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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2019
毕业·晋级作品展 2019年2月，滋庆学园COM

集团各校均举行了【We are 

2019 毕业·晋级作品展】。

在专业的现场培养业界需求

的具备有“即战力”的学生，

以专业人士直接授课的实践

教育【产学携手教育系统·

企业课题】为中心，学生们展

示了作品，面对企业人士发

表作品介绍演说。

2月11、12日在新宿NS大楼举办了毕业·晋级作品展「We are 
TECH.C.2019」。这次采访了游戏专业中展出桌游的团队。负责游戏
企划·脚本专业2年级的黄同学说“我负责这个游戏的难度关卡设计。
为了让玩家能有更好的游戏体验，试玩调整了很多次，在士兵的各项
数值调整方面费了很大的功夫。”而同专
业3年级的王同学则表示“为了设计出简
单易懂的游戏规则说明书，我反复修正了
几十次之后终于完成了。看到会场有许多
客人拿着我做的说明书、满怀兴趣地玩着
游戏时感觉非常充实且有成就感。感谢一
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学校老师。”

We are TECH.C.2019结束之后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游戏企划·脚本专业（3年级／2年级）

王遥
中国·国书日本语学校　志村校舎

黄子康
中国·神戸东洋日本语学院　元町校区Ⅰ

接待客人的样子

TOKYO

加入游戏并解说游戏规则 大家一起制作的桌游

毕业·晋级制作展we are TCA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在2019年2月8日、9日于幕张Messe举办了「毕业·晋级作品展 we are TCA」、野生动物&环境保护专业2年级的
陳劲光同学在环境展区内连续2天都进行了自然解说的活动。为了这个自然解说，陈同学在去年6月时到位于长野县大町市的千年之森自然
学校进行生物及植物的调查。本次的自然解说是以“让来场的客人都能对自然环境更加关心，吸引更多人能加入环境保护活动”为目标而举
办的。活动当天有许多企业和一般顾客参加，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倾听陈同学的解说，相信必定会成为他们开始关心自然环境的好机会。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ECO
野生动物&环境保护专业（2年级）

陈劲光
中国·早稻田文化馆日本语学校

「果实手工制作体验」 自然解说中

TOKYO

企 业 项 目

好侍食品株式会社的企业课题中获得最优秀奖！
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
网页设计&编辑企划专业（3年级）

謝　金妘
马来西亚·帝京马来西亚日语学院

网页设计&编辑企划专业3年级的謝金妘同学和同学一起参加好侍食品的企业课题，在向企业发表作品后，成
功获得企业青睐赢得最优秀奖！如此佳绩当然也在OCA的毕业·晋级作品展中发表！谢同学向我们分享她的
感想“经历了这次的团队合作，深刻体会到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成员都有各自的分工，不能完全照自己的喜好一
意孤行，需要朝着成员共同确定的目标工作。和独自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即是在彼此交换意见之后常会发现
自己过去不懂或没想到的点子。这次的课题需要像真正在工作一样全方位地考虑周详，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在制作展中发表的样子 和团队集思广益出好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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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界 研 修

包含原同学在内的3名学生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以兵库县·淡路岛为背景，由搞笑艺人间
宽平先生和其长男间慎太郎先生、田村宪司先生主演的电影“过时”（暂名）的拍摄现场！！
原同学在结束工作后说 ：

“这次的现场工作和过去参与过的完全不同，没想过能有这么开心的工作现场。我加入演出
组，在助导身边一面负责场记板一面学习。
对没有做过场记板工作的人来说可能会以为很简单，实际上并不是，一不小心犯错就需要
花很多时间重来。
即使只做场记板也有许多学问。除了需要写上正确的场景号码、也要配合摄影机的镜头改变位
置，在合适的时机拍板。甚至在昏暗的地方也要使用手电筒打光，懂得依照现场的需求临机应变。
我在这次的现场和演出者及工作人员们交往融洽，虽然日程十分紧凑，但因为是充满欢笑
的工作现场所以做的十分开心！”
这部电影将在4月于那霸市举办的「第11届冲绳国际电影节」中上映，十分令人期待！！

以实习身份参加电影的摄影现场！！
放送艺术学院专门学校
媒体科·电影电视剧制作专业（1年级）

原 文杰
香港·关西外语专门学校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陈德怀同学，以贝斯手身份在
人气歌舞团「DA's」于2019年1月26日在难波
YES THEATER举办的定期公演中演出！DA's
是由大阪舞蹈专门学校的在校生及毕业生所组
成共计40名的女子组合。不仅在冲绳国际电影
节中登台演出，也会举办定期公演，更在将音乐
MV上传至YouTube之后人气扶摇直上。陈同学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感想“刚开始一起
演出时我都非常紧张。但DA's每个月都有固定演出，借此学习到很多在音乐现场工作
的知识。能在在学期间得到以固定成员身份演出的机会，让我获得长足进步。也因此获
得了参与其他活动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毕业后在台湾担任知名乐团的贝斯手是陈
同学的梦想！

