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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23日连续四天于千叶县幕张MESSE举办了日本最大规模的游戏展示会「2018东京电竞展」，也是TCA连续
第14年参展。
今年东京电竞展的入场人数刷新了往年最高记录，达到29万8690人次！参展企业与团体也高达668组，创下历年以
来最大规模。
TCA展位每年最吸引入场者眼球的就是巨大的在校生作品看板。广受业界好评的TCA插画看板，学生们都积极争取
代表TCA亮相的机会，能够最终杀出重围的机率竟然只有2.5%！而今年脱颖而出的是留学生来添翼同学的作品。他
也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感想。
『这次作品中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背景作画部分。在思考什么样的背景才能最大限度凸显角色上花了很多时间。未来如
果进入游戏业界就职，能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很开心』
今年来同学不只作品获得录用、也考取了日语能力测试N1资格，未来的发展指日可待！

连续 14年参展！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游戏背景设计&角色设计专业（2年级）

来添翼
中国·JCLI日本语学校　新宿校

在观众面前跳舞

特别报道

东京
电竞展
2018

来添翼　作品

非常有幸参加了迎来第25年历史的骨髓移植推广歌舞剧「通向明日之门」的演出。在越
南时也跳了近6年的舞蹈，但基本都是自学，带着
想在专门的学校学习！想在最喜欢的日本学习舞
蹈！这样的决心而入学。在这次「通向明日之门」
的音乐剧中担任「舞者」和英语「幕后主持人」的工
作。自己总是把今天当做最后一天，珍惜且充实的
渡过每一天。正式上场前很紧张兴奋，我知道自己
将度过一个最精彩的「今天」。成为编舞师是自己
的初心，但经历过这次的音乐剧后也开始想要挑
战舞台的「导演」工作了。

「舞者」和「幕后主持人」的双重挑战！
大阪舞蹈&表演专门学校
舞蹈教师专业（1年级）

LE PHUONG VY
越南·修曼日本语学校

在今年闷热的夏天，同学们放弃暑假共同完成的「通向明日之门」歌舞剧于9月14日，圆
满落下帷幕。在「通向明日之门」中，我担任宣传的工作。行走在更甚往年的夏日烈阳下，
拿着沉重的传单跑遍整个葛西地区派发，真的是十分辛苦。在始终找不到赞助商正想放
弃时，最后走进的诊所却慷慨解囊，既意外又开心。现在也常和当时一起发传单的朋友
说「当时虽然很热很辛苦，但是很快乐呢」。最后所有人一起在舞台上谢幕的景象深深铭
刻于心。为了仅仅3次的演出，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拚命练习表演的学生们、在后台东奔西
跑舞美制作的学生们、为了招呼客人们大声引导的运营的学生们，大家手牵着手边哭边
唱歌的样子让我心怀滚烫。明年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参加「通向明日之门」，想要更加
努力。大家辛苦了！真的非常开心！

永生难忘ー「通向明日之门」
东京音乐&舞蹈专门学校
音乐技术科音乐会企划制作专业（1年级）

KIM MINJOO
韩国·秀林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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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orts电竞职业选手专业1年级的TRUONG GIA FUE同学，是现在当红的直播博主！！今年入学、5月中旬开始在YouTube上传游戏实况视频之后，
现在已经是有约5万9千人订阅的人气频道！！日语也很流利的她，实况时使用的是越南语。 接下来也打算使用日语进行直播。

入学后，主要专攻的是PUBG（荒野行动，
又名吃鸡),没想到本人竟然表示对这个游
戏不拿手。正因为如此才想要在学校继续好好学习努力。
现在她的YouTube频道也受到企业的注目，目前正在交涉签约事
宜。努力不懈的她让人不禁想要为她加油打气！
一起来订阅她的频道吧！！
https://youtu.be/OT-Cog8bVsc

在校生访谈

本校第一位e-sports职业电竞明星诞生！越南留学生!!

