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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20日，于东京大仓酒店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滋庆COM电玩＆电竞展示会」。
滋庆学园COM集团中一共有9个姐妹校的学生参与了出展。
会上展出了各校在产学合作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优秀作品，并由学生进行发表，两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宾
客到场观展。
同时，在彻底实施预防新冠病毒传染的措施之下，本次活动以零感染划下完美的句点。

滋庆COM电玩＆电竞展示会

P.1
·电玩&电竞展示会

OCA大阪设计＆IT科技专门学校
电竞职业选手专业
（2年级）

·就业成果

P.2
·就业成果

杨 寰霖
台湾／大阪YMCA学院日本语学科毕业

P.3

全国姐妹校的电竞选手一同聚集到东京，参加了竞赛。
在团队竞技中，最关键的是沟通。个人技术固然重要，但要有良好
的团队合作才足以致胜。如有个人技术不足的地方，队友会协助弥
补。对外国人的我而言，语言的隔阂是最大的障碍。即使其他队员
大概能领会我发出的指示，然而在比赛时没能临机应变，精准快地传达指令地话，就会非常吃亏。
虽然从入学以来就积极开口对话，并学习相关专业用语，但仍有感到不足之处，因此还要持续努力。我的梦想是在学期间就
能进入职业电竞队伍，通过实习，毕业后能正式成为企业内专属队员参加比赛。
希望将来能发挥所长，成为日本电竞业界和国际接轨的桥梁。

·学校活动 ·企业课题
·滋庆国际交流COM主办的网上体验课程

团队合影

就业成果
减少外出的期间
成功获得企业内定！

实现了在综合牧场
工作的梦想！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角色设计专业
（3年级）

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动物园·动物饲育专业
（2年级）

梁 文约

梁 芷嫚

中国／东京湾岸日语学校毕业

中国
（香港）
／MANABI外语学院长野校毕业

就职公司 ：高昭牧场
（职位 ：牧场员工）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ESQUADRA
（职位 ：设计师）

１、来日本留学的契机是什么？
中学的时候因为喜欢看日本的电视剧和动漫从而对日本
文化产生了兴趣，一直想要来日本。
２、请分享获得企业采用的过程
今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家的时间比以往更多， 2019年东京电玩展上展出的TECH.C.角色形象设计
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来准备作品集。我反复进行了『参加在线说明会→申
请想要入职的企业→准备作品』的步骤。得到了申请企业的面试通知
后，我会预先调查企业信息，并整理自我介绍等内容，最后顺利获得了
企业的采用。
３、在TECH.C.的学校生活对你最有帮助的是什么？
在学校，同学们组成团队，从零开始制作游戏的课程中，我学习到了与
日本人队友进行沟通和推进工作的方法，帮助特别大。我觉得这些对留
学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４、将来的目标·抱负·梦想
我很喜欢ATLUS公司的游戏，将来如果有机会能参与ATLUS公司的
梁 文约
游戏制作的话，会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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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时候有骑马的经验，所以一直想
要从事和马有关的工作，我认为在大阪
ECO的学习能够帮助自己更接近自己
的梦想，所以申请入学了。2年级后，参
加了马匹研习讲座。我也参加了大阪的
骑马俱乐部，学习照顾马匹以及学习乘
骑技术。为了能够更深入了解马，掌握
和马交流的诀窍，我不仅在骑马俱乐部
练习，还到养老牧场、观光牧场、生产牧
场和培育牧场实习，积累经验。
这一次获得内定的高昭牧场是生产和
培育的综合牧场。我去牧场进行了2次
梁 芷嫚
研修，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马，觉得高
昭牧场是能够与马匹们建立信赖关系的牧场，所以进行了申请并获得内
定。将来，亲手培育出和人互相信赖的马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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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成果
We are帮我实现梦想！
不屈于新冠，喜获心仪企业的内定！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游戏背景＆角色设计专业（3年级）

制定计划努力实行、
成功在日本就职!!
OCA大阪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背景＆角色设计专业
（3年级）

金 採恩

朱镇鸿

韩国／东洋言语学院毕业

中国
（香港）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毕业

就职公司 ：株式会社TORISAN
（职位 ：3DCG设计师）

就职公司 ：G2 Studios株式会社
（职位 ：2D设计师）

金同学的作品

前些日子，收到了G2 Studios株式会社确定
录用的消息。
这是一家制作面向女性的游戏「IDOLish7」等
金 採恩
的游戏公司，
主要业务以手机游戏为主。
我参加了一日实习，觉得在这家企业工作的话，作为新员工也可以轻松
提出自己的意见，
能被赋予责任并且快乐工作的职场，
所以申请入职了。
在实习中，
透过解决前辈给出的问题，
学习到了在企业工作所必须的思考方法。
原先我就想在日本工作，但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导致我对就职颇感不
安。收到企业内定通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进入公司以后，我想争取
业绩优秀的新人才能获得的新人奖！与我关系很好的TCA的同学也同
期进入公司。
虽然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对手但是我会努力。
虽然2月的实习是直接到企业参加的，但是面试全部是线上进行，很不容
易。我觉得，在新冠疫情扩散的环境下能够获得公司的录用，对今后的社
会生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无惧失败进行挑战的
经验很有用！

