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1 0 日、1 1 日，
TECH.C.舉行了一年一度的
International Day 2017
(学園祭)。以學生為主營運
企劃了各種展覽、舞台以
及餐飲攤位。COSPLAY大
會、特別來賓村井智健的

特別訪談等讓今年的學園祭盛況空前。3月開始成立學園祭委員會，新生們從4月開始利用班
會，下課後以及休息時間策劃，比如餐飲企劃的班級大家會一起討論菜單，材料從哪裡進貨、
銷售價格、店舖的設計等，齊心合力準備。其他還有透過介紹自己祖國的‘祖國大比拼’的發表會，讓大家能夠了解到各個國家的情況。在‘祖國
大比拼’裏介紹了美國，並且參加了餐飲企劃‘海老大魔王’的艾里克同學，談到了通過學園祭體會到了與大家一起努力的快樂。另外‘海老大魔
王’團隊最終銷售排行第一，受到了團隊協作獎的表彰！透過這次學園祭，同學們交到了不同專業、班級、學年的朋友，與大家一起向著同一個目
標努力的經驗一定可以給大家的未來帶來正能量的影響。我們一起期待明年的學園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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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祭・International Day2017

出演舞台劇

▲店鋪的樣子

作為執行委員把學園祭推向高潮！

　　這次，我們貼身學園祭要採訪的對象是小說家專業的柯佳存同學！
學園祭中，每個專業的同學都各有任務擔當。柯同學作為本專業的總負
責人，在學園祭中大放異彩。
“我之所以要報名做負責人，是因為對於去年本專業的節目猜謎感到不
是很盡興，我想要做出能夠發揮出專業特色的活動來。
所以今天我們販賣自己製作的短篇集與果汁。短篇集裡面的作品是由同

學們各自執筆完成的，而插畫則是請插
畫專業的同學幫忙完成的。
通過這次負責人的經歷，讓我學習到團
隊協作的重要性。我會把這次經驗好好
的活用在以後的學習生活中去。”

柯　佳存
台湾・文藻外語大學

大阪動畫專門學校
製作設計科·小說作家專業(2年級)

作為專業總指揮引領學園祭！

　　2017年6月10日、11日學校舉行了學
園祭。不光是日本學生，留學生也積極的
參與了企劃與運營。
1 學園祭中你主要負責哪個部分？
我加入了執行委員會，幫助各種學生思考
企劃案。
自己則是作為餐飲店的店長，從企劃案、
菜單、店舖內的裝飾到店員的服裝全部一手策劃，甚至點心及飲料的製
作、販賣都親自經手。
2 在學園祭中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麼？
與學弟學妹們一起製作銷售商品，然後很多客人來到店裡，購買我們親
手製作的食品。還有，聽到大家說很好吃的時候很開心。
3 今後在學校及實習中，有什麼打算？
打算趁在學期間多多製作自己的作品，與夥伴們拍攝更多的電影作品。

顧　名祥
台湾・宇都宮日建工科専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東京電影·演員專門學校
電影製作科 電影專業(2年級)

作為執行委員與日本學生一起大展身手！

艾里克 (HANNA ERIK BRADLEY) 
美國・ＫＣＰ地球市民日本語學校

東京設計科技專門學校
動漫插畫專業
(1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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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的留學生勞拉 ·
菲努蘭蒂斯同學作為歌手簽下了自己的事務
所。從西班牙進入大阪的日本語學校，再進入東
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學習的勞拉，通過新人
發掘等選拔進入了現在的事務所，目前已經在
Youtube 上發佈了 4 首歌曲。在 Youtube 上搜
索 LauCox， 就可以欣賞到她美妙的歌聲了！

簽約企業：田村製作所　職業：歌手

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
創作歌手專業(2年級)

勞拉
西班牙・關西外語專門學校留學生中心

出道夢想成真

　　本校名譽校長 - 桂由美老師，來到學校為我們開了特別講座，其主
題為「步入社會前的心理準備，及在校必學之事」。課堂上，連帶著婚
紗目錄說明，桂老師提及她曾經經手過的藝人及知名人士的婚禮，並談
到作為社會人士的第一步，建立人脈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她還談
到其餘多達八個的要點。最初她是被婚紗的魅力所吸引，進而浮現了未
來想成為策劃者的目標。講座結束之後，學生們與桂老師握手，甚至也
有為之感動落淚者。這個講座成了讓學生們能夠在近距離體會到偉大老

