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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台湾EXPRESS～」

毕业生大放异彩！
在日本、台湾共同制作,同步播出的电视剧
「路～台湾EXPRESS～」中担任音效制作人！
放送艺术学院专门学校
电影电视剧制作专业（2018年3月毕业）

吴 姗桦
台湾·修曼日本语学校 大阪校毕业

就职公司 ：极东电视台 台湾分公司「极东娱乐制作有限公司」
（职位 ：电影·影像制作人）

P.2

放送艺术学院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吴姗桦同学，作为音效制作人参加了日本、台湾共
同制作的电视连续剧『路～台湾EXPRESS～』的制作，节目于2020年5月16日，23
P.3～4
日，30日在日本、台湾同步播出。
·毕业典礼
『路』改编自吉田修一的杰作小说，以台湾高铁建造项目的轨迹描写出日本人和台湾
人之间温暖的心的羁绊。是由NHK和台湾的公共电视台·PTS共同制作拍摄成的电视连续剧。
P.5
以过去被称为“美丽岛”的
·2020年滋庆学园COM集团
台湾风景和充满活力的街
线上入学典礼
道为背景，深刻描写日本
人和台湾人心中跨越国境
和时间的交流。为做出好作品而反复推敲的台日双方的制作人员，也随着拍戏进度
逐渐迈向尾声，和剧中一样超越国境渐渐团结一心。不禁感慨这是否为曾有日本留
学经验的吴同学带来只有她能感受到的感
动呢？
吴同学还在留学时，就作为实习生参加了
福山雅治主演的中国电影「追捕」的制作，
累积了现场经验。文静的性格让人想不到
她对影像制作工作的高度坚持和超强意志
力。
极东娱乐制作有限公司曾制作过日本的热
门综艺「Complicated SUMMERS 2」、
「有吉研究会」、
「 直到世界尽头ITTEQ」等
节目，另外也负责日本电视节目外景取景、
布景搭建等工作。吴同学能在最喜欢的电
影制作业界中，运用在日本培养出的技术
和日语能力工作。只是想到她未来会如何
发光发热成为日台之间的桥樑，不禁都替
她感到兴奋。

·就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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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成果
成功入职CM编辑的公司

被最喜欢的面包围绕

东京演员·电影＆放送专门学校

名古屋咖啡·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科专业（2020年3月毕业）

（2021年4月起，由原校名『东京电影·演员＆放送艺术专门学校』更名）

影像编辑专业（2020年3月毕业）

THIHA AUNG

LE LONG HANH

缅甸·自修学馆日本语学校毕业

越南·名古屋SKY日本语学校毕业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digital egg（职位 ：CM编辑）

我被CM编辑的公司录用了。
4月起进公司，为了能早日在制作技术部里担任后期
编辑的工作而努力。我顺利在日本成功就职都要多
亏了学校的老师和职员们。在学校时，不仅学习影像
编辑的专业课程，还和朋友一起外出摄影，并且积极
参加摄影师讲师的摄影课。
今后将会在日本累积影像编辑的工作经验，为下一
个目标 ー 活跃在好莱坞！而努力。

在学校参加联合企业说明会时
奔走于各企业专席

THIHA同学在拍摄自己企画·监督·
编辑的作品时的情景

为完成学校课题外出摄影的情景

就职公司 ：
（株）ART BREAD BAKERY PICASSO（职位 ：烘培师）

■选择这家企业的理由
去参加新品面包试吃会和新品面包竞赛的时候，工作人员
一直亲切地接待我，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面包当然很好
吃，而员工们之间融洽的氛围似乎也感染了客人们，因此我
印象深刻并志向入职。
■实际开始工作之后
有很多必须要记住、要做
的 事 情 ，相 当 不 容 易 。但
在正式进公司之前我曾
经在店里打了6个月工，
已经记住了面包的种类，
有自信能对其他工作也
尽快习惯。
■今后的目标·热情·
梦想
我的目标是 ：4年后，在累
积足够的经验之后，把自
己创作的面包陈列在店
头出售！我会为此目标
努力！

