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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慶学園

2017年度毕业典礼

COM

TODAY
留学生

CAMPUS REPORT

2018年3月，全国各地举行了2017年度滋慶学园COM集团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
式，有368名毕业生即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其中有来自14个国家，共计147名的留学生家长及好友出席了典礼。
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让家长们感触颇深。

将自己所选的道路变成最好的
株式会社 RAYLINE STUDIO /
3D设计师

SEAH CHOOI YANG
马来西亚
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CG设计 / 3年级

三年的学生生活，将在今天画上句
点。心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今后我将作为一名设计师工作，
感到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心中充满了不安。
有时也会有一瞬间怀疑自己选择
的路到底是不是对的那条，但是人生是无法走回
头路的。为此而后悔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己应
该前进的方向只有自己才知道。
相信自己，一直坚定的
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到
达一个美好的所在。
毕业典礼是人生的一个
新的起点，我会加油的！

滋慶国際交流COM
VOL.19
INDEX
P.1

・2017年度毕业典礼
・入学典礼

P.2

・入学典礼
・企业课题

P.3

・企业课题
・特别讲座 / 在校生访谈

P.4

・特别讲座 / 在校生访谈
・就职·内定报告

和朋友们一起

入学典礼
4月12日滋慶COM集团东京校区举行了联合入学典礼。其中TECH.C.的俩名新同学

重温「喜欢」这种心情的重要性的一天／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郑同学表示「对于我来说，参加入学典礼让我重新思考对于「喜
带着勇气前行

郑文

台湾
（海外直接入学）天主教辅仁大学

陈又嘉

台湾
东京中央日本语学院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企划・脚本专业／
游戏角色设计专业 / 1年级

欢」的热爱，以及实现其的决心的重要性。第一部的祝辞部分包含了很多嘉宾们的深
深心意，特别是汤川校长的那句希望大家能去参与选举让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
二部欣赏到了许多优秀作品的发表，很受感动。其中300人的共舞以及猴戏的表演，
让我强烈的感受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重要性。还有bigband的现场演奏，我
非常喜欢的悲惨世界的曲子能够被这样精彩的表演出来十分感动。最后的「You
Raise Me Up」」的强有力的合唱深深地打动了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
带给别人感动的存在。」陈同
学说「对于新生活我充满期
待，但又有一些不安。幸好来
参加了入学典礼。入学典礼
上听到了老师们很多亲切的
话语，让自己又有了走下去
的勇气。除此之外还欣赏了
前辈们的精彩发言，会努力
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像前辈
们那样的人。」
与小伙伴们拍纪念照
陈同学与寄宿家庭的妈妈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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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第二个是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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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典礼
2018年度入学典礼

Demirbas Mert
土耳其
京都民际日本语学校

大阪IT&设计专门学校
游戏・CG设计科游戏角色设计专业
/ 1年级

2018年4月19日举行了滋庆学园关西地区学校的联合入学典
礼。本年度有来自12个国家的105名留学生入学，入学典礼当天
晴空万里。来自土耳其的马特同学说「这次参加入学典礼还是人
生第一次穿正装。因为这次是在开学之后才举行的入学典礼，所
以能和好朋友一起拍纪念照片很开心。还和之前没说过话的同
学以及其他专业、学校的同学成为了朋友。看到毕业后在各自的
领域里活跃着的前辈们的发言，我决心以后还要更加努力！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松冈充先生的现场演讲。松冈先生告诉我们「若干年前我也曾像
今天的你们一样，坐在这里，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从他的话中我得到了勇气。心
中怀着「对自己的画没有自信，自己真的能成为画家么,,,」的不安，听了松冈充先生
的话这些不安一下子都消失了。我要记住入学典礼上受到的这些激励，从明天开始
更加充实地度过自己的学校生活。」

企业课题
获得JALAN项目最优秀奖！
预定6月号登载！

林嘉柔，梁谦爱，蓝珮桢
台湾
关西外国语专门学校（林），
关南大学（梁），
神户YMCA学院专门学校（蓝）

大阪婚宴&饭店・观光专门学校
旅游&休闲科 旅游导游专业
/ 2年级

得到一流饭店・有名糕点店的
认可并商品化！

黄 怡钧

台湾
关西外语专门学校日语教育部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科 甜点专业
/ 2年级（2018年3月毕业）

2017年度旅游&休闲科2年级的企业
课题中，留学生林嘉柔同学，梁谦爱同
学，蓝珮桢同学共同制作的课题作品获
得了最优秀奖。课题是由日本有名的旅
游杂志「关西・四国・中国 JALAN」所提
供的。主题为「愉快的大阪府一日游」。
3人不光做了企划，还多次去到现场进
行实地考察，用照片记录下自己的亲身
体验，结合课题的要求，同时兼顾到旅
客的心情，非常努力的进行准备。当得
知获选最优秀奖，领取奖状时他们脸上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获奖的作品将于今
年的「关西・四国・中国 JALAN」6月号
上登载。

在审查员面前自信地发表

恭喜获得最优秀奖

京都大仓饭店提供了一个「SNS热门甜点」的课题。留学生黄同
学所制作的甜点，得到了京都大仓饭店的认可并被商品化！京
都大仓饭店今年迎来了开业130周年庆典，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
史，连接传统与现在的一流饭店，受到很多海内外客人的的青
睐。甜点做成漂流在河流
上的小船形状，受到了很
高的评价。
现在黄同学所制作的「METTRE-FEUILLE」，
在京都大仓饭店1楼的咖啡店热卖中(2018
年4月至今)。

