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TCA）今年也
参展了9月21日～24日在幕张展览中心举
行的「东京游戏大展2017」。包括今年,TCA
已经连续13年参展。19个与众多知名企业
联合制作的游戏作品，以及大量的插图画
作，得到了前来展位参观的企业以及一般游客的高度评价。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2个VR游戏：一个是使用万代南梦宫往年
的角色及音乐，配合音乐节奏将飞来的砖块击碎的「RHYTHM 
TAKT VR、另一个是2人联手协力收集魔法石的「VR JACK与魔
法树」。当日还得到日经TREDANY与MORURA VR等媒体的专
题报道，当天准备的排号券数量完全供不应求。

　　我们采访了同属VR研修会并共同参与制作了「VR JACK与
魔法树」的游戏程序专业2年级 WU GWOHAU（台湾人，YMCA
日本语学校毕业）与SUSLOV DMITRY（俄罗斯人，东洋语言学
院毕业）这俩位同学。
　　「从6月开始正式准备，我负责的部分是UI（User Interface）
与敌人的AI（人工智能）。当听到海外来的客人说“这个游戏真
棒！”的时候，觉得非常开心。在入学前我完全不会编程，通过每
天的学习，并且加入了VR研修会之后完成了这样的作品，对于自

己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
东西。将来的目标是进入与VR相关
联的企业工作，从现在开始还要努力
制作更多的游戏才行。想要传达给留
学生后辈们的是，首先要好好学习日
语!拥有坚定的目标，仔细的考虑想
要在日本怎么样发展之后再去行动
会比较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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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所制作的游戏是自宅警备队之宅外派遣 N.E.E.T.的企业课
题「-GAME of N.E.E.T.-  宅外派遣大作戦 -全员、维持家里蹲-」。
　　这次的难点在于中途加入团队，并且推翻原有的重新制作，因此
一直被截止日期追得团团转。不过从结果上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挖掘
出了自己的潜力，从各种意义上都得到了长足的成长。
　　我很开心能够得到在TGS这样的平台上展出自己的作品，这是
非常难得的机会。在商务日上得到了很多业界前辈的指点，对于自己
今后游戏制作上有很大的帮助。这四天通过让各方参会者体验自己
制作的游戏，也找到了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对于自己是一个非常好
的经验。
　　另一方面，我也再次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不管一个人有

多出众，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个
人认为， 比起在学校学习技术，实
际与各方人士接触是更困难的事
情，这是自己毕业前必须要克服的
课题。将来的目标是在日本就职，
积累工作经验，假以时日作为制作
人创作出有趣的游戏。

CHEW SOON ZHI 　
ＫＣＰ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马来西亚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专业：综合游戏设计师 / 2年级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滋庆学园 COM 集团 5 校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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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票务窗口为观众提供服务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音乐会企划制作 / 1年级

全　昭暎
韩国 / 韩国大学

　　9月7日（四）～8日（五）滋慶学园音乐剧「通向明日之门」
举行了东京公演。
　　这部剧从1994年开始作为滋庆学园集团社会贡献活动
的一部分，以及产学协同教育课程的一环每年公演。今年是
第24个年头，公演总计155场。参与赞助的企业以可口可乐、
三得利等为首，现已达到157家。这出音乐剧是同学们在了解
骨髓移植及骨髓库现状之后自己编排出来的。目的是让更多
的人理解骨髓移植以及传达出对于生命美好的感动。

　　我隶属于票务管理的部门。主要负责票务预约的管理
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对于自己来说，使用日语回复邮件是
一个难点。如何使用敬语写出容易理解的商务信件，在这
过程中我获益良多。通过与票务管理团队的前辈商量，完
成信件的回复。平时的课程里，最喜欢的是演奏会技巧课。
大 家 一 起 制 作 演 奏 会 与 舞 台，一 起 商 量 着 决 定 要 如 何 做，
直到完成制作的过程非常有意思。学校的老师很亲切，在
就职方面有强力的帮助都是让我选择这所学校的决定因素。
　　为了将来能在日本成为音乐会策划人，我会加油努力！

通向明日之门
促进骨髓移植公益活动的音乐剧

　　9月27日在青少年奥林匹克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
的TECH.C.运动会「奥林TECH」。今年的项目比起去年
有所增加，同学们积极参加、一直拼搏到最后的姿态让
人印象深刻。
　　来自印度的RANA同学说，这是来日本之后参加的
第一场运动会，让他觉得十分惊喜。特别是躲避球这种
游 戏 ，以

前从来没玩过，觉得特别有意思。而
来自台湾的廖同学表示，其实一开始
真的没有抱什么期待，没想到出乎意
料地有意思，还认识了新的朋友，希
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多办一些。
　　看到大家通过运动会，跨越学年
与专业融洽相处，大家互相协作全力
以赴参加各种比赛的样子，深深感觉
这是一次成功的运动会。

奥林TECH2017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背景・项目设计专业 / 1年级
综合情报处理工程师专业 / 1年级

