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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OCA展位的看板

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游戏视觉设计&角色专业(2年级)
游戏编程专业(3年级)

宣传图为中国叶同学的

晓诗

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作品，经过层层选拔从

中国・毕业于 神户电子专门学校

自己的作品得到在这样

MARTEN HELANDER

大型活动中展示的机
会，当天叶同学也专程

瑞典・毕业于J国际学院

从大阪赶到了展会会
场。同时，瑞典的
MARTEN同学不仅展
OCA 展会的宣传画

示了自己的游戏作品，
并将OCA以及出展作品
介绍给企业及一般的观
众，来到现场的外国客
人也很多，MARTEN同

在东京游戏展 2016 现场接待外国访客的 MARTEN 同学

学的英语及瑞典语说明
获得一致好评。
我们期待留学生们
不仅在日本或自己的祖
国，在世界的舞台上也
能活跃。

OCA 展台宣传图的作者叶 晓诗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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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游戏展 2016 的现场集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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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
2016大阪地区学园祭
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平面设计专业(2年級)

LAM EELENG
马来西亚・毕业于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校

取得资格
TOEIC满分!! 高分者不断涌现!!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关爱服务专业/(1年级2人)
机电一体化工程师(1年级)
TAN TEENA RACHEL CHUA
菲律宾・毕业于 进和外语塾

LEE KAISANG

香港・毕业于 ISI外语学院

CHIA ZHENGLIN

马来西亚・毕业于 KCP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

业界研修
舞台演出·制作·运营等方面活跃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舞台导演/制作专业( 2年级)

LEE CHI-YUAN
台湾・毕业于 高雄医学大学

6月18日 (周六)，19日 (周日)大阪地区各校举行了学园祭。
有小吃摊、作品贩卖、演唱会、与小动物亲密接触以及神秘来客
的访谈等活动，每年一次的盛会都能迎来众多的来访者。
林同学与友人决定活用
自己平面设计的专业特长，
进行饰品、明信片、贴纸等
小商品的贩卖。
“从材料选择到制作，推翻重来了好几
次，从柜台的布置到当天COSPLAY服装的挑
选，大家一起商量终于迎来了学园祭。对于
没有打工经验的我来说，第一次接待客人是
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自己制作的商品销售
出去时的开心心情非常难忘。欣赏到前辈们
优秀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店铺设计，对于
自己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小林回忆
着既紧张又快乐又饱含满足感的学园祭。
学园祭
8月底在TECH.C.会场举
行 的 TO E I C 的 考 试 结 果 公
布，1年级的TAN TEENA同
学获得了满分！其他得到高
分的还有970分的CHIA同学
及975分的LEE同学。TOEIC
作为采用人材的标准被很多
企业所关注。来到日本留学
进行非母语环境的学习，甚
至挑战其他语言且一举获得
满分真是快哉！我们期待这
些同学们日后的发展。

获得满分的 TAN TEENA 同学

获得 975 分的 LEE 同学

作为舞台制作公司现场研修生，我参加过多次舞台
剧、音乐剧、2.5次元舞台等各种现场的工作。工作内容
有作为演出助手对小道具及服装进行准备及管理、担任舞
台上的计时管理及舞台搭建的制作，以及接待观众并负责
票务相关的运营等。
在音乐业界工作，有不少机会是通过在现场时认识的
朋友介绍而得到别的现场工作机会的，这是一个无限广阔
的世界。
现场研修的积累很重要
首先是要提高自己的日语，其次要比日本人更能干，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将来希望在制作公司里从事制作部或者舞台导演相关的
工作。在今后的现场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并好好珍惜每一次机会。

