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AUG

滋慶学園

COM

TODAY

留学生

CAMPUS REPORT

滋慶国際交流COM
VOL.27
INDEX
P.1

·「路～台灣EXPRESS～」

畢業生大放異彩！
在日本、台灣共同製作,同步播出的電視劇
「路～台灣EXPRESS～」中擔任音效製作人！
放送藝術學院專門學校
電影電視劇製作專攻（2018年3月畢業）

吳 姍樺
台灣·修曼日本語學校 大阪校畢業

就職公司 ：極東電視台 台灣分公司「極東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職位 ：電影·影像製作人）

P.2

放送藝術學院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吳姍樺同學，作為音效製作人參加了日本、台灣共
同製作的電視連續劇『路～台灣EXPRESS～』的製作，節目於2020年5月16日，23
P.3～4
日，30日在日本、台灣同步播出。
·畢業典禮
『路』改編自吉田修一的傑作小說，以台灣高鐵建造計劃的軌跡描寫出日本人和台灣
人之間溫暖的心的羈絆。是由NHK和台灣公共電視台·PTS共同製作拍攝成的電視連續劇。
P.5
以過去被稱為“美麗島”的
·2020年滋慶學園COM集團
台灣風景和充滿活力的街
線上入學典禮
道為背景，深刻描寫日本
人和台灣人心中跨越國境
和時間的交流。為做出好作品而反覆推敲的台日雙方的製作人員，也隨著拍戲進度
逐漸邁向尾聲，和劇中一樣超越國境漸漸團結一心。不禁感慨這是否為曾有日本留
學經驗的吳同學帶來只有她能感受到的感
動呢？
吳同學還在留學時，就作為實習生參加了
福山雅治主演的中國電影「追捕」的製作，
累積了現場經驗。文靜的性格讓人想不到
她對影像製作工作的高度堅持和超強意志
力。
極東娛樂製作有限公司曾製作過日本的熱
門綜藝「Complicated SUMMERS 2」、
「有吉研究會」、
「 直到世界盡頭ITTEQ」等
節目，另外也負責日本電視節目外景取景、
佈景搭建等工作。吳同學能在最喜歡的電
影製作業界中，運用在日本培養出的技術
和日語能力工作。只是想到她未來會如何
發光發熱成為日台之間的橋樑，不禁都替
她感到興奮。

·就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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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成果
成功入職CM編輯的公司

被最喜歡的麵包圍繞

東京演員·電影＆放送專門學校

名古屋咖啡·糕點＆烹飪專門學校
糕點·麵包科專攻（2020年3月畢業）

（2021年4月起，由原校名東京電影·演員＆放送藝術專門學校更名）

影像編輯專攻（2020年3月畢業）

THIHA AUNG

LE LONG HANH

緬甸·自修學館日本語學校畢業

越南·名古屋SKY日本語學校畢業

就職公司 ：株式會社digital egg（職位 ：CM編輯）

我被CM編輯的公司錄用了。
4月起進公司，為了能早日在製作技術部裡擔任後期
編輯的工作而努力。我順利在日本成功就職都要多
虧了學校的老師和職員們。在學校時，不僅學習影像
編輯的專業課程，還和朋友一起外出攝影，並且積極
參加由專業攝影師所教授的攝影課。
今後將會在日本累積影像編輯的工作經驗，為下一
個目標ー活躍在好萊塢！而努力。

在學校參加聯合企業說明會時
奔走於各企業攤位

THIHA同學在拍攝他企畫·監督·
編輯的作品時的情景

為完成學校課題外出攝影的情景

就職公司 ：
（株）ART BREAD BAKERY PICASSO（職位 ：烘培師）

■選擇這家企業的理由
去參加新品麵包試吃會和新品麵包競賽的時候，工作人員
一直親切地接待我，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麵包當然很好
吃，而員工們之間融洽的氛圍似乎也感染了客人們，因此我
印象深刻並決定要在這裡工作。
■實際開始工作之後
有很多必須要記住、要做
的 事 情 ，相 當 不 容 易 。但
在正式進公司之前我曾
經在店裏打了6個月的
工，已經記住了麵包的種
類，有自信能對其他工作
也儘快熟悉。
■今後的目標·熱情·
夢想
我 的 目 標 是 ：4 年 後 ，在
累積足夠的經驗之後，把
自己創作的麵包陳列在
店面出售！我會為此目
標努力！