入职酒店，在日本实现了梦想！

LE LONG HANH同学

上课学习面包制造的知识

成为厨师的梦想实现了！

福冈婚庆＆酒店·IR专门学校
酒店专业（2020年3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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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毕业）

GHALE SANDIP KUMAR

谢 百钧

尼泊尔·国际动画专门学校毕业

台湾·修曼日本语学校佐贺校毕业

就职公司 ：福冈海鹰希尔顿酒店（职位 ：酒店职员）

就职公司 ：希尔顿冲绳濑底度假村（职位 ：厨师）

KUMAR同学因为想学习日本的酒店
服务而来到这个学校学习。他性格非常
开朗，不仅与留学生同学友好交往，和
日本人同学也相处融洽，他说“学生生
活非常快乐”。2年中，他认真地上课和
实习，掌握了最佳的待客服务之道。很
早就得到了大型酒店「福冈海鹰希尔顿
酒店」的内定。KUMAR同学充满干劲
地说 ：
“能得到大型酒店的内定真的很
高兴。从今以后会作为酒店职员为客人
服务。”期望他的接客服务能感动来访
酒店的客人们。另外，与他关系友好的
留学生朋友也被东京君悦酒店录用，这
也是两个人在留学生活中互相切磋磨
练的成果。

我为了成为日式料理人而决意
来日本留学。求学期间不仅学
习了日式料理，还掌握了西餐
以及其他多种流派的烹饪技
术。
另外，在「企业课题」中我和企
业职员一起进行了商品开发，
结合目前所学内容，开发了自
己的原创料理菜单，并且被采
用在店里销售了。此次得到了
知名企业的录用，达成夙愿，接
下来也会以料理人身份在日本
继续努力。将来的目标是回去
台湾开设自己的餐厅。

◀GHALE SANDIP KUMAR同学

实现大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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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毕业证书授予仪式！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背景·项目设计专业（2020年3月毕业）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舞台制作专业（2020年3月毕业）

廖 姿翔

汪 之涵

台湾·日本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

中国·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毕业（海外直接入学）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MOSS
（职位 ：设计师）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综合舞台（职位 ：舞台监督）
廖姿翔同学

由于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2019年度的毕业典礼以完全不同于往年的形式举行，
是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在发生全世界都罕见的大事件时，这场毕业典礼让人难以忘
怀。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TECH.C在校内对各专业的学生分别进行了毕业证书授予仪式。
虽然规定只能少数人出席并全员需佩戴口罩，但毕业生们眼中仍然溢满喜悦。
台湾的廖姿翔同学说“在这样艰难的时期，能为我们准备这么好的毕业证书授予仪式，
真的很开心。我现在正在公司的研修期，多亏了双选修课程让我可以学习自己专业外
的知识，对就业相当有帮助。再次感受到能把喜欢的事变成工作真是太好了。”对毕业
生来说，毕业典礼不仅是在校的最后一课，也是人生新的开始。从此以后，期待同学们
能活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和技术，成为活跃在全世界的人才！

班级集体照

和班主任的合照

汪之涵同学

3月11日（周三）举行了2019年度的毕业证书授予仪式。
作为在校最后一堂课的毕业证书授予仪式，虽然不同于往年，改为在校内举行，但校长
和班主任老师向每个学生逐个授予毕业证书，TSM合唱团的表演，给毕业典礼划下了
让人非常感动的句点。
舞台制作专业毕业的汪同学说“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日本的舞台和音乐剧，因想在日
本的舞台业界工作而决定来留学。为了不留下后悔和遗憾，从一年级开始和同学在多
项实习中挑战自己，累积了很好的经验。”毕业后，预定在制作大型主题乐园秀的株式
会社综合舞台就职，担任舞台监督职位。

在校门口和同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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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对抗新冠！举行小型毕业证书授予典礼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创作歌手专业（2020年3月毕业）

