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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毕业·晋级作品展」。在与专业相同规格的现场，以专业人士直接授课的实践教
育“产学合作教育系统·企业课题”为主轴，学生们面对企业人士发表了作品及介绍演
说，向企业展示业界所需的“即战力”。

将去年的悔恨当作
成长的驱动力！

在1年级的晋级舞台公演中演出！
东京演员·电影&放送专门学校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游戏背景&角色设计专业
（3年级）

陈

（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东京电影·演员&放送艺术专门学校」更名）

演员专业（1年级）

博学

WONG PATRICIA DIANA

马来西亚·毕业于SMK USJ8（海外直接入学）

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海外直接入学）

录取公司 ：CREEK & RIVER Co., Ltd（职位 ：设计师）

2月7日（五）、8日（六）这两天在千叶县的幕张Messe举办
了TCA的毕业·晋级作品展「we are TCA 2020」。
陈同学这次展出的是他的毕业制作作品「Retribution」。这 交换名片中的陈同学
是一个从角色设计到编程都由陈同学自己制作的游
戏。专攻外的知识都是他靠自学习得的。陈同学说
“去年的We are TCA时没能做好展示作品留下了
遗憾，因此这次从春天就开始制作作品了。”将在东
京电玩展2019中展出的作品加以改良，打磨出了
更好的游戏。
“今后也会继续制作能让客人们开心的作品。”陈同
学如此分享。
向参观人士介绍游戏

1月18日（六）和19日（日）两天我在学校
的1年级晋级舞台公演「HOME STAY」
中演出。
这是我入学后第2次在舞台公演中登台 结束公演后的后台合照！
演出。这次所饰演的是一个名叫灰田栞
的角色。
灰田栞是一位中学3年级的女孩子，对已经是20后半的我来说，
「中学生」距离我已经是
10几年前的事了，很难抓住中学生说话的感觉。实际上我也不太了解日本中学生的样
子，在向同学们寻求建议、指导之后逐渐摸索出角色的雏形。
通过不断和同学的一起讨论，遵循演出指导老师的指示，大家共同帮助我完成了精彩的
演出，这是非常好的经验。
非常感谢这次一起参与的所有人。
今后也会更加努力精进演技。有时闲的话，请务必再来看我们下次的公演！

作为执行委员参与举办电影祭
东京演员·电影&放送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东京电影·演员&放送艺术专门学校」更名）
电影·影像编辑专业（1年级）

吴

桓渲

台湾·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海外直接入学）

2月8日（六）、9日（日）这两天在学校举办了电影祭。
电影祭作为毕业·晋级作品展，我加入了执行委员会，参与电影祭的准备工作。在电影祭中会播出和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团队作品、自
主制作及其他课堂上的作品，由观众从上映作品中票选出年度冠军作品。在这两天中看到大家下学期的成果，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刺
激。前辈及同学们的作品每个都独具风格，看完之后不禁萌生了“我也想做出这么棒的影片”的想法。当要公布从包含上学期作品的
65部作品中，被选出的年度冠军作品时，整个会场弥漫紧张气氛的瞬间让我印象深刻。这次我在电影祭中帮忙制作海报和传单。看
到其他执行委员们从电影祭提案到实施这段期间活跃的样子，我也学到很多非常难得的经验。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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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pp Diver City的
登台经验！

以深度沟通赢得首次制作电影音乐的机会

电影「虚伪的练习曲」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吉他技巧专业（2年级）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作曲&编曲出道专业
（3年级）

NUR IDAYU

高

马来西亚·毕业于草苑日本语学校

在TSM拍摄的个人形象照

录取公司 ：株式会社东京铁塔
（职位 ：导览人员、在东京铁塔中的表演活动（每周2次））

在1月31日（周五）的「毕业·晋级作品展We are
TSM!」上，吉他技巧专攻的IDAYU同学担任了爵
士乐曲的主吉他手。她说“正式表演时我只专注于
自己的演奏以及要与其他合奏成员的音色调和部
分。在宽敞的会场中，自己能担当被聚光灯高亮的
焦点乐手，
这让我非常
大舞台上落落大方地演出
有成就感。
在众多客人的瞩目下，成功演出让自己弹奏的
音乐响彻整个会场，自我感觉也非常满足。我入
学时没有任何吉他的弹奏经验，透过讲师的个
人课与平时的课程，以及在外面演出中获得的
实践经验和细致的指点让我逐日成长。今后也
会持续磨练表演能力，努力站上更大的舞台。” 舞台演出的伙伴们

