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悟空杯｣中日漫画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1月7日下午举行。比赛期间一共募
集了来自中日两国优秀年轻漫画家的600余部作品。作为以中日两国间新型漫画交流形
式的「悟空杯｣漫画比赛，从2017年开始准备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地继续推广举办。
　　中国与日本文化都属于亚洲文化圈的一部分，本次大赛的用名「悟空杯｣源自中国
与日本共有的文化习惯之支干部分。提起猴子，「西游记｣当中出现的角色孙悟空最为
有名。孙悟空的头脑聪明、勇敢、充满正义感的形象，深受两国人民的喜爱。在中日
两国的漫画家作品中，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过，恐怕是漫画化最多的角色了吧。
因此，中日人民无人不晓的「悟空｣两字被选用作为本大赛的名字。而且「悟空｣两字在佛教中有「打开悟性｣的意义。希望年轻人不忘
初心排除杂念，以成为漫画家为志向，为中日两国间交流尽一份力。   
　　本次比赛设立了，少年漫画奖、少女漫画奖、青年漫画奖、孙悟空主题作品奖、综合冠军奖等5大类30个项目的奖项。从2016年1
月至7月为期半年的时间里，募集了中国作品400部，日本作品200部。经由中日两国的审查员，以严谨公正的态度评选出结果。最后中
国的18部作品和日本的12部作品获得了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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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联手国际交流大赛
「悟空杯｣2016 中日漫画大赛
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滋庆学园的9名学生获奖！

　　十分感谢「悟空杯｣给于我颁发的特别大奖。 在这次比赛中，
见识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漫画作品，认识到与日本不同的文化和世界
观。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具有意义的比赛。
    就像我和小韩通过漫画跨越国境而邂逅一样，漫画就是使国际关
系更加紧密的桥梁之一。从心底祝愿「悟空杯｣能在中日文化交流道
路上越走越远。

特别奖作品照片

韓　晶淵
韩国・毕业于Arizona大学

大原　徹也
日本・毕业于多摩大学目黒高等学校

中日特别奖项获奖者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创意设计学科　漫画专业(3年级)

　　非常感谢 「悟空杯」提供了机会，不仅让日本读者，
也能让中国读者看到我画的漫画。  
　　画此作品时，在怪物形象设计和动作形态上面花了很
大的功夫，能获得此奖项非常开心。今后也会通过漫画的
交流形式，为中日两国互相增进理解提供契机做贡献。再
次感谢！

黄　智煥
韩国・毕业于MERIC日本语学校

大阪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漫画·动画·小说家学科　漫画专业
(3年级)

少年漫画奖项第四名作品「ごくうがごとく｣获中日「悟空杯｣特别大奖

大原　徹也韓　晶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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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君悦酒店位于福岡市中心地带的博多区，不仅地理位置
便利，并且设有名为「CANAL CITY 博多」商务娱乐综合设施，
人气旺盛。这次研修得到酒店的大力支持，酒店的专业人士为同
学们介绍了业界状况和酒
店的内部详细情况。
    　研 修 参 加 者 之 一 ，
来 自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ALEKSANDRA 兴奋地说：

"首先感受到的是必须确凿地应对客人们的
不同需求。为了让客人们享受到完美服务，
还需要累积很多经验，希望将来能成为在各
个场合都能发挥卓越表现的酒店服务人员。”
    　学生们通过这次的研修，在了解酒店
业内最新资讯的同时，也对将来的发展目标
有了更具体的打算。
    　这里祝愿毕业生们在 2020 年奥林匹克
大会期间能大显身手，为前来日本的海外客
人们，提供最优秀的日本酒店服务。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与酒店、餐厅、甜品店等企业共同合作各种各样的企业
项目。在校生从听取介绍企业概念，目标消费顾客群的说明会开始，站在营销角度
上，在菜单、食谱、用料、原材料价格计算等方面进行了反复考察和试验制作，努力完
成企业课题。
    　这次的企业课题是『以苹果和芝士为主食材』设计新甜品。顺利通过了第一次
演示选考的謝伊琳充满自信地说“我希望通过活用各种食材的特性来制作好吃的甜
点！在听从了大师傅的高见之后， 得益匪浅。在最终选考前，想通过更多地表现出
食材的魅力，制作出能让客人满意的甜品。”真是非常期待她的作品在最终选考中能
被选用， 然后进行商品化， 出现在店铺的春季菜单上！