我想要在日本的游戏·CG行业工作，
来日本之前已制定了自己的升学计划。
自学一年日语以后来到日本留学，在日本语言学校进行了半年左右的日
语学习，通过了OCA的入学考试。因为CG技
术是入学后才开始学习，况且课程不是只面对
留学生讲授，最初我以为用外语学习一门新课
程会非常艰辛。但是老师们很亲切耐心地和我
交流，给我细心的指导。多亏了老师们，3年间
我的日语能力和CG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因为对游戏、CG行业不了解，担心会对就职方
向感到迷茫，好在学校安排了企业说明会以及
面试练习等就职支援，使我逐渐有了信心，开
始参加就职活动。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我用事
实证明只要努力，留学生也可以在日本成功找
到心仪的工作。
朱镇鸿

出版第一本漫画书，
在中国的双亲也为我欣喜！

大阪婚庆＆饭店·IR专门学校
酒店专业（3年级）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漫画专业
（3年级）

杨 汉达

顾 航鸣

马来西亚／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毕业

中国／国书日本语学校 小豆泽校毕业

就职公司 ：四季酒店京都
（职位 ：酒店人员）

四季酒店的总经理来到学校，让我有机会听讲了酒店的理
杨 汉达
念，并对MIT（Manager In Training) 项目产生很大的兴
趣。本来已经商量让我到酒店进行实习了，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没能前往，正感到遗憾的时候获
得了内定通知，学校老师们的大力帮助不可或缺。
当初从马来西亚来日本之后，有一段时期一直困扰习惯不了日
本的生活，跟不上课程，日语不好等问题。但是通过在三重县贤
岛的度假村酒店入住打工，让我逐渐习惯了日语和日本生活，从
而产生了自信，对留学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了。为了能在各种酒
店实践学习和拓展视野，我又去酒店和USJ等积累了打工经验。
除此以外，学校的老师也很支持我，通过累积的经验和掌握的知
识在日本成功就职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不
要惧怕失败，坚信前进的话就能开拓新道路。
实践课程

顾同学以轻小说內容创作的漫画作品「八
大种族的最弱血统者」被书籍化出版了！
前年在「金蛋展」上由出版社邀约，挑战了
以轻小说內容进行漫画创作的课题，而后
成功合格！同年9月进行了构图和人物角
色的设计，于去年初完成了第一篇。至9月
收拿自己作品的顾同学
时终于完成了第一冊作品。
入学时完全沒有想过自己居然于在学中就能出版作品。
阅读轻小说的原作，以及将文章进行构图处理的过程非常辛苦，在截稿日
之前也有熬夜赶工的时期，但创作的全过程都很快乐，在截稿日当天完稿
时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初版发行的当天，我立刻将好消息传达给父母，父
母都非常地替我开心。
单行本封面右侧所刊登的自我介绍照片，是我原创的狐狸角色Felly。在
作品里有时会出现在人群当中，
请大家找找看喔！

凭借磨练出来的多种技能赢得了工作机会！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CG设计师专业 研究科

宋 广达
中国／MANABI外语日本语学校东京校毕业

就职公司 ：KOEI TECMO HOLDINGS CO.,LTD.（职位 ：3DCG设计师）

我得到了游戏公司KOEI TECMO HOLDINGS CO.,LTD.的录取！因为一心想要在这间制作出我喜欢的游戏的公司工作，
我投了简历。其中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三国无双。面试时，很注意自己的表达，越大的公司面试的时间会越短，需要在短时间內完
整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能用日文流畅表达自己的感受，面试前进行了无数次的练习。
对CG设计师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电脑技能，还需有美感。在中国大学的美术专业4年间，学习了动画制作，插班进入TCA学习
漫画，这些年累积的经验此刻发挥了作用。只会CG或只会美术的人很多，但两者都会的人很少，这是我想要展示的自身亮点。
今年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内定仪式，我十分期待能尽早进入公司工作。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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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广达同学

宋同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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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
在憧憬的动画制作公司进行
企业研修