TCA在2月2日（周六）配合农历新年举办了
国际春节聚会。滋庆学园中TCA是留学生最
多的学校，各国留学生推出了各自国家新年
时的传统料理，也举办了宾果大赛等游戏活
动。
当天由学生们做了日本的糯米团子、中国的
水饺、韩国的年糕汤等料理大家分享，因为第二天正好是日本的节分，连惠方卷也出现
了！
不只是留学生、许多日本人学生也一同参加共享各国料理并加深了彼此的交流。让正值
春节期间却无法回国的留学生们有更多和日本人同学交流的机会，度过了充实愉快的
时光。

与热门歌舞团「DA's」同台演出！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贝斯技巧专业（研究生）

陈德怀
台湾·J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New Year Party 庆祝国际春节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全学生対象

激情演奏贝斯炒热气氛！

DA's的纪念合照 学生们亲手做的料理

令人怀念的味道！

学 校 活 动

特别讲座

2月15日（周五），我们请到来自美国的IoT开发者Bodo Hoenen老师来校为我们开讲“通过
IT和制造业的全球对话”的内容。参加了这次特别讲义的超级情报处理工程师专业的CHAN同
学表示，从这次的讲义中他了解到“即使遇到困难也要鼓起勇气行动的重要性。”Bodo老师为
了帮助因病所苦的女儿，运用科技的技术开发新的设备，从有别于医生角度来努力。“最初是为
了女儿而展开行动，是不是同时也为其他有同样烦恼的人带来希望的想法让我十分感动。深切
感受到他想解救更多人的期望。”“另外，Bodo老师所说的「开放社会创新」（多数的有识之士
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在日本似乎还不太为人所知，希望能发扬光大让大家都知道。”

人类天生的可能性的伟大之处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超级IT工程师专业（3年级）

CHAN YOU CHUN
马来西亚·KCP地球市民日本語学校

讲师简介：
Bodo Hoenen先生
定居美国纽约。曾受邀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IoT开发者。
是一名社会创业家、咨询顾问、创新者、思考导师。为了儿童发起改善世界的活动。

Bodo老师在解答学生疑问

纪念留影

企业项目

来自印尼的留学生CHRISTIAN ANGKASA同学，在为ANA GRAND 
PLAZA HOTEL大阪的商品开发企划中获得了优秀奖。本次的课题是

「配合复活节推出的蛋糕提案」。ANGKASA同学和同组的2名日本人同
学不断尝试，反复从错误中寻找正确的方向，完成了这款欧式的复活节
蛋糕「rafrachir」。怀想着将在海外已经颇具知名度的红萝卜蛋糕推广
给更多日本人的想法而设计出的蛋糕，最难的部分在于要找出和蛋糕
相辅相成的慕斯。在经过多次试做并询问主厨的建议之后，终于决定了
蛋糕和慕斯的组合配方。松软的红萝卜蛋糕搭配白巧克力慕斯及莓子
慕斯，加上月桂，就完成了具丰富香气的蛋糕。

“透过这个企业课题，了解到蛋糕完成前谨慎考虑组合配方的重要性。
也通过这次的经验感受到自己的成长。”ANGKASA同学向我分享了他
的获奖感想。

获得企业课题优秀奖！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制糕点·面包科 糕点师专业（2年级）

CHRISTIAN ANGKASA
印度尼西亚·MANABI外语学院

在此发挥2年的成果！

荣获优秀奖！

ANGKASA同学的队伍开发的作品「rafraîchir」

在EMC壁画设计作品前合照（We are TECH.C 2019）正在发表商标设计演讲的萧同学

主修网页设计的萧同学自入学以来就积极参加企业课题。在新创企业株式会
社Neoassist的商标设计提案课题中，成功掌握企业的特长，设计出能清楚明
瞭地传达企业理念的商标，并获得企业采用。除此之外，在2018年秋天刚开
校、设有最尖端设备的The Electronic Music Collective的校内展示墙，萧
同学所设计的壁画设计也获得采用。以日本的街道为概念、结合纽约文化 ：都
市、电子音乐、舞蹈、音乐、雷鬼、Hip-hop等元素，成功表现出EMC的特长。
获选作品也展示在We are TECH.C.2019的毕业·升级制作展的会场中，广
受来场观众的好评。萧同学说“学校的课业很充实，也很喜欢学校的气氛。在校
期间就能参加企业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接下来也想继续磨练自
己的技术，让更多好的作品可以获得展示的机会。”