　　我自己开发的游戏在今年 11 月份韩国的 G-STAR 游戏展上
展出了。这个游戏刚在 9 月份举行的日本东京游戏展上展出过。借
此机会我体会到了日本和韩国文化的不同。

     　　例 如 日 本 的
游戏体验者，大多
数会没通完关就给
予建议和感想。而
韩国的体验者，则

大多数会一直体验到通关结束。对
我来说发现这一点差异非常有趣。
    　其他学校展位展出的独立游
戏品质普遍非常高，内容也非常有
趣，我体验过后颇受启发。要凭一
己之力制作出更加优秀的游戏，还
需努力学习更多的技术知识。
    　活用这次活动获得的经验，
将来我想在手机游戏公司工作，希
望掌握更广泛的技术知识。

参加韩国游戏展(G-STAR)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超级IT学科　超级游戏制作专业
(3年级)

鄭　柱源
韩国
毕业于KCP日本語学校

ZATSEPILOVA　ALEKSANDRA
乌兹别克斯坦
毕业于SUMU教育学院 

学校活动

福岡君悦酒店培训

福冈商业服务＆婚礼庆典专门学校
酒店＆旅游学科　酒店专业(1年级)

企业项目

人气芝士蛋糕店「DELICIUS」
～新甜品提案第1次选考通过～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制作学科　西式糕点专业
（2年级）

謝　伊琳
台湾
毕业于吴凤科技大学

企业项目

福岡君悦酒店

听取解说时的 ALEKSANDRA

謝伊琳（照片右侧） 甜品（提案的作品）

　　在校期间，我做事认真，参加了校内外很多活动。
认识到了自己来日本的目的和自己必须得做的事情，
兴趣广泛，在学期间还学习了韩语。
    　凭借这上进心，我参加了校内外的诸多活动，
获得了许多机会。我虽然性格上进，但是 2 年级的
时候变得内敛无法表述自己的意见，就职问题一直
令负责老师非常担心。
　　毕业后，我仍然频繁地与负责老师联系，凭着
绝不放弃的精神，经过多家公司的面试，最终获得
了理想的就职机会。

凭毕业后也绝不放弃的态度获得内定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
音乐技术学科 音乐会企划制作专业
（2016年3月毕业）

LAM　VICKY
香港
毕业于东京日本语学校 长沼校区

就职内定速报

　　一直想寻找能够学习到现场实用技术的专门学校，在参观了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后，我当即决定入学。在校期间，参加了
5 部电影的拍摄现场。从专业人士那里，学到了照明、美术、摄
影等方面技术。同时懂得了在这样大多数人都是初次相见的现场，
沟通是最为重要的。
　　求职之初，因为电影公司很少招聘正式员工，我碰到了很多
工作都是只提供给自由工作者的难关。所以我开始寻找电视方面
的相关工作。就职指导老师引荐我为 brain 株式会社做兼职摄影
助手，我希望能在日本就职的拼命表现，使我在 3 个月后获得面

试机会，并顺利拿到了公司的内定。
　　我想通过学习与电影业界不同的电视摄影和电视脚本的知识，不断积累工作
经验。希望后辈们要坚持目标决不放弃，勇于挑战，不要错过任何可以获得各种
经验的机会。我也会继续努力，争取将来能在日本从事电影制作的工作，有朝一
日能为印度尼西亚的影视事业发展做贡献。

　　当初出于对日本动画的热爱，我选择了在东京
交流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动画专业。升 2 年级的时候，
在考虑将来时，发现自己实际想从事的并非动画行
业，而是插画，于是决定转攻插画专业。
　　在校期间，以参加電撃插画大赛为契机而出道。
毕业后在日本从事了一段时间插画工作，但因为签
证问题，我决定回泰国发展。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受角川泰国分公司的委
托业务，计划明年成为其专属插画师。现在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在大阪 ECO 动物海洋专门学校度过了 3 年非常
充实的留学生活。为了开阔视野，除了课业以外还
参加了澳洲海外培训，同时也努力参加了资格考试。
付出的努力让我的日语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我
确凿地感受到：只要尽心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努
力，实力就会自然增强。
　　10 月份我回到台湾，在侏罗纪动物专科医院进
行了为期约 2 周的培训后顺利获得了内定。因为这
间医院治疗的对象是猫犬类以外的动物，所以在今
后工作当中会出现大量新内容。我会一直保持当下
的学习热情，掌握专业知识，争取成为一名值得信
赖的动物护士。