TRUONG GIA HUE
越南·Interculture（草苑）日本语学校

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
游戏·CG设计师科 e-sports电竞选手专业（1年级 ）

正在打 PUBG 游戏

马赛马拉国立保育区 在长颈鹿中心的喂食体验 登上狩猎车

9月9～16日在非洲肯尼亚进行了海外实地研修。抵达
当地后首先拜访的是肯雅塔大学，学习肯尼亚的历史、
经济、文化等，并听了各国立保护区的演讲。之后在长颈
鹿中心与长颈鹿近距离接触，我们一面学习辨别长颈鹿会食用的叶子、一面在原
生林中散步。透过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猎游行程，可观察到在广大草原中栖息
的肉食、草食动物们最真实的样貌。我们也有到当地的购物中心、马赛村参观，接
触当地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在非洲大自然的所见所闻是这次收获的非常贵重
的经验。

野生动物的宝库，在非洲学习充实的8天

严岭楠
中国·九州英数学馆

福冈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动物园·动物饲养专业（1年级 ）

在马赛村的大合照

颁奖典礼（右 4） 拿着奖状和奖杯的王同学

企业项目

在校生访谈

2018年7月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旅游影视艺术周」、王同学所执导的作品『东京FM』在国际节目项目从1200部以上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优秀奖。
王同学介绍说，这个影片是集合他来日之后作为兴趣拍摄的东京风景照片、并结合花费2天拍摄的女主角影像，制作出了这部东京的观光宣传视频。在女主角、同校后辈及朋友们的
帮助下，以樱花·焰火·神社·东京铁塔等东京的景点以及拉面等在中国人之间很知名的并且可以表现东京与中国之间关联性的要素，使观众有更亲近的感觉。身为外国人要执导一部
片子，不仅有语言的隔阂，更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明白前行不易，但是王同学抱着「没有完成的作品就没有意义！」「想要作为导演制作自己的电影！」这样的决心，接下来也会继
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2018亚洲旅游影视艺术周」获颁优秀奖！

王　奔
中国·ISI语言学校

东京放送艺术&电影·演员专门学校
电影专业（3年级）

咖啡综合科2年级的邹沁玲同学，参加职业咖啡师竞赛「UCC咖啡大师2019」近畿大
赛，在拿铁项目获得第3名！从校内预选中脱颖而出，以学校代表身份参赛的邹沁玲同
学，参加了要在4分钟内做出2杯拉花咖
啡的比赛。拉花是在浓缩咖啡中注入打
发牛奶的同时在咖啡表面作画的高难度
技巧。邹沁玲同学以「湖上的天鹅」为题
经过原创性、技术、味道几点综合评比，
与职业咖啡师的竞技中获得了第3名。
颁奖礼后，邹沁玲同学笑着说「我相信自
己的能力，这次发挥了90%的实力。将
来想要作为中国冠军，向世界大赛发起
挑战！」

『UCC咖啡大师 2019近畿大赛』～拿铁项目～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咖啡综合科 咖啡调制师专业（2年级）

邹　沁玲
中国·修曼日本语学校

UCC咖啡大师2019UCC咖啡大师2019

9月20日(四)·21日(五)举办的UCC咖啡大师2019九州大赛，分为浓缩咖啡、冲泡式咖
啡、虹吸式咖啡、拿铁艺术咖啡等项目，是一个评估萃取技巧·接客技巧表现的比赛。这
个大赛曾诞生出众多至今仍活跃于国内外大赛的优秀选手，甚至是职业咖啡师也会参
加的知名大賽。本校咖啡综合科咖啡调制师专业2年级的OOI SHU HUAN同学（帝京
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毕业）在虹吸式咖啡项目
中获胜，将作为九州地区冠军代表参加明年2
月在神户举办的全国大赛。
学生采访
这次大赛有职业咖啡师参赛，所以非常紧张。
为了这一天每天都到学校特训，用心排练完整
流程。虽然去年也有参赛，但今年具备了比之
前更多的咖啡知识可以进行更高的挑战。这次
获得冠军非常开心，我会以全国大赛为目标加
倍努力。

