了难忘的
记忆，衷心感谢这样的机会。
2016 年 5 月 31 日举行了
株式会社 MOS 食品服务公司提
供的企业课题“通过 1 分钟动
画将 MOS 汉堡传播给全世界”
的最终审查会。
从全国的姐妹学校最终挑
选出 8 部作品。由 MOS 食品服
务公司派来的 4 名审查员评审
同学们的动漫、动画作品的发
表。最终结果是由 TECH.C 团
队获得了特别奖。
担任本次项目监督的崔嘉
诚同学说：“团队合作制作很辛
苦，但是很开心如期完成了作
品。今后要制作更好的作品。”

企业课题
获得MOS汉堡企业课题特别奖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综合动漫专业 3人均是2年级

崔

嘉诚

香港・东洋语言学院

LAU KAI REN

马来西亚・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

LOO KAH HOU

马来西亚・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

短期研修
滋庆国际交流COM短期研修课程
迎来台湾治平高中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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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制作的大型舞台

2016 年 5 月 23 日起，台湾治平
高中的同学们参加为期 5 天的短期研
修课程。在东京动漫 · 配音专门学
校进行了动漫人物化妆造型的特别体
验课程。同学们和老师以及东京动漫
· 配音专门学校的在校生一起，化身
为银魂、进击的巨人、黑子篮球、偶
像大师等各自想要扮演的角色，并且
进行摄影留念，留下美好回忆。
结束课堂以后，同学们参观了录
音室和 eSports 的教室。同学们看到
了平常见不到的专业设施时，都情不
自禁地发出赞叹之声。
滋庆国际交流 CO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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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动向·就职报告
在丰田商业广告中有名的
KOO-KI空气株式会社努力
就职公司：KOO-KI空气株式会社
（职务：CG技师）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3DCG 毕业生

HELSING HANS ALEXANDER
2016年读毕业
瑞典・毕业于亚细亚国际语学中心

毕业生动向·就职报告
认识到毅力，人际关系
和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就职公司：AMUSE INC.株式会社
（职务：经纪人）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

刘

铮悦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2016年读毕业
中国・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我选择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从
瑞典来的学生，此外我参加过课程体验，觉得内容非常
充实。
就读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以后，我就一心一意地想
创作很多的作品。在毕业的那年，我去职业指导中心，和
老师商量找就职事宜。职业指导中心的老师不仅帮忙将我
写的英语文章翻译成了专门针对日本企业的日文，还帮我
做了很多资料。
在福岡有很多CG相关企业，所以我参加过很多家企业的说明会。很多公
司都非常优秀，而且在福岡这个城市里，有
很多好吃的东西，这里的人也很友好，感觉
这是生活的好地方。在毕业之际，也考虑和
正在交往的日本女朋友结婚，福岡这个城
市，正合适建造我们的新居。
在「koo-ki空气株式会社」作为CG技师
着手制作多部作品。

我在选择到 TSM 涩谷校上学前，就梦想在日本的音乐
行业里工作。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选择入学。在
学生时代有很多的活动，也有很多所获颇丰的课程。在这
其中，学校文化节（学园祭）成为了我的青春回忆。现在
出来工作了，回想过去，发现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学生
时代确实是最开心的。
现在我在就职的 AMUSE INC. 株式会的乐队经纪人。
平日有很多日常业务和现场工作，周末又有演唱会，
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但是能够让粉丝们的发自内心地感动，是这份工作的
最大魅力，我很自豪。在这其中，我意识到了毅力、人际关系和语言能力的
重要性。如果缺乏毅力，仅凭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
坚持下去的。
想对读到这里的留学生们说：“永远不要对自己的日语能力感到满足”；
还有“尽量展示自己的英语能力和母语以及其他的语言能力”，希望留学生们
能重视这些。作为外国人，与日本人比较，日语会成为我们的弱点。能够使
用多种语言，我想在现在的日本还是很有用的。
另外，谦虚虽然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一旦谦虚了，就无法向周围的人展示自己的能力了。在掌握日本音乐界常识
的同时，保持外国人的个性，我想这点是没有错的。如果以进入音乐界为目
标的话，我建议可以去演唱会现场打工。期待能在演唱会遇到你。
开学刚刚两个星
期，三个不同国际的新
生来到 JCIC 办公室。
三人同一个年级专业也
相同。初初见面觉得彼
此都是外国人呀，互相
打招呼认识后就成了好
朋友了。课堂上生活中
遇到有不懂不安的地方
就一起商讨互相帮助。
三个新生都说“TSM 的
老师同学们都非常亲
切，日本的朋友们都很
友好，我们认识了很多
不同国籍的朋友！”希
望新生们都交上好朋
友，一起努力学习并充
分享受在日本的留学
生活！

在校生访谈
3个新生们的国际友谊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电视艺人&演员专业1年级

肖

添允

中国・Sun-A国际语言学院大江户校
配音&工作人员专业1年级

KHO SWEE CHING

马来西亚・Fuji Language School
配音&演员专业1年级

MARTA SHCHEKATUR
俄罗斯・东洋语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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