为爱好付出努力，获得了内定

就职单位：侏罗纪野生动物专科医院（台湾）
（职业：动物护士）
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生态专家学科  动物理学疗法专业（3年级）

鐘　毓英
台湾
毕业于J国际学院

CHRISTOPHER　ALFONSUSRAHARDJA
印度尼西亚
毕业于大阪文化国际学校

就职内定速报

专业现场实习经验与内定关系紧密!!

就职单位：BRANIS株式会社（职业：摄影助手）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
创意媒体学科　影视制作专业（2年级）

就职内定速报

在角川株式会社 泰国分公司大显身手

就职单位：在角川株式会社 泰国分公司
（职业：自由插画师）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插画专业（2015年3月毕业）

SANTISUK　NARENTORN
泰国
毕业于优尼塔斯日本语学校

活跃的毕业生

其他新闻请参考日文版留学生ＴＯＤＡＹ!!

滋庆国际交流COM（JCIC）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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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君悦酒店位于福岡市中心地带的博多区，不仅地理位置
便利，并且设有名为「CANAL CITY 博多」商务娱乐综合设施，
人气旺盛。这次研修得到酒店的大力支持，酒店的专业人士为同
学们介绍了业界状况和酒
店的内部详细情况。
    　研 修 参 加 者 之 一 ，
来 自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ALEKSANDRA 兴奋地说：

"首先感受到的是必须确凿地应对客人们的
不同需求。为了让客人们享受到完美服务，
还需要累积很多经验，希望将来能成为在各
个场合都能发挥卓越表现的酒店服务人员。”
    　学生们通过这次的研修，在了解酒店
业内最新资讯的同时，也对将来的发展目标
有了更具体的打算。
    　这里祝愿毕业生们在 2020 年奥林匹克
大会期间能大显身手，为前来日本的海外客
人们，提供最优秀的日本酒店服务。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与酒店、餐厅、甜品店等企业共同合作各种各样的企业
项目。在校生从听取介绍企业概念，目标消费顾客群的说明会开始，站在营销角度
上，在菜单、食谱、用料、原材料价格计算等方面进行了反复考察和试验制作，努力完
成企业课题。
    　这次的企业课题是『以苹果和芝士为主食材』设计新甜品。顺利通过了第一次
演示选考的謝伊琳充满自信地说“我希望通过活用各种食材的特性来制作好吃的甜
点！在听从了大师傅的高见之后， 得益匪浅。在最终选考前，想通过更多地表现出
食材的魅力，制作出能让客人满意的甜品。”真是非常期待她的作品在最终选考中能
被选用， 然后进行商品化， 出现在店铺的春季菜单上！

　　我自己开发的游戏在今年 11 月份韩国的 G-STAR 游戏展上
展出了。这个游戏刚在 9 月份举行的日本东京游戏展上展出过。借
此机会我体会到了日本和韩国文化的不同。

     　　例 如 日 本 的
游戏体验者，大多
数会没通完关就给
予建议和感想。而
韩国的体验者，则

大多数会一直体验到通关结束。对
我来说发现这一点差异非常有趣。
    　其他学校展位展出的独立游
戏品质普遍非常高，内容也非常有
趣，我体验过后颇受启发。要凭一
己之力制作出更加优秀的游戏，还
需努力学习更多的技术知识。
    　活用这次活动获得的经验，
将来我想在手机游戏公司工作，希
望掌握更广泛的技术知识。

参加韩国游戏展(G-STAR)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超级IT学科　超级游戏制作专业
(3年级)

鄭　柱源
韩国
毕业于KCP日本語学校

ZATSEPILOVA　ALEKSANDRA
乌兹别克斯坦
毕业于SUMU教育学院 

学校活动

福岡君悦酒店培训

福冈商业服务＆婚礼庆典专门学校
酒店＆旅游学科　酒店专业(1年级)

企业项目

人气芝士蛋糕店「DELICIUS」
～新甜品提案第1次选考通过～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面包制作学科　西式糕点专业
（2年级）