『UCC 咖啡大师 2019 九州大赛』～虹吸式咖啡项目～
～以充满原创性的拿铁拉花获得第 3 名～～在职业咖啡师也参加的大赛中留学生获胜！以九州冠军身份晋级全国大赛～

福冈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咖啡综合科 咖啡调制师（2年级）

OOI SHU HUAN
马来西亚·帝京马来西亚日本语学院

拉花作品
湖上的天鹅

虹吸咖啡比赛中的样子 熟练创作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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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SZE RICKY HOKI 同学

京都采访

（尼泊尔）
SHAHI SHREEJAN
KUMAR 同学

本校的在校生们陆续获得了日本酒店的内定。加拿大留学生SZE RICKY HOKI同学获得福冈县普乐美亚饭店门司港（株式会社
普乐美亚饭店门司港饭店管理）的录用、尼泊尔留学生的SHAHI SHREEJAN KUMAR同学获得长崎县的长崎豪斯登堡（豪斯登
堡株式会社）的录用。2人都是在福冈的日语学校毕业之后进入本校。在学期间他们就积极和日本同学交流、也主动参加学校的
各项活动，未来在业界的活跃令人期待！

拿到日本酒店的就职内定！

SZE RICKY HOKI
加拿大·NILS

SHAHI SHREEJAN KUMAR
尼泊尔·NILS

福冈婚宴&饭店·观光专门学校
酒店&旅行科 酒店管理专业（2年级）

就职内定

普乐美亚饭店门司港 以及 长崎豪斯登堡 / 酒店职员

非常感谢留学生中心的帮助，让我获选为扶轮社米山奖学金的学生。入会之后的半年间，有幸参与了京都鸭川歌舞剧、
祇园祭、甲子园等活动，接触这些让自己有了很深的感触、创作出很多求职时可以使用的作品。
入学之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不只有台湾人，还与日本人、越南人等其他国家的同学都成为了好朋友，虽然也有感到辛
苦的时候，但大家一起互相帮助跨越难关，度过了很充实的生活。
在学校举办的联合企业说明会&作品审查会上，我的作品获得初识的公司的肯定，并得到内定真的非常开心！我不会辜
负企业的期待，会继续磨练充实自己的实力。

在学校举办的联合企业说明会上获得内定！最棒的1年！

萧　宇庭
台湾·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
漫画·动漫·小说科 动画专业（3年级）

株式会社Magic Bus / 动画师

使用液晶绘图板进行角色设计

我喜欢看漫画、画漫画，进入TCA之后学习了漫画的绘画技巧，故事的制作方式，不
知不觉间就定下了「希望能在日本从事绘画工作」的目标。通过与学校的留学生前辈
的交流，让我了解到从事绘画工作的乐趣，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擅长的2D能力的职
场，获得了株式会社Beside的内定。明年4月开始进入公司担任2D设计师，负责角
色设计以及背景设计的工作。将来也会自己主动去学习各种技术，成为能够熟练掌
握2D·3D的人才，希望能够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角色。

得到了能够从事最爱的绘画工作的内定机会！

蔡子昱
中国·东洋语言学校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漫画专业（3年级）

株式会社Beside / 2D设计师

我原本就特别喜欢电子竞技，当得知东京动画声优专门学校是日本首个开设电子竞技专业的学校后，就立刻与家人沟通并决定了入学事宜。通过参加学校
主办的各种活动，接触到很多现役职业玩家，收获了各种平时无法获得的宝贵经验。非常感谢学校老师的帮助，让我能够与业界知名企业接触，成为首个拿
到这个业界内定的留学生。毕业后，我会努力工作！争取让电竞成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桥梁！
对于将来志愿进入游戏或者电竞业界的同学们，我想要说，要明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想要实现的目标，坚定地前进，绝不轻言放弃一直坚持到实现为止！

首次获得e-sports业界的内定

李积奇
台湾·MERIC日本语学校

东京动画·声优专门学校
e-sports电竞推广专业（2年级）

株式会社GameWith / 攻略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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