入職飯店，在日本實現了夢想！

LE LONG HANH同學

上課學習麵包製造的知識

成為廚師的夢想實現了！

福岡婚慶&飯店·IR專門學校
飯店專攻（2020年3月畢業）

福岡糕點咖啡＆烹飪專門學校
（2021年4月起，預定由原校名「福岡糕點烹飪專門學校」更名）

廚師專攻（2020年3月畢業）

GHALE SANDIP KUMAR

謝 百鈞

尼泊爾·國際動畫專門學校畢業

台灣·修曼日本語學校佐賀校畢業

就職公司 ：福岡海鷹希爾頓飯店（職位 ：飯店人員）

就職公司 ：希爾頓沖繩瀨底度假村（職位 ：廚師）

KUMAR同學因為想學習日本的飯店服務而來到這個學校學習。他性格非常開朗，不
僅與留學生友好交往，和日本人同學也
相處融洽，他說“學生生活非常快樂”。
2年來，他認真地上課和實習，掌握了
最佳的待客服務之道。很早就得到了大
型飯店「福岡海鷹希爾頓飯店」的內定。
KUMAR同學有幹勁地說 ：
“能得到大
型飯店的內定真的很高興。從今以後會
作為飯店人員為客人服務。”期望他的
接客服務能感動很多來訪飯店的客人
們。另外，與他關係友好的留學生朋友
也被東京君悅酒店錄用，這是兩個人在
留學生活中互相切磋磨練的成果。

我為了成為和食料理人而決意
來日本留學。求學期間不僅學
習了日式料理，還掌握了西餐
以及其他多種流派的烹飪技
術。
另外，在「企業課題」中我和企
業職員一起進行了商品開發，
結合目前所學內容，開發了自
己的原創料理菜單，並且被採
用在店裏銷售了。此次得到了
知名企業的錄用，達成夙願，接
下來也會以料理人身份在日本
繼續努力。將來的目標是回去
台灣開設自己的餐廳。

◀GHALE SANDIP KUMAR同學

實現大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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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

畢業證書授予儀式！

東京設計科技專門學校
背景·項目設計專攻（2020年3月畢業）

東京音樂＆舞蹈專門學校
舞臺製作專攻（2020年3月畢業）

廖 姿翔

汪 之涵

台灣·日本外國語專門學校畢業

中國·集美大學誠毅學院（海外直接入學）畢業

就職公司 ：株式會社MOSS
（職位 ：設計師）

就職公司 ：株式會社綜合舞臺（職位 ：舞臺監督）
廖姿翔同學

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2019年度的畢業典禮以完全不同於往年的形式舉行，
是一場特別的畢業典禮。在發生全世界都罕見的大事件時，這場畢業典禮讓人難以忘
懷。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TECH.C在校內對各專攻的學生分別進行了畢業證書授予儀式。
雖然規定只能少數人出席並全員需佩戴口罩，但畢業生眼中仍然溢滿喜悅。
台灣的廖姿翔同學說“在這樣艱難的時期，能為我們準備這麼好的畢業證書授予儀式，
真的很開心。我現在正在公司的研修期，多虧了雙主修課程讓我可以學習自己專業外
的知識，對就業相當有幫助。再次感受到能把喜歡的事變成工作真是太好了。”對畢業
生來說，畢業典禮不僅是在校的最後一課，也是人生新的開始。從此以後，期待同學們
能活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術，成為活躍在全世界的人才！

班級集體照

班主任和老師的合照

汪之涵同學

3月11日（周三）舉行了2019年度的畢業證書授予儀式。
作為在校最後一堂課的畢業證書授予儀式，雖然不同於往年，改為在校內舉行，但校長
和班主任老師向每個學生逐個授予畢業證書，TSM合唱團的表演，給畢業典禮畫下了
讓人非常感動的句點。
舞臺製作專攻畢業的汪同學說“很久以前就開始就喜歡日本的舞臺和音樂劇，因想在
日本的舞臺業界工作而決定來留學。為了不留下後悔和遺憾，從一年級開始和同學在
多項實習中挑戰自己，累積了很好的經驗。”畢業後，預定在製作大型主題樂園秀的株
式會社綜合舞臺就職，擔任舞臺監督職位。

在校門口和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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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對抗肺炎！舉行小型畢業證書授予典禮
大阪音樂專門學校
創作歌手專攻（2020年3月畢業）