謝　伊琳
台湾
毕业于吴凤科技大学

企业项目

福岡君悦酒店

听取解说时的 ALEKSANDRA

謝伊琳（照片右侧） 甜品（提案的作品）

　　在校期间，我做事认真，参加了校内外很多活动。
认识到了自己来日本的目的和自己必须得做的事情，
兴趣广泛，在学期间还学习了韩语。
    　凭借这上进心，我参加了校内外的诸多活动，
获得了许多机会。我虽然性格上进，但是 2 年级的
时候变得内敛无法表述自己的意见，就职问题一直
令负责老师非常担心。
　　毕业后，我仍然频繁地与负责老师联系，凭着
绝不放弃的精神，经过多家公司的面试，最终获得
了理想的就职机会。

凭毕业后也绝不放弃的态度获得内定

东京音乐专门学校涩谷校
音乐技术学科 音乐会企划制作专业
（2016年3月毕业）

LAM　VICKY
香港
毕业于东京日本语学校 长沼校区

就职内定速报

　　一直想寻找能够学习到现场实用技术的专门学校，在参观了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后，我当即决定入学。在校期间，参加了
5 部电影的拍摄现场。从专业人士那里，学到了照明、美术、摄
影等方面技术。同时懂得了在这样大多数人都是初次相见的现场，
沟通是最为重要的。
　　求职之初，因为电影公司很少招聘正式员工，我碰到了很多
工作都是只提供给自由工作者的难关。所以我开始寻找电视方面
的相关工作。就职指导老师引荐我为 brain 株式会社做兼职摄影
助手，我希望能在日本就职的拼命表现，使我在 3 个月后获得面

试机会，并顺利拿到了公司的内定。
　　我想通过学习与电影业界不同的电视摄影和电视脚本的知识，不断积累工作
经验。希望后辈们要坚持目标决不放弃，勇于挑战，不要错过任何可以获得各种
经验的机会。我也会继续努力，争取将来能在日本从事电影制作的工作，有朝一
日能为印度尼西亚的影视事业发展做贡献。

　　当初出于对日本动画的热爱，我选择了在东京
交流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动画专业。升 2 年级的时候，
在考虑将来时，发现自己实际想从事的并非动画行
业，而是插画，于是决定转攻插画专业。
　　在校期间，以参加電撃插画大赛为契机而出道。
毕业后在日本从事了一段时间插画工作，但因为签
证问题，我决定回泰国发展。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受角川泰国分公司的委
托业务，计划明年成为其专属插画师。现在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在大阪 ECO 动物海洋专门学校度过了 3 年非常
充实的留学生活。为了开阔视野，除了课业以外还
参加了澳洲海外培训，同时也努力参加了资格考试。
付出的努力让我的日语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我
确凿地感受到：只要尽心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努
力，实力就会自然增强。
　　10 月份我回到台湾，在侏罗纪动物专科医院进
行了为期约 2 周的培训后顺利获得了内定。因为这
间医院治疗的对象是猫犬类以外的动物，所以在今
后工作当中会出现大量新内容。我会一直保持当下
的学习热情，掌握专业知识，争取成为一名值得信
赖的动物护士。

为爱好付出努力，获得了内定

就职单位：侏罗纪野生动物专科医院（台湾）
（职业：动物护士）
大阪ECO动物海洋专门学校
生态专家学科  动物理学疗法专业（3年级）

鐘　毓英
台湾
毕业于J国际学院

CHRISTOPHER　ALFONSUSRAHARDJA
印度尼西亚
毕业于大阪文化国际学校

就职内定速报

专业现场实习经验与内定关系紧密!!

就职单位：BRANIS株式会社（职业：摄影助手）
札幌放送艺术专门学校
创意媒体学科　影视制作专业（2年级）

就职内定速报

在角川株式会社 泰国分公司大显身手

就职单位：在角川株式会社 泰国分公司
（职业：自由插画师）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插画专业（2015年3月毕业）

SANTISUK　NARENTORN
泰国
毕业于优尼塔斯日本语学校

活跃的毕业生

其他新闻请参考日文版留学生ＴＯＤＡＹ!!

滋庆国际交流COM（JCIC）的通知

【3】 滋慶国際交流 CO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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