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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10日这周末的两天里，
滋庆学园COM集团各地的学校都举行了学园祭。
各校安排了风味小吃摊、体验专场、学生表演、特别嘉宾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
大家一起度过了精彩的国际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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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慶国際交流COM
INTERNATIONAL DAY 学园祭2018
～同学齐心让Tech Fes大放异彩～

CHOI JONGWOOK
韩国
尤尼斯塔日本语学校

东京校

AMANDA ARDELIA DJAAFARA
印度尼西亚
ＩＳＩ日本语学校
斯里兰卡
東京福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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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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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讲座

今年的学园祭，又称International Day2018也圆满的落下了帷幕。在「我爱我国大
P.4
会」上，来自10个国家的在校生进行了公开发表。韩国代表的崔同学表示「彩排的时候
·企业课题
其实是相当紧张的，没想到正式开始之后反而可以顺利把想说的内容表达出来。关于
·毕业生动态
发表的内容，事先预想了大家会想要了解哪些内容，于是准备了传统文化·观光还有
最新的流行文化（电子竞技、韩剧、以及电影）等相关的话题。」来自泰国的SHYAPOL
同学则提到了「这是至今为止没有体验过的活动，很开心。来自不同班级与不同学年的同学们齐心协力向着
同一个目标努力，而且还交到了新的朋友。在我爱我国的发表会上，给大家介绍了泰国的美食、美景以及友
好的泰国人等等。明年的话，打算企划做一个泰国料理的店，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泰国料理的美味。」插
画专业的AMANDA同学和朋友一起运营了一间手工艺品的店铺。出售项链、手链等首饰类以及流苏钥匙
圈类等小商品。AMANDA同学负责的是手提袋贴画的制作。将电脑制作的图案转印到手提袋上。
「大家一
起制作、贩售的过程特别开心！明年还要继续出摊！」一副很享受学园祭的样子。可爱的作品多种多样受到
了客人们的一致好评，很快就销售一空。饮食企画方面，
不仅集中了中国、韩国、缅甸、台湾、斯里兰卡等各国料
理，还有冷饮以及甜点等16个不同店铺。每种料理都被
赞美味好吃。RUCHIRA 同学负责的斯里兰卡料理店
「CEYLON CURRY HUT」得到了销售额第一名的荣
誉，欣喜地表示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舞台、展示、餐饮
方面的企画也百花齐放。这一届的International
Day2018跨越了学科、专业和学年，让大家齐心协力
的同时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希望明年能参考今年
的经验，办出更棒的学园祭。我们明年再见！

销售额 NO1 ！ RUCHIRA 同学

AMANDA 同学制作的手提袋

我爱我国发表中（SHYAPOL 同学）

集体纪念照（我爱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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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祭 /国际文化节
作为脱口秀工作人员参与学园祭

THIHA AUNG
缅甸
自修学馆日本语学校

东京放送艺术&电影·演员专门学校
影像编辑专业 / 2年级

这次的学园祭中，在8楼的演播厅
以直播的形式举行了搞笑艺人与模
特的脱口秀，自己作为工作人员参
与了麦克风的准备以及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的工作。真实地与专业人士
一起运营活动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
的体验。
除了学园祭以外，还作为在校生工
作人员参与了各种活动。特别是作为工作人也可以从
讲师那里听到很有价值的讲座，可以学到普通的课程
中无法学到的东西。并因此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以后
也准备继续参加这些活动。
这个学校的器材和设备方面都非常完备，我认为这里
是一个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梦想的理想环境。

学园祭 2018
客人愉悦的笑脸就是我们的喜悦

邹 沁玲

中国
修曼日本语学校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咖啡综合科 咖啡师专业 / 2年级

插画杂货模拟店 琳琅满目！

阿修罗夫

马来西亚
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

金 亨圭

韩国
ECC日本语学院
名古屋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电子媒体科
动漫专业 / CG&映像创作专业
/1年级

学园祭中，以2年级同学为中心，运营了法式蛋糕
店、法式面包店、餐厅、咖啡店。从店面的概念决定
开始，到店铺的布置、选择菜单、工作服的制作，在
老师指导下，由学生主导逐步推进。当天迎来了很
多客人，按照所提供的菜单努力地满足客人的需
求。而对于待客方面，则是通过事先大量的模拟练
习得到了提高。
我们店铺的概念是“复古摩登风格”，所以如何让客
人可以感受这样的氛围，以及如何更快的提高上菜
的速度，这些都是我们
着重花心思的地方，听
到当天来店的客人表示
「很好吃」，感觉比听到
什么都高兴，深深体会
让客人觉得开心的喜悦
感。
学园祭 展示准备

学园祭 当天准备

学园祭 当天 咖啡担当

6月9、10日是周末，这2天期间举行了名古屋地区COM集团4校的联合学园祭。
根据天气预报，10日本来是要下雨的，没想到迎来了个大晴天。
跟去年比起来，今年的出展的店铺不仅变化多
而且更加热闹了。
学生的企画中，不仅有餐饮店的模拟店，还有首
饰、贴纸、杂货、T恤，明信片等各式各样的店
铺。特别是射击以及密室逃脱等每年的保留节
目，吸引了很多客人来场。
今年，考入CG影像设计专业的留学生金同学
及阿修拉夫同学与日本同学一起运营了章鱼仙
贝和棉花糖的店铺。对于留学生们来说这或许
是接触日本传统的初次体验。在学园祭上既可
以体验到日本的文化还能够与日本同学增进交
流。
希望这次的经验可以在以后的日本求学生活上
起到积极的作用。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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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祭 2018
6/9（六），6/10（日）举行了学园祭。
福冈婚庆&旅馆·观光专门学校的旅馆专业，运营了一个提供无酒精鸡尾酒的酒吧。
留学生们积极地招呼客人，使用日语与客人聊天，感觉很愉快。