LIAO TZU HSIANG
RANA ANKUSH 
台湾／印度
日本外国语专门学校
市川日本语学校

学校活动

　　7月27日～29日，集合了滋庆COM集团所有漫画插画
专业的优秀学生作品的「金之卵展」盛大举行。今天我们采访
到了TECH.C学校参展的魏同学和李同学。
　　「金之卵」的作者魏同学介绍说，「因为是金之卵展，就以
一个金蛋为中心设计了构图。女孩子的表情与蛋的黄金质感
是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据说最困难的是蛋的位置以及服装
的皱褶，特别是因为像抱抱枕一样抱着蛋会导致看不到脸
部，很难控制画面整体的平衡，调整了很多次才定下来。
　　「会出来什么呢？」的作者李同学告诉我，「在日本开始
一个人生活之后，第一次制作的料理是炒饭。灵感来自打开

鸡蛋的瞬间。」李同学一直很喜欢生物，他特别喜欢蛋被砸开，垂头丧气的恐龙的样
子。「最辛苦的地方就是画背景了。至今为止从来没有认真的画过背景，调查了很多资
料才终于画出来的。」
　　最后询问了他们各自的目标，
带着自信的笑容，魏同学说“希望自
己年纪大了以后 ，可以告诉自己度
过了一个无悔的人生！”李同学说

“想要成为2D和3D都能独当一面的
设计师！”，让我们祝福他们将来的
发展吧！

漫画・插画・小说综合作品展
金之卵展2017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人物艺术设计师专业／3年级
CG影像制作专业／1年级

魏　子琦／李　昕巖
中国／台湾
ISI语言学校
东洋语言学校

魏同学 金之卵

左）魏同学的「金之卵」 ， 右）李同学的「会出来什么呢？」

集体照

足球比赛中RANA 同学的守门英姿

RANA 同学与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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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K BS1播放的节目「COOL JAPAN 发掘！美好的日本」。在8月
20日的节目中，播出了TCA研究科的斯托・维林古通同学的专题。
　　斯托同学在美国的时候，受了美少女战士的影响，决定要成为一名
少女漫画家。5年前来到日本，在TCA学习了少女漫画
独特的感情表现方法。斯托同学为了「少女漫画的背
景用来表达出场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这些美国的漫画
所没有的独特的感情表现方式而烦恼，以及为了成为

专业漫画家而努力的每个日夜，都在节目中一一展示给了观众们。
　　斯托同学在去年的毕业升级展「we are TCA」中接到了编辑伸过
来的橄榄枝。现在正为了出版作品而每天坚持不懈的努力着。让我们
一起为他加油吧！

NHK的「COOL JAPAN」专题报道
在校生！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漫画
研究科生

WHEELINGTON III WADE LAMMAR 
美国
长野国际文化学院

在校生访谈

　　在母国巴西曾经作为体育老师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之后一边读
研究生一边从事健身教练的工作。但是因为想要成为一名老年人的
运动指导，所以下定决心来日本的学校进修。参加了京都医健专门
学校的体验课程后，被教职员以及设备所吸引于是决定入学。刚开
始由于日语水平不高，很多时候听不懂跟不上课程，通过每天和朋
友大量的交谈慢慢地提高了自己的日语水
平。巴西的学校里基本没有学园祭这样的活
动，而在京都医健专门学校与班上的朋友们

一起协力运营了炒面摊，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还有理疗科
专业的老师教的康复课程也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毕业后
的打算是去日本的养老院或健身中心等单位，为老年人作运
动指导。朝着这个梦想，我会努力的！

梦想成为老年运动指导员！ 

京都医健专门学校
运动科 运动教练专业
2年级

CHIOCCHETTI GUARITA LUCIANA
巴西
日本语中心

　　虽然叶同学曾经学过动画制作，但还是想进入游戏业界，让自
己创作的角色装备和背景等等的作品被更多人运用，于是选择进入
OCA就读。在校期间，无论学校有没有上课，他还是常常来学校练习
绘画技巧。
　　而他的努力也受到认可，在2年级时提出的作
品插画被选为东京游戏大展的学校广告展示牌，并
且大获好评。3年级时，他寄了简历到他从小就很

向往的CAPCOM公司后，顺利地获得了面试机会，在老师们的指
导下终于获得就职内定！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将来的目标是成为
首席设计师，为游戏业界的发展贡献力量！」

株式会社CAPCOM 2名学生获得内定！

大阪艺术交流专门学校
游戏角色设计专业
3年级

叶 晓诗 
中国
神户电子专门学校

就职内定

　　出身韩国，专攻于综合综合游戏师学科的郑同学，顺利地拿到了日
本企业的内定。他被他最想进的公司－『ASOBIMO株式会社』作为3D
模型师录取，该公司以自主开发的
网路游戏闻名。他的梦想成真！郑
同学的一路上曾带着自己的作品
参展东京游戏大展，也参加了韩国
游戏大展（G-STAR)。除了认真出
席课程以外，他还积极参与了学校

的各种活动。「我觉得至今为止的努力都值得了，希
望之后能制作出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其中的网路游
戏。」我们更期待他接下来的发展了！

收到2所知名游戏企业・CG企业内定

株式会社 CAPCOM / 游戏设计师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综合游戏设计师专业
4年级

郑 柱源
韩国
KCP日本语学校

Asobimo株式会社 / 3D模型师

东京游戏大展。左侧为叶同学的作品。

斯托同学的作品

在 TGS 出展

WE ARE OCA2017

就职活动也要加油！

与同学一起

获得内定的郑同学

节目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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