王 鉉翔
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毕业（海外直接入学）

关西地区在3月5日（周四）举办了毕业典礼。今年共有来自9个国家73位的留学生毕业了。往年都会在大阪国际会议厅盛大举办的
毕业典礼，今年为了预防冠状病毒感染扩散，改为只有毕业生及老师们能出席的小规模毕业证书授予典礼。家长们也利用网路在线
看到孩子们穿着正式礼服出席典礼的样子。王同学说“一个人一个人从老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画面，是我在学校最后的活动中，最

正在领取证书的王铉翔同学

深刻的印象。典礼之后学生们的献唱，让
不少老师感动流泪，不论是老师或学生的
心意都传达给彼此了。4月开始即将展开
新生活的王同学说“我会发挥在滋庆学园
的所学继续努力！”

OSM毕业典礼的阶梯前

典礼后手持毕业证书的样子

典礼开始之前

难忘的毕业典礼
东京演员·电影＆放送专门学校（2021年4月起，由原校名『东京电影·演员＆放送艺术专门学校』更名）
男演员·女演员专业（2020年3月毕业）

林 禹寒
台湾·ISI日本语学校毕业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ADVANCE PROMOTION（职位 ：演员·配音员）

时光如箭般飞逝的3年。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在学校与同学、老师们的相遇相识，是我一生的无价之宝。
今年的毕业典礼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影响，无法在大型会场中举行，父母亲没能
出席典礼、也无法举办谢师宴，这点颇为遗憾。但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中，学校依
然设法准备了只属于我们这一届的独特的毕业典礼舞台。大家在庄重却又自由
不拘的气氛下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营造出温暖的时间和空间，是一场令人难忘
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我将进入演员（配音员）事务所，我要在日本成为全方面的艺人，创作
出许多有趣的作品，将笑容传递给大家。
礼毕后，与从台湾赶来的父母见面

典礼当天学校的入口处

毕业典礼
名古屋咖啡·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专业（2020年3月毕业）

LE LONG HANH
越南·名古屋SKY日本语学校毕业

厨师专业（2020年3月毕业）

LU THAI ANH
越南·I.C.NAGOYA毕业

厨师专业（2020年3月毕业）

JEONG WONYONG
韩国·前进外国语学院毕业

3月14日（周六）在学校内举办了毕业典礼。今年有分别来自2个国家的3名留学生毕业了。其中
有2名会在日本工作，另1位将回到母国的日式料理餐厅展开厨师的职业生涯。非常高兴他回到
家乡也可以从事和日本相关的工作。发挥学校所学，在未来发光发热！祝大家鹏程万里！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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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滋庆学园COM集团线上入学典礼
因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各校入学典礼改为线上直播

非常特别的入学典礼

2020年度关西地区
线上入学典礼

东京动画·配音＆电竞专门学校
动画配音员专业（1年级）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赵 玟瑞
韩国·薬泗高中毕业（海外直接入学）

在看到入学典礼的直播影像时，我很开心终于入学自
己喜欢的学校，并决定接下来要全心努力成为一名能
让老师感到骄傲的学生！
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很想就读的学校，接下
来我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了成为行业中的专业人
才而努力，心中满是紧张与兴奋！
我会遵循荣誉校长的话，真诚地与朋友和老师交往和
沟通。我将来的目标是成为连结日韩两国动画业界桥
梁的配音员，制作出很多日韩两国合作的作品！

毕业生代表高同学

赵玟瑞同学

4月16日（周四），在线上举办了关西地区的入学典礼。本年度共有来自14个国家、87
名留学生入学。为了防范冠状病毒感染扩散，今年的入学典礼在线上直播进行。在
OSM的入学典礼上，由来自中国的毕业生高同学作为代表，发表了他在学期间参与的
企业课题制作「剧伴」的心路历程。所谓的剧伴，是指电影或电视剧、戏剧、动画中除了
主题曲以外的伴奏音乐。高同学接到IAS(国际艺术家支援协会)、MEDIA PULPO的
企业课题，在3周的限期内完成了高品质的作品，和导演也建立起强韧的信赖关系，获
得高度评价。当听到他信心满怀地说“将来想成为不仅仅是在日本，而是要活跃于亚
洲各国、世界各地的作曲家！”时，我也不由倍觉振奋！
为了防止冠状病毒疫情扩散，有很多因为出入境限制而无法来日本的新生，也在海外
一起参加了线上入学典礼。虽然心怀不安，让我们一起度过段困难时期吧！很期待能
早日在学校见到每一位新生，一起经历、一起成长。再次祝贺一声 ：欢迎入学！