7月15日我正式成为三游亭好乐大师的门下弟子。
我一直对舞台表演及落语很感兴趣，要从事落语就想
到日本，所以我选择了也可以学习到舞台表演的东京电
影・演员专门学校。
瑞典的落语家诞生!!
课堂上学到的发声技巧以及身姿，从表演层面来说我
觉得也可以活用在落语上。当完成了以前说不了的台词、
东京电影·演员专门学校
做不到的动作的瞬间真是无比的开心！
电影演艺科 演员综合专业(3年级)
落语是通过去剧院观摩、观看youtube等自学，作为
一个外行人独自开展活动。现在正式入门之后作为“前座”参加活动。往后三年
NILSSON BJORK JOHAN ERIK 的修行结束之后，打算往“真打”、压轴表演者的方向发展。
瑞典・毕业于UPPSALA UNIVERSITY STOCKHOLM UNIVERSITY
虽然这是一个上下关系十分严格必须时时小心谨慎的行业，但我要坚持努力
决不放弃。

在校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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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访谈
继「周刊少年 Champion」、
「JUMP」之后
「月刊 KOROKORO 漫画」也有了自己
的专属编辑！
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职业漫画家专业(3年級)

黄 智焕
韓国・毕业于Meric 日本语学校

第 三 次 的 挑 战 终 于 开 花 成 果，心 心 念 念 的「月 刊
KOROKORO 漫画」终于向黄智焕同学伸出了橄榄枝。再
跨一步就是以职业漫画家出道，我们期待他的活跃。
黄同学表示「至今为止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练习绘画
以及日语方面进行努力，但是给予我最大帮助的还是学校
的老师们。OCA 对于漫画技巧方面细致的教学方式正是我
获得机会的根本。得到向往已久的出版社的青睐真的非常
开心，现在才刚刚起步。」
另外，We are OCA 毕业・升级作品展
可以说是关西地区最大的学校展览会，有众
多出版社以及游戏公司相关的人员前来发掘
人材。黄同学非常满意 OCA 学生、老师、
学校一起努力的和谐环境。
※月刊 KOROKORO 漫画是诞生机器猫、天使 VS
恶魔、口袋妖怪、妖怪 watch 等众多大热作品的
人气杂志。

毕业生的活跃
入职THE FACT JAPAN 大展身手中！

作画的样子

林同学将三年间在音乐制作人专业中所学到的作曲、录音、A＆R 等音乐制
作技术，与组员一起，用于制作原创 CD，献上了集大成的优秀作品。在声乐和
舞蹈专业的学生们所参加的的 K-POP 制作企划中，一边担任讲师李老师的助手，
一边学习实践组织管理方法。出席率高、责任感强、什么事情都能坚持到底且诚
实的人品，终于为他赢得了工作的机会。

就职公司：THE FACT JAPAN
（职务：事业部）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 涩谷校
音乐制作人专业(2016年3月毕业)

林 炳杰
韩国・毕业于 3H日本语学校
与同学一起

就职报告
学好基础重最要！
就职公司：株式会社bee tribe
（职务：动作制作）
大阪艺术交流专门学校
CG·影像制作专业（3年级）

王 大壮
中国・毕业于大阪日本语学院

音乐制作人专业 3 年级的毕业合照

在参观过很多艺术类的专门学校之后，我认识
到要提高自己的作品水平，基础非常重要，所以我
选择了在素描、艺术理念、色彩构成等基础课程更
加扎实的 OCA。今年 4 月参加了 bee tribe 在学校
召开的企业说明会之后，就有了希望进入这家公司
工作的念头。在 6 月的企业合同说明会上我带着自
己的作品得到了该公司的面试机会。
虽然有很多不安，但就职指导中心的老师一直
帮助我练习就职相关的礼仪，检查资料，并多次进
行模拟面试，让我当天能放松面对面试。我想要告
诉后辈们的是，明确自己的目标努力学好基础，提
高自己的能力，就能做到无论进入什么公司都能有一席之地。

滋庆国际交流COM（JCIC）的通知

滋庆学园 COM 集团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均开设了帮助留学生们掌握和提高就职
竞争的日语教室。JCIC 永远是留学生们的强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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