尚

中国·毕业于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作曲家出道

3年前为了学作曲我从中国来到日本。这是我第一次制作总共23
首的电影配乐（除了主题曲以外在剧中使用的音乐）。因为这次的 在Zepp难波的舞台发表
制作案件，能够让负责影像音乐专题的周防义和老师看到我的作
品、并给予我至高的评价“高同学作出的曲子平衡了电影整体音乐、且能感受到音乐概
念之统一性。让整部作品显得紧凑，且更增其品格。”
此外，在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从金子导演所属的株式会社yucca得到了两个工作，分
别是高桥George演出的手机游
戏「Lords Mobile」的广告、以
及Ixi Group的广告。我深刻地
感受到因为这次的创作和导演建
立起了强韧的信赖关系。也认识
到在「专业的工作」中缺一不可的
是技术及沟通能力这两项特质。
高同学说“今后，我的目标是成为
不仅在日本、还要能在世界上活
跃的创作者，并为此不懈努力。”
在学期间就以电影音乐人身分出道

1年級生在
WE ARE OCA 2020中大活躍！

We are CULINARY 2020
― 模拟商店祭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更名）
游戏背景&角色设计专业
（1年级）/游戏程式设计师专业（1年級）

大阪糕点咖啡＆烹饪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更名）
咖啡综合科（1年级）

林

美国·毕业于ARC ACADEMY日本语学校

台湾·毕业于J国际学院

冯

We are CULINARY的模拟商店祭是由1年级各班
协力，从店铺企划到烹饪、贩卖、提供服务全由学生营
运的重大活动。
咖啡综合科以「星星与我们」为概念，做出能享受在星
空下露营气氛的咖啡厅。店内的装潢、菜单、桌边服务
是全班一起讨论，经过好几次的排练才决定的。
我是负责提供饮料的工作，为了能做出好喝的饮料非
常认真地练习。当天从客人那边听到“好厉害！”
“好
好喝！”等评价时，真的非常开心。今后也会继续磨练
做饮料的技术。

子锴

香港·毕业于Ｊ国际学院

在2月7日（五）、8日（六）举办的毕业晋
级作品展「WE ARE OCA 2020」中，1
年级生在企业课题的发表演说中表现活
跃，获得最优秀奖！游戏背景&角色设计
专攻的SKYLES同学，在Clover Lab.株
式会社设计「LOST ARCHIVE」游戏角
色的企业课题中，荣获最优秀奖殊荣。她
表示“说实话，能够被选上自己也吓了一
跳，希望能活用这次的经验继续努力！”
此外，游戏程式设计师专攻的冯同学，在
株式会社Jupiter的企业课题中，以制作
原创游戏获得了最优秀奖。因为不擅长
日语演说颇为痛苦，但在日本人朋友的
帮助下，努力练习获得成功！他说今后
会把日语练得更好，就能更全心全意地
制作游戏。

获得最优秀奖的SKYLES同学

浩玮

正在做咖啡拿铁▶

SKYLES TAYLOR ELIZABE

获得最优秀奖的冯同学
店面的装潢

和同学们的纪念合照

We are ECO 2020
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水族馆·水族生态专业（2年級）

李

光中

台湾·毕业于东洋言语学院

2月1日（六）、2日（日）在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
校举办了以「产学合作」为主题的We are ECO毕
业·晋级作品展！
是展现和动物、海洋、宠物、自然环境等业界共同规划
的课程，所训练出的创造力与实践力的机会。
向入场人士介绍生物的李同学
毕业班的前辈们制做的水族箱
可以和动物们近距离接触的触摸池
在舞台区办了宠物美容秀与山羊秀等表演，大家都发
挥所学、将各个专业的魅力传达给观众。
李同学所属的水族馆·水族生态专攻规划了观赏用水族箱与触摸池。他在当中负责触摸池的营运管理，向来场人士介绍虎鲨及海星等生物。他乐在其中热衷的样子十分令人印象
深刻。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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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商店节
名古屋咖啡·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专业（2年级）