向企业发表的场景
滋慶国際交流 COM

黄同学所企划的甜点「METTRE-FEU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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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课题
官学联合企业课题 大阪府警用宣传动画制作
～OCA/OSM/DA的学生共同制作～

郑浩天

香港
大阪YMCA学院日本语学科
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CG・影像编辑专业 / 3年级

3月9日大阪府警网络犯罪对策课的宣传动画『This World』正式
发表。作品使用了虚拟偶像初音MIKU来制作了网络安全使用以
及预防犯罪的宣传动画。
该作品由大阪音乐专门学校的学生作词作曲。由大阪舞蹈表演
专门学校的学生编舞。然后由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负
责影像制作。
担任影像制作的主要负责人是留学生郑皓天同学。他表示「在毕
业之前，还能和同学以及学弟学妹们一起挑战这样大型的课题感到十分荣幸。想要
利用这样的经验，毕业后希望能作为一名动作指导，以日本为舞台大展身手」。
姐妹校3校与大阪府警之间的官学联合企业课题作品在大阪府警的主页上可随时
进行查看。

『This World』的画面

特别讲座 / 在校生访谈
WhiteMoon Dreams特别讲座

SOH JUNWEN

新加坡
Ehle学园日本语教育学科

CINDY JESSLYNLEE
印度尼西亚
京进外语京都中央校

4月10日，美国游戏公司WhiteMoon Dreams的Jay Koottarappallil社长特地从
海外赶来，为游戏CG设计科2、３年级的学生们举行了特别讲座。主要谈了制作游戏
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以及目前海外游戏业界的现状这些对于学习非常有用的内容。英
语流利的留学生们则积极的对Jay社长提出各种问题，一直问到时间不够为止。针对
游戏角色设计专业3年的SOH同学所提出的海外与日本游戏业界差异的疑问，Jay
社长举了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例子，分享了很多具有全球性的最新资讯。之后，游
戏编程2年级的CINDY同学表示通过这次的课程，不光是自己的专业，对于其他专
业的知识和技术也有了新的认识，更有干劲了。听到海外的现役游戏设计师的亲身
体验，对于学生们是一种良好的刺激，期待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OCA
游戏・CG设计科 / 2年级・3年级

Jay 社长自我介绍中

Jay 社长

游戏角色设计 3 年级 SOH 同学提问的样子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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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讲座 / 在校生访谈
E-sports 初次参加世界大会！

张齐

中国
东京日本桥外语学院
东京动画・配音专门学校
综合制作科 电子竞技 综合程序员专业
/ 2年级

电子竞技是个特殊的领域。
我是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后，决定来日本留学的。
老实说日本的电子竞技业界在世界上来看属于起步比较晚的，自己也不知道能够到
什么地步就决心入学了。
入学之后，见到班主任与班上的同学们都是热爱电子竞技的人，很受感动。一起追寻
梦想的同伴增加了感觉好开心。
之后自己也认真的学习，进步巨大。
2017年夏天，1年级的时候与2年级的前辈参加国内大赛取得了日本第一的成绩，得
到了世界大学生大会的入场券。为备战世界大会，足足练习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集
中训练，解决了很多问题点，团队的
凝聚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我甚至觉得与世界大赛上活跃的其
他团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经过1个礼拜的大赛，我们没能获
胜，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们把能做的
都做了，并没有感觉后悔。
我想要将这样的精神传达给后辈们。
今年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能再次
和大家一起出战大会。

就职·内定报告
入职日本知名设计公司！
株式会社brandcreate / 品牌设计师

PACKPONGPHANCHAI DHEAR
泰国
东洋言语学院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产品与室内设计 / 3年级

得到第一志愿的录音工作室内定
株式会社ONKIO HAUS / 录音工程师

LU PINGHSUN
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录音工程师专业 / 3年级

●决定留学日本的理由
孩童时代就喜欢日本的文化，一直
想要去日本。为了更好的了解日本
就决定去学习日语，来日本留学。
●想要进入设计业界的契机
在泰国的时候曾经收到过日本的特
产。形状和设计都非常喜欢，就是那
个时候让我对包装设计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自己也想能做出这样的设
计所以才想要进入设计业界。
●为什么想要进入现在这家公司
通过老师的介绍得到了实习的机会。在实际的工作体验中，感到在这个公司工作一
定会很快乐。而且还有TCA的前辈也在公司，于是就决定入职了。
●今后的目标
想要一边享受工作一边累积经验。将来在泰国的大学把在日本学到的经验传授给后人。
与导师共同出入专业的现场给自己累
积了很丰富的经验。现在得到内定的这
个工作室，也曾经被导师带来体验参观
过。虽然也参与过其他很多工作室的工
作，现在这个工作室的氛围让自己感觉
最好，很强烈的想要在这里工作。招收
新人的时候对方抛来了橄榄枝，最终顺
利的拿到了内定。在学校的时候和作曲
专业的同学一起制作过乐曲。录音的工
作自不用说，还学习到了团队合作的工 在学校的录音棚
作方式。不要光和本国的朋友交流，多与日本人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进行交
流沟通，能够自然流畅的用日语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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