王 鉉翔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海外直接入學）

關西地區在3月5日（周四）舉辦了畢業典禮。今年共有來自9個國家73位的留學生畢業了。往年都會在大阪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辦的
畢業典禮，今年為了預防冠狀病毒感染擴散，改為只有畢業生及老師們能出席的小規模畢業證書授予典禮。家長們也利用網路線上
看到孩子們穿著正式服裝出席典禮的樣子。王同學說“一個人一個人從老師手中接過畢業證書的畫面，是我在學校最後的活動中，最

正在領取證書的王鉉翔同學

深刻的印象。典禮之後學生們的獻唱，讓
不少老師感動流淚，不論是老師或學生的
心意都傳達給彼此了。4月開始即將展開
新生活的我，會發揮在滋慶學園的所學繼
續努力！

OSM畢業典禮的階梯前

典禮結束後拿著畢業證書的樣子

畢業典禮開始之前

難忘的畢業典禮
東京演員·電影＆放送專門學校（2021年4月起，由原校名『東京電影·演員＆放送藝術專門學校』更名）
男演員·女演員專攻（2020年3月畢業）

林 禹寒
台灣·ISI日本語學校畢業

就職公司 ：株式會社ADVANCE PROMOTION（職位 ：演員·配音員）

時光如箭般飛逝的3年。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的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時光。
在學校與同學、老師們的相遇相識，是我一生的無價之寶。
今年的畢業典禮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無法在大型會場中舉行，父母親沒能
出席典禮、也無法舉辦謝師宴，這點頗為遺憾。但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學校依
然設法準備了只屬於我們這一屆的獨特的畢業典禮舞臺。大家在莊重卻又自由
不拘的氣氛下一起歡笑、一起流淚，營造出溫暖的時間和空間，是一場令人難忘
的畢業典禮。
畢業之後，我將進入演員（配音員）事務所，我要在日本成為全方面的藝人，創作
出許多有趣的作品，將笑容傳遞給大家。
禮畢後，與從台灣趕來的父母見面

典禮當天學校的入口處

畢業典禮
名古屋咖啡·糕點＆烹飪專門學校
糕點·麵包專攻（2020年3月畢業）

LE LONG HANH
越南·名古屋ＳＫＹ日本語學校畢業

廚師專攻（2020年3月畢業）

LU THAI ANH
越南·I.C.NAGOYA畢業

廚師專攻（2020年3月畢業）

JEONG WONYONG
韓國·前進外國語學院畢業

3月14日（周六）在學校內舉辦了畢業典禮。今年有分別來自2個國家的3名留學生畢業了。其中
有2名會在日本工作，另1位將回到母國的日式料理餐廳展開廚師的職業生涯。非常高興他回到
家鄉也可以從事和日本相關的工作。發揮學校所學，在未來發光發熱！祝大家鵬程萬里！
滋慶国際交流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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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滋慶學園COM集團線上入學典禮
因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各校入學典禮改爲線上直播

非常特別的入學典禮

2020年度關西地區
線上入學典禮

東京動畫·配音＆電競專門學校
動畫配音員專攻（1年級）

大阪音樂專門學校

趙 玟瑞
韓國·藥泗高中畢業（海外直接入學）

畢業生代表高同學

在看到入學典禮的直播影像時，我很開心終於入學自
己喜歡的學校，並決定接下來要全心努力成為一名能
讓老師感到驕傲的學生！
因為這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很想就讀的學校，接下
來我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為了成為行業中的專業人
才而努力，心中滿是緊張與興奮！
我會遵循榮譽校長的話，真誠地與朋友和老師交往和
溝通。我將來的目標是成為連結日韓兩國動畫業界橋
梁的配音員，製作出很多日韓兩國合作的作品！

趙玟瑞同學

4月16日（周四），在線上舉辦了關西地區的入學典禮。本年度共有來自14個國家、87
名的留學生入學。為了防範冠狀病毒感染擴散，今年的入學典禮在線上直播進行。在
OSM的入學典禮上，由來自中國的畢業生高同學作為代表，發表了他在學期間參與的
企業課題製作「劇伴」的心路歷程。所謂的劇伴，是指電影或電視劇、戲劇、動畫中除了
主題曲以外的伴奏音樂。高同學接到IAS(國際藝術家支援協會)、MEDIA PULPO的
企業課題，在3週的限期內完成了高品質的作品，和導演也建立起強韌的信賴關係，獲
得高度評價。當聽到他信心滿懷地說“將來想成為不僅僅是在日本，而是要活躍於亞
洲各國、世界各地的作曲家！”時，我也不由倍覺振奮！
為了防止冠狀病毒疫情擴散，有很多因為出入境限制而無法來日本的新生，也在海外
一起參加了線上入學典禮。雖然心懷不安，讓我們一起度過段困難時期吧！很期待能
早日在學校見到每一位新生，一起經歷、一起成長。再次祝賀一聲 ：歡迎入學！