川崎万圣节2020
东京演员·电影&放送专门学校
美术·设计专业
（2年级）

东京动画·配音＆电竞专门学校
动画制作专业（2年级）

郑延

CHIMI DEKAR

中国／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毕业

不丹／东京学社毕业

培训目的地 ：株式会社STUDIO4℃（职位 ：图象渲染师）

川崎万圣节是每年10月在神奈川县川崎市举行的日本最
大规模的万圣节活动。今年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无法像
往年一样举行变装游行，改为征集变装视频的网上活动。郑
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灵活运用课堂学到的特殊化妆、特
与协助摄影的同学合照
殊造型的技术，制作了万
圣节的服装。请了朋友协助做摄影的模特和摄像师。当天
为模特进行化妆，拍摄了精彩的视频。郑同学说 ：
“从服装
制作到化妆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完成，非常不容易。设计和
颜色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还请老师做了不少指点，得益
颇丰。拍摄的时候得到前辈和朋友的多方协助，非常开心。
把完成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后反响热烈，让我更有自
信了！”万圣节当天公布了得奖名单，从为数众多的参选
视频中郑同学的作品获选，被授予「舞蹈表演奖」。我们今
后也很期待她的活跃。
为模特化妆

通过就职中心老师的介绍，我进行了主要为图象渲染
去动物园
工作的研修。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动画电影『烟囱
之城』的背景。在学校虽然学习了MAYA软件的
知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做起来却不一样，感觉又
难又困惑。但是工作现场的各位前辈用简单易
懂的日语为我说明，我也渐渐上手了。学到了很
多新知识，得益良多。监督对我说「谢谢你」的时
候，我非常高兴，也自信了许多。12/25日，参与
制作的电影上映了。
今后，
我也会保留这份感激，
在动画业界累积各种
经验，
为了能够做出打动观众的作品而努力。
工作中

TSM涩谷创作歌手专业的金知汰同学举办了线上现场演奏会！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
创作歌手专业
（2年级）

金 知汰
韩国／东京环球日本语学校毕业

目前就读于TSM涩谷创作歌手专业2年级的金知汰同学，
参加了由学生音乐团体
「soL」
所企划和运营
的网上音乐活动Super Orange Live。Super Orange Live是以「给世界带入橘色」为概念，为
专业的艺术家举行的直播现场表演的网上活动。
这次金同学的表演是在TSM涩谷第一校舍的地下演播厅举行，无观众的现场直播，但在金同学和
乐团成员的表演以及充满幽默的对话所带动下气氛热烈，圆满结束。
随着线上直播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扩散，让艺术家的表演舞台能够向世界展开。今后期
望包括金同学在内的留学生们，将来都能够活跃于世界的舞台！

金同学的现场演奏宣传单页

金 知汰同学剪影

滋庆国际交流COM主办的
网上体验课程

企业课题
在企业课题中获得最优秀奖！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平面设计专攻
（1年级）

BIKBAEV AMAL
俄罗斯／东京银星日本语学校毕业

课题内容是为熏制杂果仁「TOKYO RAINBOW
NUTS」设计外包装，这个课题是由株式会社日本
颁奖仪式
金属软管所提供的。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一次品尝多种不同风味的熏制杂果
仁，我们设计在包装里放入了坚果风味的介绍卡片。另
外，也考量到要成为受欢迎的日本伴手礼，包装的配色以
日本国旗为概念进行设计，从消费者的视角进行创作的
过程非常愉快。
因为最后向企业进行发表时需要使用日语，虽然事先练
习了很多次讲稿，当日还是非常地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得
奖的设计作品，真的很感动，接下来还会继续努力争取获
得更多奖项。」
获奖作品和奖状

为海外学生举行了网上体验课程
从10月起各校都开始受理一般入学申请。有许多在
海外的学生希望能够参观学校和参加体验课程，但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散的关系，同学们沒有办法从
海外前来日本。因此滋庆国际交流COM以海外学
生为对象，举办了网上体验课程。
从8月以来，为韩国、台湾、中国、马来西亚的同学们
举办了配音体验、角色设计体验课程。为了让同学
白川先生在教授动漫角色的画法。
们了解将来希望就读的专业，老师们热心地向同学
说明专业內容以及业界状况。并且由留学生前辈们协助翻译，让日语的初学者也能体
验有趣的课程内容。
参加体验课的同学们好评
如潮，比如说---用上老师
教授的诀窍一下子水平就
飞跃提高了！老师们都很
厉害，师从专业的老师学
习的满足感不同凡响！
图为使用ZOOM进行角色设计体验课。
图为在为韩国的学生做线上体验课。

滋慶国際交流 COM

OCA的毕业生在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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