LE LONG HANH

录取公司 ：株式会社ART BREAD-BAKERY PICASSO（职位 ：面包师傅）

越南·毕业于名古屋SKY日本语学校

从店铺企划到营运全由学生全权负责，在校舍内开设具原创性
和日本人后辈们一起负责柜台
也有展示装饰面包
店铺的「模拟商店节」，是学生们展示2年间学习的成果及畅谈梦
想的舞台。不只是学生家长、毕业生们及附近的居民会到场参加，也有许多未来学生们打算入职的业界公司的人士们前来参加。活动结束时
LONG HANH同学用十分满足的表情表示“光是听到客人笑着说我们所做的面包光卖相就诱人流口水，就十分开心。能够全部售完真的太好
了！这是最后一个和同学们一起合办的活动，所以非常用心参与！”
◀店面人满为患

毕业晋级作品展 展示了和伙伴们一起制作的作品！
名古屋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动画专业（2年级）

ASYRAAF MAHMAD ZAHRI

ASYRAAF同学制作的作品▶

马来西亚·毕业于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海外直接入学）

2月11日（二）、12日（三）是毕业晋级作品展WE ARE NCA2020的日子。毕业晋级作品展是NCA所有
的学生展示这一年来学习成果的大好机会。ASYRAAF同学在名古屋信用保证协会的企业课题中，负责
制作宣传企业的动画。和相同专攻的同学们各自分担不同影格的作业，齐心协力将这部动画完成。
ASYRAAF同学说 ：
“制作这部动画，大约花了半年才完成。我负责的影格很多，在制作时虽然很辛苦，但
结果能顺利完成非常满足了。当天也向入场的客人们介绍自己制作的作品，能让很多人看到自己作品是
很棒的经验。”

We are SBM! SSA! 2020
札幌设计＆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预定由原校名「札幌放送艺术&音乐·舞蹈专门学校」更名）
配音员专业（1年级）

OOI JIAN RONG

全

马来西亚·毕业于北海道日本语学院札幌本校

韩国·毕业于SCAU数位首尔文化艺术大学（海外直接入学）

智厚

在2月16日的毕业晋级作品展「We are SBM! SSA! 2020」上，全同学在戏剧「干扰儿子约
会的父母物语」剧中饰演「警官」，而OOI同学则在朗读剧中饰演「武藏坊弁庆」的角色。
全同学说“因为日本和韩国对警察的印象不太相同，在塑造角色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这次
登上舞台时，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紧张，可以放松地集中在演技上。之后也会学习动作戏，希
望未来能在日本活跃。”OOI同学说“这次靠着问周围的同学们来理出对角色的印象，才能饰
演这个角色。因为已经会说英文、中文，将来希望能将日语练到精通在世界上活跃。
“两人未来
的发展都十分令人期待。
饰演「警官」的全智厚同学

饰演「武藏坊弁庆」的OOI同学

在校生的活跃表现
Congrats!

获选“周刊少年JUMP”手冢赏佳作！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更名）
漫画专业（3年级）

李

延熙

中国·毕业于关西外语专门学校

手冢赏(てづかしょう)是由出版社集英社主
办，征求少年向剧情漫画的新人漫画比赛。由
知名漫画家「ONE PIECE」尾田荣一郎·
「七
龙珠」鸟山明·
「NARUTO火影忍者」岸本齐史
等老师担任评审委员。
在第98届的手冢赏中，OCA大阪设计＆IT科
技专门学校-漫画专攻3年级的李同学，获得了
佳作的殊荣及奖金！
他向我分享他的喜悦及对未来的抱负。
“能够
获得手冢奖真的非常开心！会为了有一天能
连载漫画、出单行本、让家乡的书店也能卖我
的漫画继续努力！”李同学现在也为了能在集英社周刊少年JUMP上的连载持续加油，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就能
看到他的作品刊登在JUMP上了吧！真是令人期待。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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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课题
获得SPA WORLD
企业课题的优秀奖！