学园祭
福冈婚庆&旅馆·观光专门学校
福冈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 1年级

而福冈糕点烹饪专门学校，则是由学生运营了甜品店、咖啡厅、餐厅、面包店等5种
类型的店铺。无论是商品制作还是商店运营都是由学生负责而且做得相当专业，吸
引了很多客人前来消费。
两校师生都度过了热闹非凡的两天。

CAF( 左端 )

FBH（右）B K RAJU （左）PURI PRASHAN

NGUYEN THI THANH HOA

特别讲座
学习到了顾客至上的专业思考方式！

洪

欣妤

台湾
国立新营高级中学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科 糕点师专业 /1年级

多田大厨是位于芦屋、以发挥素材的美味为卖点的人气
蛋糕店「Patisserie etonne 」的主厨。
大下大厨是位于御影、以提供安全且美味为卖点的人气
面包店「Boulangerie bienvenue」的主厨。

澳大利亚的神级训犬师来校
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特殊犬训练师。昆士兰灾害救助犬队的首席训练师。身
体障碍者辅助犬协会会长。还曾荣获「国际警犬训练奖」
等各种奖项。

特别讲座就是请到业界最顶尖
的大厨来直接教授大家的课
程。
这次的课程，以餐饮界的吸引
力以及这个工作的魅力为主
题，通过实践的形式多田大厨
传授了水果挞的做法，大下师
傅传授了大量使用水果的面包
的做法。
在听课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速度与精致
两全其美的基础上制作出的蛋糕与面包让人震惊
的美观与美味。
除此之外，在言谈中还感受到了，如何在享受工作
的同时，把让客人高兴作为工作的第一准则的专业
意识的高度。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今天教导我们的大厨这
样的，能够把美味的糕点提供给客人的真正的厨
师。

大厨的示范

大厨的作品

6/9（六），来自澳大利亚的特殊犬训练师-海外教育顾问Craig A·Murra先生来
校教授大家关于宠物犬训练相关的课程。参加课程的是宠物狗专业以及宠物狗训
练师专业的同学。原本吵吵闹闹的狗狗们，眼看着就都向着Craig 教授的方向集
中并安静起来了。学生们也都兴奋起来，大嚷“好厉害啊”！在课程中，学生们假扮
狗狗的角色，从中学习到了给予狗狗们表扬的时机。这是一个教会我们如何进一
步亲身感受狗狗心情的学习机会。同
学们将于秋天的海外研修时，访问澳
大利亚Craig 教授的训练基地，再一
次深入学习。

对狗狗来说「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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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课题
摩斯汉堡新卡采用了TCA在校生的设计

邓义彤

中国
东洋言语学院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插画专业 / 3年级

旅行科的学生作品在旅行杂志上刊载

林嘉柔

2017年9月滋庆学园COM集团与摩斯汉堡的产学合作企画，
以滋庆学园的学生为对象举行了「种草摩斯汉堡」的摩斯汉堡卡
面概念设计发表大会。最优秀作品将在摩斯汉堡各店铺中限量
发行，在校生们也充满斗志的接受了这个挑战。
以下是邓同学的采访。
Q、请谈谈你的设计设想好吗？
A、我想要传达给更
多的人知道，无论是
多细小的事情也一心一意专注进行的摩
斯服务精神，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设计。
排列有序的外观上表现了「让人舒心的
场所」，仔细描绘的素材小插画则是表现
「健康的食材」的意思。
想要把摩斯的优点，通通的整合在这张
卡上，如果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人了解「摩
斯的服务精神」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留学生林嘉柔、梁謙爱、蓝珮祯（2018年3月毕业）在2017年度所参与的企业课题
作品将刊载于日本的旅行杂志「关西·四国·中国 jalan７月号」上。从企业得到的课
题是「大阪府内愉快的一日游」，策划一日游的内容。
为了实地调查，他们亲自

台湾
关西外国语专门学校

跑了很多次现场踩点，将

梁谦爱

录在照片里，配合课题的

自己亲身体验的瞬间记

台湾
开南大学

要求并且考虑到旅行者

蓝珮帧

是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评

台湾
神戸YMCA学院专门学校
大阪婚庆&饭店·观光专门学校
旅游&休闲科 导游专业
/ 毕业生

的心情，拼命努力的结果
价，并以这样的形式完成
了作品。
现在三位同学分别在日
本与台湾的不同地方从
事着旅游相关的工作，相
信大家一定会在各自的
岗位上大显身手！
杂志整页刊载

毕业生动态
在心斋桥经营舞蹈教室的
毕业生成为高等专修学校的讲师！
舞蹈教室 Aja / 舞蹈教练

Jung Seong Hoon
韩国
美力克日本语学校

大阪舞蹈&表演专门学校
舞蹈专业 / 毕业生

2014年3月从DA
毕业的Jung Seong
Hoon 同学将受邀
从4月开始作为
OSM高等专修的
K-POP舞蹈讲师每
周来校一次进行教
学。Jung 同学还曾
作为舞蹈教练指导韩国出道前的人气韩
国组合TWICE的Mina，从DA毕业后在 高专舞蹈课
大阪心斋桥开设了舞蹈教室Aja！全力指导700名学生的舞蹈学习。
「看到在日本
喜欢K-POP的人越来越多非常开心。希望能把原汁原味的韩国舞蹈教授给更多的
人！舞蹈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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