在線上舉辦2020年入學典禮

TCA入學典禮
東京交流藝術專門學校
漫畫插圖專攻（1年級）

東京音樂專門學校 澀谷
東京舞蹈&表演專門學校

過去每一年滋慶COM集團關東地區的入學典禮，都是將娛樂、設計、動物、電腦科技
領域的各姐妹校集合在一起盛大舉辦。今年考慮到新生的安全，改為在各校內的表演
會場以線上直播形式進行！學生們各自從家中利用網路參加，雖然有很多不習慣和擔
憂之處，所幸在新生們彼此互相協助之下順利結束了典禮。
典禮中也播放著名教育顧問的祝詞、以及實現夢想在業界中活躍的前輩們的鼓勵影
片，是一場溫馨難忘的典禮。
來自世界各地、想在日本的娛樂圈中發光發熱的
留學生們，我們會永遠支持你們的夢想！歡迎你
們入學！

Delta Darwin
印尼·日本東京國際學院畢業
Delta Darwin同學
4月13日（周一），東京交流藝術專門學校舉辦了線上入學
典禮，今年520名的新生當中共有163名是留學生。以往的入學典禮都是在大型會場
中舉辦，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而改為線上直播。關於這次的入學典禮我們訪
問了Delta同學。
“老實說要參加會場的入學典禮，我有點緊張，改為線上直播就放鬆多了。而且通知也
十分迅速。很開心能夠在線上看到老師、前輩們的作品。我想學習掌握新的技術和知
識，成為能影響世人的設計師。”
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但請努力和大家一起實現夢想吧！

學生生活轉眼即逝，一起用全力留下精彩的回憶
吧！

2020年度 名古屋ECO入學典禮

新生採訪！
在札幌朝著夢想邁出第一步！
札幌音樂&舞蹈·放送專門學校

名古屋ECO動物海洋專門學校
犬類生活支援專攻（1年級）

（2021年4月起，預定由原校名札幌放送藝術&音樂·舞蹈專門學校更名）

演員專攻（1年級）

何 蘊庭

蘇 笠桀

台灣·ECC日本語學院 名古屋校畢業

中國·札幌國際日本語學院畢業

4月14日（周二）在名古屋ECO動物海洋專門學
校舉辦了入學典禮。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影
響而改為讓新生從自己家中出席線上直播的形
式。在入學典禮上榮譽教育顧問、榮譽校長和畢
業生們發表了入學祝詞和演說。
夢想的具體化
今年入學犬類生活支援專攻的何同學，從小就
很喜歡狗。在她發現有些寵物因為學不會規矩而被飼主棄養的悲慘狀況後大感心痛，
便決定要到名古屋ECO學習如何訓練寵物們學會生活規矩。她未來的夢想是在台灣
開店，通過幫助飼主們解決訓練寵物的煩惱，讓幸福的寵物越來越多。日本的留學生活
雖然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希望所有的磨練都能化為動力，為實現夢想好好加油吧！

笠桀同學▶

札幌設計&科技專門學校
（2021年4月起，預定由原校名札幌動畫·配音專門學校更名）

插畫&漫畫專攻（1年級）

張 子菡
中國·國際學園IAY日語學科畢業

子菡同學▶

今年4月9日（周四）的入學典禮因為改為在線上直播的緣故，新生說明會變成了新生
們第一次到校的日子。蘇同學說“我想要磨練演技，將來站上2.5次元音樂劇的舞臺。
我喜歡日本還想結交很多朋友一起努力。”張同學說“在眾多喜歡的日本漫畫作品中，
我最喜歡的就是名偵探柯南。為了將來想要成為像青山剛昌先生那樣的漫畫家，這2
年會認真學習努力成為一名出色的漫畫家。”聽了兩人充滿抱負的發言，期待他們將來
活躍的表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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