2项企业课题都成功获得采用！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网页设计师 （1年级）

萧凯文
中国·ISI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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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界 研 修

包含原同学在内的3名学生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以兵库县·淡路岛为背景，由搞笑艺人间
宽平先生和其长男间慎太郎先生、田村宪司先生主演的电影“过时”（暂名）的拍摄现场！！
原同学在结束工作后说 ：

“这次的现场工作和过去参与过的完全不同，没想过能有这么开心的工作现场。我加入演出
组，在助导身边一面负责场记板一面学习。
对没有做过场记板工作的人来说可能会以为很简单，实际上并不是，一不小心犯错就需要
花很多时间重来。
即使只做场记板也有许多学问。除了需要写上正确的场景号码、也要配合摄影机的镜头改变位
置，在合适的时机拍板。甚至在昏暗的地方也要使用手电筒打光，懂得依照现场的需求临机应变。
我在这次的现场和演出者及工作人员们交往融洽，虽然日程十分紧凑，但因为是充满欢笑
的工作现场所以做的十分开心！”
这部电影将在4月于那霸市举办的「第11届冲绳国际电影节」中上映，十分令人期待！！

以实习身份参加电影的摄影现场！！
放送艺术学院专门学校
媒体科·电影电视剧制作专业（1年级）

原 文杰
香港·关西外语专门学校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陈德怀同学，以贝斯手身份在
人气歌舞团「DA's」于2019年1月26日在难波
YES THEATER举办的定期公演中演出！DA's
是由大阪舞蹈专门学校的在校生及毕业生所组
成共计40名的女子组合。不仅在冲绳国际电影
节中登台演出，也会举办定期公演，更在将音乐
MV上传至YouTube之后人气扶摇直上。陈同学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感想“刚开始一起
演出时我都非常紧张。但DA's每个月都有固定演出，借此学习到很多在音乐现场工作
的知识。能在在学期间得到以固定成员身份演出的机会，让我获得长足进步。也因此获
得了参与其他活动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毕业后在台湾担任知名乐团的贝斯手是陈
同学的梦想！

TCA在2月2日（周六）配合农历新年举办了
国际春节聚会。滋庆学园中TCA是留学生最
多的学校，各国留学生推出了各自国家新年
时的传统料理，也举办了宾果大赛等游戏活
动。
当天由学生们做了日本的糯米团子、中国的
水饺、韩国的年糕汤等料理大家分享，因为第二天正好是日本的节分，连惠方卷也出现
了！
不只是留学生、许多日本人学生也一同参加共享各国料理并加深了彼此的交流。让正值
春节期间却无法回国的留学生们有更多和日本人同学交流的机会，度过了充实愉快的
时光。

与热门歌舞团「DA's」同台演出！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贝斯技巧专业（研究生）

陈德怀
台湾·J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New Year Party 庆祝国际春节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全学生対象

激情演奏贝斯炒热气氛！

DA's的纪念合照 学生们亲手做的料理

令人怀念的味道！

学 校 活 动

特别讲座

2月15日（周五），我们请到来自美国的IoT开发者Bodo Hoenen老师来校为我们开讲“通过
IT和制造业的全球对话”的内容。参加了这次特别讲义的超级情报处理工程师专业的CHAN同
学表示，从这次的讲义中他了解到“即使遇到困难也要鼓起勇气行动的重要性。”Bodo老师为
了帮助因病所苦的女儿，运用科技的技术开发新的设备，从有别于医生角度来努力。“最初是为
了女儿而展开行动，是不是同时也为其他有同样烦恼的人带来希望的想法让我十分感动。深切
感受到他想解救更多人的期望。”“另外，Bodo老师所说的「开放社会创新」（多数的有识之士
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在日本似乎还不太为人所知，希望能发扬光大让大家都知道。”

人类天生的可能性的伟大之处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超级IT工程师专业（3年级）

CHAN YOU CHUN
马来西亚·KCP地球市民日本語学校

讲师简介：
Bodo Hoenen先生
定居美国纽约。曾受邀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IoT开发者。
是一名社会创业家、咨询顾问、创新者、思考导师。为了儿童发起改善世界的活动。

Bodo老师在解答学生疑问

纪念留影

企业项目

来自印尼的留学生CHRISTIAN ANGKASA同学，在为ANA GRAND 
PLAZA HOTEL大阪的商品开发企划中获得了优秀奖。本次的课题是

「配合复活节推出的蛋糕提案」。ANGKASA同学和同组的2名日本人同
学不断尝试，反复从错误中寻找正确的方向，完成了这款欧式的复活节
蛋糕「rafrachir」。怀想着将在海外已经颇具知名度的红萝卜蛋糕推广
给更多日本人的想法而设计出的蛋糕，最难的部分在于要找出和蛋糕
相辅相成的慕斯。在经过多次试做并询问主厨的建议之后，终于决定了
蛋糕和慕斯的组合配方。松软的红萝卜蛋糕搭配白巧克力慕斯及莓子
慕斯，加上月桂，就完成了具丰富香气的蛋糕。

