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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首次在新校舍举办的学园祭，2
天内共吸引了1,720名民众到场参
加。贯彻新校舍【与地方共享的学校】
的设计理念为本，学园祭当天从小孩
到在校生的家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
前来参加。
留学生主办的“异国美食街”中，由3

个国
家的
学 生 推 出 了 代 表 家 乡 的 料 理 。负 责 越 南 料 理 的 M A I  
TIEN DU同学开心的说“我负责做“BAP XAO ”，一种
用奶油拌炒玉米粒和葱、虾仁的传统料理。虽然一直在做
菜十分疲惫，但看到客人们吃了都直说好吃！好吃！就
觉得非常幸福。”
此外，韩国组推出韩国风味海苔卷、辣拌冷面，中国组则
是提供各种中国口味的油炸食品，让大家一起品尝道地
的滋味。同时，在各教室内的作品展和游戏活动也有许多
留学生活跃其中，为学园祭增添了异国色彩。不禁现在就
开始期待明年的学园祭了呢☆

东京

东京

今年在大盛况中画下句点的International Day 2019（学园祭），相较去年
多出了100名以上的客人来校参加。
维吾尔出身的AJIMU同学和意大利出身的PISCEDDA 同学，不仅在“祖国炫
耀大赛”上登台，也在教室推出联名店铺“Buon sapore！AJIMU的好滋
味！！”出售意大利肉酱面和维吾尔羊肉串烧。不论哪一道都大受好评，更获
得了销售额第一名的奖项。他们说“因为有和平常不曾有机会说话的同学一起
团队合作，特别有成就感。明年想推出更棒的美味料理。”
菲律宾出身的SINAMBAN同学在祖国炫耀大赛上登台，也在饮食企划的“炸
炸亚洲”店贩卖菲律宾甜点炸香蕉卷。台湾出身的王又玄同学上台参加祖国炫

耀大赛，并负责International Day 2019的整体记录，担负重
责大任十分活跃。西班牙出身的JOSE同学，展示企划“JOSE军
团”贩卖自己原创的插画海报，他表示“有朋友特地过来参加，也
卖出很多自己的画，非常开心”。
许多留学生们透过在舞台、作品展示、料理等各种企划中大大活
跃。因为这次International Day 2019让不同学科、专业、年级
同学的同心协力，不只结交到了新朋友，也能将这些经验活用在
未来的团队合作上。期待明年的学园祭！

机器人&IoT专业(1年级）
Repikaiti Ajimu
中国（维吾尔族）·东京富士语学院

超级AI设计师专业(1年级）
Piscedda Alessandro
意大利·赤门会日本语学校 本校

软件程序设计师专业(1年级）
Sinamban Eugene Jerome
菲律宾·日本东京国际学院

游戏企划·脚本专业(1年级）
王又玄
台湾·实践大学

背景·物件设计专业(2年级）
Contreras Del Rio Jose
西班牙·KAI日本语学校

JOSE军团

祖国炫耀大赛发表中（王又玄同学）

销售额第一名的“Buon sapore! AJIMU的好滋味!!
”左PISCEDDA 同学、右AJIMU同学

大家一起拍大合照！

祖国炫耀大赛发表中
（SINAMBAN同学）

2019 年
滋庆 COM 集团

新校舍首次举办！2019年TCA学园祭吸引1700人来校！新校舍首次举办！2019年TCA学园祭吸引1700人来校！

INTERNATIONAL DAY学园祭2019 ～一同迈向新时代的开拓者～INTERNATIONAL DAY学园祭2019 ～一同迈向新时代的开拓者～

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
游戏编程专业(1年级）

Mai Tien Du
越南·赤门会日本语学校 本校

店员们努力大声地招呼客人 大受好评的越南料理BAP XAO

发挥平日兴趣的郭同学的咖啡店

东京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最有人气的韩国组料理

学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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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马陆辞玉
中国·东京经济大学

今年是首次“选美大赛”和“cosplay大赛”都
举办的学园祭，非常热闹！我在“cosp lay  
cafe”负责店面装饰和扮演女仆，还有登台表
演！我因为太紧张了，摆出来的姿势都不如想
象。最后所有演出者在舞台上集合时，主持人
突然要我自我宣传，脑袋一片空白的我，连自

己的名字都没说就结
束了，超级后悔。但是
台下观众们都向我打
气、炒热气氛，真的非
常享受在其中!! 将来
也许还有站上舞台的
机 会 ，是 非 常 好 的 经
验 。不 论 是 在 舞 台 上
演 出 、或 是 在 后 台 制
作 舞 台 的 人 ，大 家 都
非常努力才能成就这
么 热 闹 的 学 园 祭 。明
年要以毕业生的身份
再回来玩!!