在线上举办2020年入学典礼

TCA入学典礼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漫画插图专业（1年级）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 涩谷
东京舞蹈&表演专门学校

过去每一年滋庆COM集团关东地区的入学典礼，都是将娱乐、设计、动物、电脑科技
领域的各姐妹校集合在一起盛大举办。今年考虑到新生的安全，改为在各校内的表演
会场以线上直播形式进行！学生们各自从家中利用网路参加，虽然有很多不习惯和担
忧之处，所幸在新生们彼此互相协助之下顺利结束了典礼。
典礼中也播放著名教育顾问的祝词、以及实现梦想在业界中活跃的前辈们的鼓励祝语
的录像，是一场温馨难忘的典礼。
来自世界各地、想在日本的娱乐圈中发光发热的
留学生们，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们的梦想！欢迎你
们入学！
学生生活转眼即逝，一起用全力留下精彩的回忆
吧！

Delta Darwin
印尼·日本东京国际学院毕业
Delta Darwin同学
4月13日（周一），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举办了线上入学
典礼，今年520名的新生当中共有163名是留学生。以往的入学典礼都是在大型会场
中举办，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而改为线上直播。关于这次的入学典礼我们访
问了Delta同学。
“老实说要参加会场的入学典礼，我有点紧张，改为线上直播就放松多了。而且通知也
十分迅速。很开心能够在线上看到老师、前辈们的作品。我想学习掌握新的技术和知
识，成为能影响世人的设计师。”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请努力和大家一起实现梦想吧！

2020年度 名古屋ECO入学典礼

新生采访！
在札幌朝着梦想迈出第一步！
札幌音乐&舞蹈·放送专门学校

名古屋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犬类生活支援专业（1年级）

（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札幌放送艺术&音乐·舞蹈专门学校更名）

演员专业（1年级）

何 蕴庭

苏 笠桀

台湾·ECC日本语学院 名古屋校毕业

中国·札幌国际日本语学院毕业

4月14日（周二）在名古屋ECO动物海洋专门学
校举办了入学典礼。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影
响而改为让新生从自己家中出席线上直播的形
式。在入学典礼上荣誉教育顾问、荣誉校长和毕
业生们发表了入学祝词和演说。
梦想成型
今年入学犬类生活支援专攻的何同学，从小就
很喜欢狗。在她发现有些宠物因为学不会规矩而被饲主弃养的悲惨状况后大感心痛，
便决定要到名古屋ECO学习如何训练宠物们学会生活规矩。她未来的梦想是在台湾
开店，通过帮助饲主们解决训练宠物的烦恼，让幸福的宠物越来越多。日本的留学生活
虽然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希望所有的磨练都能化为动力，为实现梦想好好加油吧！

笠桀同学▶

札幌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2021年4月起，预定由原校名札幌动画·配音专门学校更名）

插画&漫画专业（1年级）

张 子菡
中国·国际学园IAY日语学科毕业

子菡同学▶

今年4月9日（周四）的入学典礼因为改为在线上直播的缘故，新生说明会变成了新生
们第一次到校的日子。苏同学说“我想要磨练演技，将来站上2.5次元音乐剧的舞台。
我喜欢日本,还想结交很多朋友一起努力。”张同学说“在众多喜欢的日本漫画作品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名侦探柯南。为了将来想要成为像青山刚昌先生那样的漫画家，这2
年会认真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漫画家。”听了两人充满抱负的发言，期待他们将来
活跃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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