師的過人之處的寶貴時光。
楊同學說：「我希望能成為連結台灣與日本的婚紗設計師。
桂老師的談話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建立人脈』的
重要性。盡可能地和上層交往，藉此讓自己成長並拓展人
脈，對我來說是接下來很重要的事。」　楊同學似乎透過這
個講座，得到莫大的收穫。

桂由美名譽校長為我們舉行特別講座！

滋慶商業服務＆婚禮慶典‧觀光專門學校
婚禮綜合專業(2年級)

楊 雅稜
台灣・大阪生物醫療工學專門學校

特別講義

　　決定進入東京音樂學校涉谷校的理由就是看中他們在留學生支
援、出道支援的方面做得非常好，參加了面談和體驗課程之後感覺
很喜歡。而且涉谷作為娛樂業界的中心，像我這樣的留學生也能有
很多機會。如果想要在東京開展音樂活動的話 , 我覺得就數這間學校
最好了。
　　我不想唱別人的歌，要唱就唱自己創作的歌曲，這是我的一個
夢想。在瘋狂創作的時候，參加了學校每年都會舉行的新人發掘活
動的選拔賽，我的原創作品被選中了。
　　這個選拔賽上，會有各種各樣娛樂業界的人士來到學校，觀賞
大家的表演，看學生的個人檔案并有可能當場面試。這對於我們學
生來說，是個再好不過的機會！

出道的過程
　　我的發表結束之後， 給 5 家公司遞交了個人資料， 並接受了面
試。這 5 家公司中，最後去的就是這家叫做田村製作所的公司。我
是最後的面試者，而且當時結束的時間早就超過了。
　　在面試中，田村先生對我說“你唱的很好。但是只是唱的好並
不能怎麼樣。唱的好的人太多了。沒有能夠打動人心的特點的話是
無法留在這個業界的。”那個時候我想“這對於我來說還太早了吧”，
感到有點消沉。
　　那之後，過了幾天再次與田村先生面談，得到了演唱爵士曲的
機會，并締結了契約。

學習了什麼呢？
　　日語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在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從演唱
的基礎開始學習，最有用的練習還是呼吸練習。能夠好好完成的話，
是可以感覺的到自己聲音的巨大變化的。之後還學習了發聲、姿勢、
視線等。演唱的時候不光是聲音，還有很多必須注意的事情。

參加了哪些活動
　　在大阪的時候曾經加入過一個 Cover band ，在週末的時候經
常舉行演唱會。進入東京音樂學校涉谷校之後，在學園祭上與其他
專業的學生一起寫曲子，給別人的曲子作詞。當時與其他三個同學
一起組成了 4months Family  (4MF) 的團體，真的非常開心。這個
我也貼到 Youtube 上了。雖然我現在契約在身，在別的地方演唱的
機會會少一些，但是學校的活動等還是會作為團隊的一員繼續活動
的。

學校的氛圍與課程如何？
　　學校里最好的一個地方就是，不分專業年齡，大家都能快樂的
變成朋友的氛圍。老師們很認真的上課，但同時也不忘創造出歡樂
開心的氣氛。最喜歡的就是演唱技巧的課程，因為是小班制，每個
人都能得到單獨指導。班級中的同學們都像家人一樣，能夠一起歡
笑一起哭泣一起煩惱。

講師簡介 株式會社ＹＵＭＩＫＡＴＳＵＲＡ的社長，一般社團法人全日本婚禮協會會
長，活躍於巴黎時裝秀等等的國際場面，是婚禮界中先鋒般的存在

　　作為料理 · 糕點專業實習的一環，參加了為期四周的業界研
修。作為實習地點的“希爾頓二世谷酒店”，是一家面朝代表北
海道的山峰 · 羊蹄山，位於二世谷山脈的二世谷安努普利（活火
山的名字）山腳下的度假區酒店。從春季到秋季這裡，可以進行
高爾夫、網球、騎馬、漂流、熱氣球等各種各樣戶外運動。冬天
變身為銀色世界，可以享受滑雪、泡溫泉的樂趣。酒店熱情款待
的不光是日本國內的客人，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們。
作為實習參與者之一的 YUNITA 同學表示“到了當地之後就覺得