东京动画·配音专门学校
配音&歌手专业(2年级）

6/8和6/9这两天是学园祭。我在学校担
任“执行委员”参与学园祭的营运事务。学
园祭的期间非常忙碌且热闹。作为工作人
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让我感到责任重
大。我负责现场表演的台下工作。在学园
祭中摄影、照明、音响组的同学们都非常
活跃，正因为有这些人在幕后默默支持才
能完成现场表演，让我深感佩服。现场表
演的时间非常短暂，为了台上三分钟的表
演，他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做准备工
作，让我感受到日本人追求完美的职人精
神，我会铭记他们的这份精神。

东京电影·演员&放送艺术专门学校
导演·脚本专业(1年级）

徐玉竹
中国·秀林日本语学校

今年的学园祭我以演出者的身份参加。第一天是歌手，第二天则是自愿
上台表演。
身为演出者最重要的就是让客
人开心，为了炒热现场气氛我
颇费思量，下了不少功夫。
所幸当天会场的气氛十分热
烈，观众们情绪都很高涨，真的
非常享受。从舞台上看到的光
景真的非常棒，值得准备期间
努力练习时的所有付出。
透过学园祭我学到很多东西。
重新体会到不是自己演出了就
好了，如何让观众开心才是我
们演出真正的目的。这样能够
让观众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体
会开心愉悦的感觉真的很幸
福，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东京动画·配音专门学校
配音&歌手专业(2年级）

杨文君
台湾·三峰日本语学校

杨　文君

6月15日（六）、16日（日）
两天是名古屋地区COM
集团5所学校的学园祭。虽
然天公不作美，但饮食小
档、学生原创的商品贩卖、
射击游戏、逃脱游戏等有
趣的活动企划依旧吸引了
许多来客，校内活气腾腾。
今年刚入学CG&影像设
计师专业的南帝同学，和
同专业的同学们一起经营
咖啡厅，在校内四处奔走
努力地招揽客人。许多客
人慕名而来，生意络绎不
绝。虽然他是第一次参加
这种活动，但藉由和日本
人同学们一起合作完成这
个企划，留下了愉快的回
忆。

名古屋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CG&影像设计师专业(1年级）

许南帝
韩国·长安高等学校

正式开场前的舞台

正在准备舞台的照明设备 在入口处招揽客人

参加学园祭参加学园祭 第一次的日本学园祭第一次的日本学园祭

在学园祭大放异彩！在学园祭大放异彩！开心的学园祭！开心的学园祭！

20 1 9年学园祭2019年学园祭

在努力招揽客人 

大阪

大阪

我是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想成为歌手在日本获得成功而来此留学！我在这次学园
祭中有参加现场表演和摆卖小吃。同样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朋友用吉他替我伴奏，我
则唱了韩文歌。观众们都十分开心的样子。我想让大家了解小吃摊是韩国的文化之
一，就将辣炒年糕改良并推出名叫“K-Tok”的摊位。非常庆幸的是销量也很不错。
OSM对想从事音乐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能激励人干劲十足的学校，有很多活动也
能累积丰富经验，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大阪音乐专门学校
歌手专业(2年级）

金英雄
韩国·屋久岛大空高等学校 大阪校区

今年6月15和16日是OCA 2019年度学园祭的日子。学园祭是以学生为主角的
活动，执行委员、参与企划的学生们都为了学园祭的成功而积极忙碌。
电竞职业选手专业的杨同学和游戏角色设计专业的谢同学，2人一起企划台湾料理
店。杨同学负责设计菜单，擅长画画的谢同学则是负责看板的插画和内部装饰。
到了学园祭当天，贩卖辣味泡菜饺子和卤茶叶蛋的档口大排长龙，客人们好评如
潮。有些客人开心地评价说：泡菜饺子的辣味恰到好处；第一次吃茶叶蛋，感觉很新
奇又美味。
学园祭结束之后，杨同学和谢同学都笑着说“虽然很累，但销售额和客人的笑容都
赚饱饱的，非常开心”