“透过这个企业课题，了解到蛋糕完成前谨慎考虑组合配方的重要性。
也通过这次的经验感受到自己的成长。”ANGKASA同学向我分享了他
的获奖感想。

获得企业课题优秀奖！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制糕点·面包科 糕点师专业（2年级）

CHRISTIAN ANGKASA
印度尼西亚·MANABI外语学院

在此发挥2年的成果！

荣获优秀奖！

ANGKASA同学的队伍开发的作品「rafraîchir」

在EMC壁画设计作品前合照（We are TECH.C 2019）正在发表商标设计演讲的萧同学

主修网页设计的萧同学自入学以来就积极参加企业课题。在新创企业株式会
社Neoassist的商标设计提案课题中，成功掌握企业的特长，设计出能清楚明
瞭地传达企业理念的商标，并获得企业采用。除此之外，在2018年秋天刚开
校、设有最尖端设备的The Electronic Music Collective的校内展示墙，萧
同学所设计的壁画设计也获得采用。以日本的街道为概念、结合纽约文化 ：都
市、电子音乐、舞蹈、音乐、雷鬼、Hip-hop等元素，成功表现出EMC的特长。
获选作品也展示在We are TECH.C.2019的毕业·升级制作展的会场中，广
受来场观众的好评。萧同学说“学校的课业很充实，也很喜欢学校的气氛。在校
期间就能参加企业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接下来也想继续磨练自
己的技术，让更多好的作品可以获得展示的机会。”

2项企业课题都成功获得采用！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网页设计师 （1年级）

萧凯文
中国·ISI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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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

邱同学的作品「Eve wish」 获得巧克力项目学生组最优秀奖！

2018年11月9日，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第53届大阪府西洋糕点比赛，在拉糖、糖霜、巧克力项目
的学生组中出赛。糕点师专业2年级的留学生-邱彦凯同学通过校内初选，参加了巧克力项目，以作品“Eve Wish”
夺下最优秀奖。从暑假期间就坚持来校思考设计，不断练习做巧克力的技术，失败是成功之母，最终摘取了绚丽的
成果！邱同学向我们分享道“这次的设计重点在制作圣诞树上，要组合一小片一小片的树叶异常困难，但完成时
真是成就感爆棚，能够获奖真的非常开心。”邱同学的巧克力作品颜色有浓淡变化、透着美丽的光泽。颁奖典礼时
评审员褒奖说这是一个作品足以在一般组别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希望邱同学今后也能持续挑战制作许多更棒的
作品。

获得第53届大阪府西洋糕点比赛最优秀奖！！
大阪糕点烹饪专门学校
糕点师专业（2年级）

邱　彦凱
台湾·大阪Bio Medical専門学校

电竞职业选手专业1年级的TRUONG GIA FUE同学和赞助
商签署了直播主播契约！
FUE同学从2018年5月开始于游戏直播动画Youtube频道开
播「Migutan channel」，订阅人数在9个月内增长至7万5千
人！！如此急速成长中的FUE同学在今年2月时和Squad株
式会社签约，光荣地成为本校首位专业电竞职业选手！
FUE同学不单会讲越南语，也以日语进行游戏直播，上传玩
PUBG、LOL、APEX等各种游戏的动画实况直播。今后也请各
位继续支持TRUONG GIA FUE同学地发展！
一起来订阅她的频道吧！
https://youtu.be/OT-Cog8bVsc

越南留学生成为电竞职业选手！
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
电竞职业选手专业（1年级）

TRUONG GIA FUE
越南·法政大学

在校生访谈

众多企业参展 认真听讲的留学生们

联合企业说明会

2019年2月19日（二）福冈婚庆&饭店·观
光专门学校举办了面向1年级生的联合企
业说明会。联合企业说明会是邀请许多企业
来到本校，仅为本校学生举办企业说明会的
活动。本次活动有许多饭店&旅行专业的留
学生出席参加。曾录取了多名留学生毕业生
的知名饭店企业也前来参展，留学生们都十
分认真地聆听说明。1年级生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正式开始求职活动。在联合企业说明会
当天同时举办了求职出阵仪式，提高同学们
的就职活动气势。期待同学们都能实现自己
的梦想，加油前进！

联合企业说明会
福冈婚宴&饭店·观光专门学校
饭店&旅行专业（1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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