身體不舒服，導致休息了好幾天，自己深刻地認識到在工作中對於健康管理的重
要性。且在為客人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時間管理能力、交流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自己想要把這份寶貴的經驗，用於將來在印度尼西亞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能夠感
受到日本精神的酒店。”

　　　從高中時代開始接觸古典鋼琴，雖然
偶爾也會作個曲，但是正式作為工作來考慮
是從 23 歲的時候開始。進入 TSM 之後，
學校的生活真的很開心，與擁有相同夢想的
同伴共同製作作品，靈感碰撞的那些瞬間真
的無法忘懷。這次的“Kidzania 主題曲製
作課題”，作為製作、作曲、編曲者參加，
與團隊一起製作的作品得到了採用，並且公
開在 Kidzania 的官方網站上播放，大家都
非常開心。我想要用音樂給那些消沉的人以

力量，並且以“只有 PARK JUNESOO 才能做出的音樂”為自己的目標。

作為製作・作曲・編曲人參與日本企業的主題音樂製作

東京音樂&舞蹈專門學校
音樂製作人專業(3年級)

PARK　JUNESOO
韓國・東洋言語學院

在校生訪談

其他新聞請參考日文版留學生ＴＯＤＡＹ!!

滋慶國際交流COM（JCIC）的通知

獲得知名IT企業的內定！

簽約企業：GMO網絡科技株式會社
職業：IT工程師
東京設計科技專門學校
超級IT工程師專業(4年級)

GOMEZ SANTANA CHRISTIAN
哥倫比亞・九段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語學院

參加希爾頓酒店的實習

大阪烹飪糕點專門學校
製糕點·麵包科 糕點師專業(2年級)

YUNITA　NIDYA SUSANTI
印度尼西亞・大阪文化國際學校

企業課題

全神貫注在樂曲製作中

　　GOMEZ 同學在校期間，不
光是學習編程，也積極參與團隊
製作系統以及 APP 等製作項目。
並且在 IT 業界中十分盛行的黑客
馬拉松以及創意馬拉松，此類在
限定時間內做出新的程序以及企
劃的活動中，有過獲獎經驗。在
3 年級的時候參加了很多知名企
業的業界研修活動（mixi，樂天，
V O YA G E ， C y b e r a g e n t 、

NTTdocomo、Gnavi），並 且 廣 泛 受 到 好 評。在 升 級 製 作 展 中 還 得 到 了
Square-enix 這樣的遊戲企業伸來的橄欖枝，這次本人決定進入第一志願的
GMO 網絡科技株式會社。這是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起期待他將來的發展吧！

就職報告

實習中

在最愛的日本學習最喜歡的音響技術！  

東京電影‧演員專門學校
音響＆ＭＡ專業(３年級)

羅　佳琪
中國・學習院大學

① 來日本留學前曾經做過些什麼呢？
在藝術系的大學裡學習電影導演專業。還寫過劇本、拍攝過短
片和製作過話劇。

②想在日本目標成為音響工程師的契機是？
音響是我從高中以來的興趣。選擇日本的原因是希望除了在中
國學過的東西以外，在更接近自己理想的環境中學習和工作。

③請告訴我們你在正在努力的事情，以及將來的目標和夢想
目前正在準備就職，每天都在製作履歷書、企業參訪和參加面
試中度過。

將來的夢想是作為音響工程師，讓許多人能對我說：「想跟你一起工作」、「下次也
拜託你了！」
雖然到實現為止還需要時間，但我會盡全力努力的！

在校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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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的留學生勞拉 ·
菲努蘭蒂斯同學作為歌手簽下了自己的事務
所。從西班牙進入大阪的日本語學校，再進入東
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學習的勞拉，通過新人
發掘等選拔進入了現在的事務所，目前已經在
Youtube 上發佈了 4 首歌曲。在 Youtube 上搜
索 LauCox， 就可以欣賞到她美妙的歌聲了！

簽約企業：田村製作所　職業：歌手

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
創作歌手專業(2年級)