学生所开发的料理
被选入菜单
福冈糕点咖啡＆烹饪专门学校 （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福冈糕点烹饪专门学校」更名）
厨师专业（2年級）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更名）
平面设计&IT专业（1年级）

IRAWAN NABILA KHANSHA

谢

印尼·毕业于Ehle学园

台湾·毕业于修曼日本语学校 佐贺校

这次以设计师科1年级为对象的企业课题，
是来自「SPA WORLD 世界的大温泉」要
制作SPA WORLD宣传海报的课题。制作
期间为期半年，在WE ARE OCA上由通过
初选的8个作品进行发表作为最终审查。
其中，NABILA同学所设计的海报作品，在
对1年级来说还是首次的企业课题当中成
制作展最终发表的样子
功获得优秀奖！从SPA WORLD的宣传负
责人收到“运用SNS工具，调查出SPA WORLD比较少20岁后半女性客人的事实。最
后完成的海报也将
SPA WORLD的优
点表现出来“的评语。
另外，也获得了”8国
岩盘浴的点子十分有
创 意 ，让 人 非 常 想 看
到实物！有趣的创意
表现以及切入点非常
优秀“的赞美。
希望未来能活用这些
经 验 ，继 续 创 作 出 能
让客户们开心的作
品！
表彰会后，8名最终选手和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这次接收到了来自福冈市的山产
（天然野生鸟兽）料理专门店「热
情的千鸟足KARUNE」，要利用猪
肉、鹿肉设计料理的企业课题。因
为主题是鹿肉，一开始先搭配了
很多种食材及辛香料来试做，但
一直都做不出满意的料理。最后
是趁回台湾时调查了中药及台湾
的辛香料来做料理。并且运用了
这两年学到的日本料理及西式料
理的技术，以及在特别讲座中学

料理完成后向企业进行发表，正在回答问题的谢同学

到的低温调理技法，使出浑
身解术完成了这道「酒蒸鹿
腿肉佐红枣酱」。
在向企业发表时，在外观、整
体平衡、使用中药材等部分
获得了企业方很高的评价。
今后也会为了成为能彰显日
本和台湾美食的料理人，想
用自己的料理带给更多人笑
容而继续努力。
「酒蒸鹿腿肉佐红枣酱」

设计企业的主要标志！

获得企业课题最优秀奖！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网页设计师专业（2年级）

萧

百钧

大阪糕点咖啡＆烹饪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更名）
糕点师专业（2年级）

凯文

洪

中国·毕业于ISI外语学校

欣妤

卜

台湾·毕业于国立新营高中（海外直接入学）

这次从2019年法人化的金属加工公
司-株式会社FULLBRIGHT接下了设
计企业标志的课题。其中，来自中国的
萧 同 学 抓 住 企 业 特 征 ，设 计 出 的 作 品
成功获得采用。
萧同学所设计的标志
首 先 在 说 明 会 时 ，他 先 了 解 公 司 整 体
概要以及社长的设计需求才开始制作。将脑中想到的十多种设计素描出来，不断地
尝试调整。最后决定凸显金属加工公司的金属感，并以要利用公司的溶接技术才能
做出完成品的概念，刻意留下未完成的缺口，决定这个标志设计。
“参加这次的课题，让我在理解企业本身，以及要做出一眼就能联想出事业内容的
设计上学到了很多。我所设计的标志在未来能够和FULLBRIGHT一起成长，我感
到非常光荣。」
让我们一起期待萧同学以及FULLBRIGHT未来的发展吧！

发表中的萧同学

涵

台湾·毕业于J国际学院

杜

潍

中国·毕业于J国际学院

本次的企业课题来自在大阪开设多间
人气名店的株式会社Chatnoir。以
「企划一项活动，并提案出核心商品」
为题，让学生们在实习课时进行制作。
以小组为中心，每一组都需要制作出
一个作品。我们访问了其中的台湾留
学生洪同学。
“我们这组不怕错误不断尝试，挑战商
在企业前介绍商品

品开发。
透过这次的企业课题，学到如何制作符合课题要
求的原创蛋糕。从零开始设计蛋糕的配方、味道
搭配、装饰等细节虽然非常辛苦，但努力之后收
成了作品获得优秀奖的美味果实。不只非常有成
就感，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筱原社长及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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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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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速报
获得推出魔物猎人和恶灵古堡系列等
知名游戏公司ー株式会社卡普空的录用
卡普空共录用4名学生。我们访问到其中2名来给学弟妹一些建议。