OCA大阪设计&IT专门学校
电竞职业选手专业(1年级）
游戏角色设计专业(1年级）

杨寰霖 台湾·大阪YMCA学院日本语学科

谢子伟 台湾·关西外语专门学校日本语课程

谢同学(左2）、杨同学（左3）正在做料理和招待客人

和同是来自韩国的留学生组成搭档 也有很多日本人朋友！K-POP部的模拟店

用歌声和模拟店将学园祭推向高潮！用歌声和模拟店将学园祭推向高潮！

在2019年OCA学园祭
中出售台湾小吃！

在2019年OCA学园祭
中出售台湾小吃！

在学园祭表演现场作画！在学园祭表演现场作画！

20 1 9年学园祭2019年学园祭

仙台

6月8日、9日是SCA、仙台医健、仙台ECO的“联合学园祭”之日。
虽然第一天下雨了，但第二天就顺利放晴，来校人数比去年更多，达到了2373人！！
仙台校的2名留学生也积极参加各自专业的学生企划活动！
来自中国，就读于录音&PA工程专业1年级的张同学参与了改变录音室为“电影院”企划。
在空挡的时间他去参观其他专业的企划和模拟店，充分享受了第一次参加学园祭的乐
趣。
漫画插图专业2年级、中国出身的穆同学参加了展
示和出售学生作品的“一起来吧！绘画森林”的企
划，而且她挑战了在来场者面前现场表演作画！
虽然其后穆同学说“有一点紧张”，但我们期待她
明年有更出色的表现！

仙台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漫画插图专业(2年级）

穆瑞莹
中国·东北大学

现场的作品穆同学挑战现场水彩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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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园祭表演现场作画！在学园祭表演现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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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

6月8日、9日是SCA、仙台医健、仙台ECO的“联合学园祭”之日。
虽然第一天下雨了，但第二天就顺利放晴，来校人数比去年更多，达到了2373人！！
仙台校的2名留学生也积极参加各自专业的学生企划活动！
来自中国，就读于录音&PA工程专业1年级的张同学参与了改变录音室为“电影院”企划。
在空挡的时间他去参观其他专业的企划和模拟店，充分享受了第一次参加学园祭的乐
趣。
漫画插图专业2年级、中国出身的穆同学参加了展
示和出售学生作品的“一起来吧！绘画森林”的企
划，而且她挑战了在来场者面前现场表演作画！
虽然其后穆同学说“有一点紧张”，但我们期待她
明年有更出色的表现！

仙台设计&科技专门学校
漫画插图专业(2年级）

穆瑞莹
中国·东北大学

现场的作品穆同学挑战现场水彩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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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

2019年6月8日（六）、6月9日（日）是学园祭的日子。各个领域专业的学生们发挥所学，策划了时尚婚纱、原创Bar、航空贵宾室等，各种款待客人的企划。留学生们也在门
口以笑脸迎接客人们到来。酒店专业1年级同学主办的原创无酒精饮料Bar吸引了许多客人。2年级同学设计了非常真实的鬼屋，客人们的悲鸣响彻馆内。航空专业则推出
猜谜和抓零食的游戏，客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玩得非常开心。对1年级同学来说这是第一次的学园祭，大家都满脸笑容开心地玩到最后了。

福冈IR&婚庆·酒店专门学校
酒店&旅行科(1·2年级）

航空专业的学生们 扮鬼的留学生跃跃欲试

东京地区的合唱团关西地区的爵士BIG BAND乐团　

学校介绍会（东京校）

5月29日（周三）在东京地区、5月30日（周四）在关西地区举办了招待日语学校老师们的“学校参观会”。
两个地区都是在新落成的校舍举办（东京交流艺术专门学校、神户·甲阳音乐&舞蹈专门学校）。会上我们介绍了滋庆COM
集团东京地区和关西地区的各个学校的学科专业、学生的就业成果以及对留学生的支援体制，还安排在校留学生们发表了
企业课题的成果，这是一个让日语学校的老师们了解我们学校的最新设备与环境的好机会。
此外，东京地区安排了合唱团表演、关西地区则安排了爵士BIG BAND乐团的演奏，受到老师们的热烈回响。日语学校的老
师们十分关心怀抱梦想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们的成长，从日
语学校毕业的学生们主动前来问候昔日恩师，向老师们报告
了学习状况，让老师们感觉无比欣慰。

在Bar前愉快地迎接客人

2019年度日语学校参观会2019年度日语学校参观会

学园祭学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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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参观日学校参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