勞拉
西班牙・關西外語專門學校留學生中心

出道夢想成真

　　本校名譽校長 - 桂由美老師，來到學校為我們開了特別講座，其主
題為「步入社會前的心理準備，及在校必學之事」。課堂上，連帶著婚
紗目錄說明，桂老師提及她曾經經手過的藝人及知名人士的婚禮，並談
到作為社會人士的第一步，建立人脈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她還談
到其餘多達八個的要點。最初她是被婚紗的魅力所吸引，進而浮現了未
來想成為策劃者的目標。講座結束之後，學生們與桂老師握手，甚至也
有為之感動落淚者。這個講座成了讓學生們能夠在近距離體會到偉大老

師的過人之處的寶貴時光。
楊同學說：「我希望能成為連結台灣與日本的婚紗設計師。
桂老師的談話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建立人脈』的
重要性。盡可能地和上層交往，藉此讓自己成長並拓展人
脈，對我來說是接下來很重要的事。」　楊同學似乎透過這
個講座，得到莫大的收穫。

桂由美名譽校長為我們舉行特別講座！

滋慶商業服務＆婚禮慶典‧觀光專門學校
婚禮綜合專業(2年級)

楊 雅稜
台灣・大阪生物醫療工學專門學校

特別講義

　　決定進入東京音樂學校涉谷校的理由就是看中他們在留學生支
援、出道支援的方面做得非常好，參加了面談和體驗課程之後感覺
很喜歡。而且涉谷作為娛樂業界的中心，像我這樣的留學生也能有
很多機會。如果想要在東京開展音樂活動的話 , 我覺得就數這間學校
最好了。
　　我不想唱別人的歌，要唱就唱自己創作的歌曲，這是我的一個
夢想。在瘋狂創作的時候，參加了學校每年都會舉行的新人發掘活
動的選拔賽，我的原創作品被選中了。
　　這個選拔賽上，會有各種各樣娛樂業界的人士來到學校，觀賞
大家的表演，看學生的個人檔案并有可能當場面試。這對於我們學
生來說，是個再好不過的機會！

出道的過程
　　我的發表結束之後， 給 5 家公司遞交了個人資料， 並接受了面
試。這 5 家公司中，最後去的就是這家叫做田村製作所的公司。我
是最後的面試者，而且當時結束的時間早就超過了。
　　在面試中，田村先生對我說“你唱的很好。但是只是唱的好並
不能怎麼樣。唱的好的人太多了。沒有能夠打動人心的特點的話是
無法留在這個業界的。”那個時候我想“這對於我來說還太早了吧”，
感到有點消沉。
　　那之後，過了幾天再次與田村先生面談，得到了演唱爵士曲的
機會，并締結了契約。

學習了什麼呢？
　　日語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在東京音樂專門學校涉谷校從演唱
的基礎開始學習，最有用的練習還是呼吸練習。能夠好好完成的話，
是可以感覺的到自己聲音的巨大變化的。之後還學習了發聲、姿勢、
視線等。演唱的時候不光是聲音，還有很多必須注意的事情。

參加了哪些活動
　　在大阪的時候曾經加入過一個 Cover band ，在週末的時候經
常舉行演唱會。進入東京音樂學校涉谷校之後，在學園祭上與其他
專業的學生一起寫曲子，給別人的曲子作詞。當時與其他三個同學
一起組成了 4months Family  (4MF) 的團體，真的非常開心。這個
我也貼到 Youtube 上了。雖然我現在契約在身，在別的地方演唱的
機會會少一些，但是學校的活動等還是會作為團隊的一員繼續活動
的。

學校的氛圍與課程如何？
　　學校里最好的一個地方就是，不分專業年齡，大家都能快樂的
變成朋友的氛圍。老師們很認真的上課，但同時也不忘創造出歡樂
開心的氣氛。最喜歡的就是演唱技巧的課程，因為是小班制，每個
人都能得到單獨指導。班級中的同學們都像家人一樣，能夠一起歡
笑一起哭泣一起煩惱。