OCA

HO JIA RUI

3年级

OCA

徐梓清

3年级

和国籍、性格、文化背景都截然不同的朋友们交流学习让
我获得了卡普空的录取机会！

TCA

来添翼

3年级

TCA

刘晶然

3年级

实现了在日本工作的梦想！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更名）
CG&影像设计专业（3年级）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更名）
游戏背景&角色设计专业
（3年级）

HO JIA RUI

徐

马来西亚·毕业于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海外直接入学）

在学校生活中最开心的就是能和国籍、性格、文化都不同的人成为朋友，并和他们
交流学习。这些事也在我找工作时帮了我大忙。
“不要放弃梦想朝目标前进。决定
自己要走的路并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吧”是我想给大家的建议。

梓清

中国·毕业于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日本语学校

因为喜欢日本动画和游戏，能在日本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在OCA的作品
审查会等活动上，有机会直接获得专业设计师们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课程也都是由还在业界中活跃的专业人士来教授，能从他们身上直接学习，我认为
也是让我成长很重要的原因。

梦想成为传递“感动”的动画师！
大阪动画·配音＆电竞专门学校
动漫制作专业（2年級）

陈

少坤

录取公司 ：株式会社LIDENFILMS 东京工作室（职位 ：作画）

中国·毕业于修曼日本语学校

陈同学成功获得动画制作公司―株式会社LIDENFILMS东京工作室的职位。让他获得
录取的关键因素有三点。一、是从一年级时就有意识要开始制作自己的作品集。二、是彻
底进行企业分析。三、是循序渐进地和班导师讨论履历书的写法等。自己能先完成的事
采访照片
获得影像组第2名开心的合照
情就明确地订下期限，其他的事情再找老师讨论。在接受面试的14家企业当中，成功获得理想公司的内定。今后的目标是“制作自己原创的作品。
想成为能为更多人带来感动的动画师！”陈同学未来的发展令人期待！
检查收录结果

想在台湾以外的国家也获得成功
大阪糕点咖啡＆烹饪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更名）
厨师专业（2年级）

叶

承轩

台湾·毕业于国立新竹实验中学（海外直接入学）

录取公司 ：LA SUITE Co.,Ltd.（职位 ：厨师）

因为去澳洲的时发现当地的日本料理和日本本地的料理有很大不同而受到冲击。为了想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无形
在校内餐厅负责招待客人
毕业作品展
文化财产「日本料理」的魅力，我决定要到日本留学。
这2年在学校学习料理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为日本料理的魅力所吸引。因此决定毕业后也想要从事日本料理相关的工作，决定在日本就业。
我知道作为一名留学生要在日本就业是非常困难的事，1年级时就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联合企业说明会，在搜集企业资讯、就职活动上做了很多准备。也从学校负责就业辅导的
老师、留学生的负责老师得到很多建议和支持。终于成功在日本获得工作机会。今后也会为了实现梦想继续努力！

经验会造就自己的成长
东京动画·配音＆电竞专门学校
游戏&动画配音员专业
（2年级）

录取公司 ：YTJ(Youth Theatre Japan) / 株式会社ACROSS ENTERTAINMENT（职位 ：英语演技指导教师 / 配音·演员研究生）

ME CLARA KA YING
加拿大·毕业于ARC东京日本语学校

我当初是以成为配音员及舞台剧演员为目标而入学，收获到的不只有技巧以及成为专业人士所必备的知识，还有对自己自身的认识。在学校有各
种试镜、参加产学合作课题、体验专业的现场的机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虽然试镜失败时会觉得很不甘心、有时对自己失去自信，但想起当
初为何会选择进入这个业界决定、以及回想起站在舞台上、在麦克风前演戏时开心的时刻，就能重新振作起来。
我在这个学校学习到的一切经验都是促成我成长的源泉。
未来我会一边用英语教孩子们演戏，一面接受训练，继续朝成为一名配音员、演员的目标而努力！
采访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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