講師簡介 株式會社ＹＵＭＩＫＡＴＳＵＲＡ的社長，一般社團法人全日本婚禮協會會
長，活躍於巴黎時裝秀等等的國際場面，是婚禮界中先鋒般的存在

　　作為料理 · 糕點專業實習的一環，參加了為期四周的業界研
修。作為實習地點的“希爾頓二世谷酒店”，是一家面朝代表北
海道的山峰 · 羊蹄山，位於二世谷山脈的二世谷安努普利（活火
山的名字）山腳下的度假區酒店。從春季到秋季這裡，可以進行
高爾夫、網球、騎馬、漂流、熱氣球等各種各樣戶外運動。冬天
變身為銀色世界，可以享受滑雪、泡溫泉的樂趣。酒店熱情款待
的不光是日本國內的客人，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們。
作為實習參與者之一的 YUNITA 同學表示“到了當地之後就覺得

身體不舒服，導致休息了好幾天，自己深刻地認識到在工作中對於健康管理的重
要性。且在為客人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時間管理能力、交流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自己想要把這份寶貴的經驗，用於將來在印度尼西亞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能夠感
受到日本精神的酒店。”

　　　從高中時代開始接觸古典鋼琴，雖然
偶爾也會作個曲，但是正式作為工作來考慮
是從 23 歲的時候開始。進入 TSM 之後，
學校的生活真的很開心，與擁有相同夢想的
同伴共同製作作品，靈感碰撞的那些瞬間真
的無法忘懷。這次的“Kidzania 主題曲製
作課題”，作為製作、作曲、編曲者參加，
與團隊一起製作的作品得到了採用，並且公
開在 Kidzania 的官方網站上播放，大家都
非常開心。我想要用音樂給那些消沉的人以

力量，並且以“只有 PARK JUNESOO 才能做出的音樂”為自己的目標。

作為製作・作曲・編曲人參與日本企業的主題音樂製作

東京音樂&舞蹈專門學校
音樂製作人專業(3年級)

PARK　JUNESOO
韓國・東洋言語學院

在校生訪談

其他新聞請參考日文版留學生ＴＯＤＡＹ!!

滋慶國際交流COM（JCIC）的通知

獲得知名IT企業的內定！

簽約企業：GMO網絡科技株式會社
職業：IT工程師
東京設計科技專門學校
超級IT工程師專業(4年級)

GOMEZ SANTANA CHRISTIAN
哥倫比亞・九段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語學院

參加希爾頓酒店的實習

大阪烹飪糕點專門學校
製糕點·麵包科 糕點師專業(2年級)

YUNITA　NIDYA SUSANTI
印度尼西亞・大阪文化國際學校

企業課題

全神貫注在樂曲製作中

　　GOMEZ 同學在校期間，不
光是學習編程，也積極參與團隊
製作系統以及 APP 等製作項目。
並且在 IT 業界中十分盛行的黑客
馬拉松以及創意馬拉松，此類在
限定時間內做出新的程序以及企
劃的活動中，有過獲獎經驗。在
3 年級的時候參加了很多知名企
業的業界研修活動（mixi，樂天，
V O YA G E ， C y b e r a g e n t 、

NTTdocomo、Gnavi），並 且 廣 泛 受 到 好 評。在 升 級 製 作 展 中 還 得 到 了
Square-enix 這樣的遊戲企業伸來的橄欖枝，這次本人決定進入第一志願的
GMO 網絡科技株式會社。這是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起期待他將來的發展吧！

就職報告

實習中

在最愛的日本學習最喜歡的音響技術！  

東京電影‧演員專門學校
音響＆ＭＡ專業(３年級)

羅　佳琪
中國・學習院大學

① 來日本留學前曾經做過些什麼呢？
在藝術系的大學裡學習電影導演專業。還寫過劇本、拍攝過短
片和製作過話劇。

②想在日本目標成為音響工程師的契機是？
音響是我從高中以來的興趣。選擇日本的原因是希望除了在中
國學過的東西以外，在更接近自己理想的環境中學習和工作。

③請告訴我們你在正在努力的事情，以及將來的目標和夢想
目前正在準備就職，每天都在製作履歷書、企業參訪和參加面
試中度過。

將來的夢想是作為音響工程師，讓許多人能對我說：「想跟你一起工作」、「下次也
拜託你了！」
雖然到實現為止還需要時間，但我會盡全力努力的！

在校生訪談

【3】滋慶国際交流 COM　TODAY

2017/A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