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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高中 2018 年日本電子專門學校 

動漫技能研習-國際教育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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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姓    名：    彭○融        

班  級：241           

活動日期：107年 3月 18日至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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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18 日 

地點：桃園→東京            

心得：今天我們要出發到日本，我雖然不

是第一次出國，但是對於日本我還是很憧

憬的，而且我沒有去過像東京這樣的大城

市，所以我還是有點小興奮的，當飛機要

降落時，我看到日本的土地，興奮的感覺

在此時爆發出來，當時想著，我現在就在日本的上空、我已經到日本了...這些情緒

直接擁入我的腦海中，一下飛機我覺得頓時豁然開朗，不知道是因為所處的地方不

一樣還是怎麼了就感覺比較喜歡這裡的空氣，我一開始滿緊張的以為這裡會很冷，

但沒想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還滿涼的，只是出海關在等待巴士來載我們的時候等待

的時間很冷而以，畢竟一直待在冷風中，一直被冷風襲擊，還是有些受不了的。終

於等到巴士來了，我們也陸陸續續得將行李搬上車，當時已經是日本時間五點半了，

然後等到達飯店放行李確認房間沒有問題之後，我們到大廳集合一起去吃晚餐，那

時候已經八點快九點了，所以只是在附近的小餐館隨便吃個東西而已，但是我覺得

超級好吃的，我吃了一個豬排飯，雖然都是豬排飯，但是真的有比較好吃，可能是

因為心理作祟吧，俗話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嘛，吃完之後我們就回飯店休息了，第

一天因為旅途奔波，所以也沒有其他的活動早早就睡覺去了，因為明天還要上課，

那天回到房間後，我還打開了電視研究一下要怎麼操作，可是研究不出個所以然，

於是就放棄了，洗澡的時候還偷偷的體驗了一下會發熱的馬桶坐墊，那感覺真的很

奇怪，屁股熱熱的這是我去日本八天裡最不能習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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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19 日 

地點：新宿、涉谷  

心得：今天早早就起床了，因為

今天是第一天的課程所以大家都

不敢懈怠，而且來到人生地不熟

的地方大家也都不敢亂來，於是

大家都很早起床，一大早起床看

到大家的臉都是一整個睡眠不足

的臉，可是大家還是精神抖擻得去上課了，第一天早上參加始業式，聽日本電子專

門學校的校長來給大家致詞，當然，講的是日語，雖聽不懂但還是有負責翻譯的老

師，內容大概都是說：學校的科系啊、畢業的學生參與的作品還有一些勉勵大家的

話之類的，然後聽完冗長的致詞後，我們就去吃午餐，不得不說日本的便當真的很

特殊，台灣的便當是熱的，但是日本的便當是冷的，吃了一口飯覺得…恩…感覺好

像還好嘛也不難吃啊，其他的配菜還有魚、馬鈴薯泥、和其他菜（我忘了），重點是

他的上面還會灑一些櫻花這是讓我覺得最特別的，而且飯還真的有一點櫻花的味

道，吃過午餐後我們就開始上課了，下午我們就分別去了自己所選的課程的教室去

上課，我選的是動畫製作的課程，然後我們第一天學到的東西是關於動畫的原理，

老師說：「動畫的原理就是來自眼睛的視覺暫留現象 指的是當一秒鐘內圖像快速播

放超過多少張以上才算成立視覺暫留現象」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動畫都是一個動作之

間插入許多張連貫的畫，這樣才能使動畫成立，這就是第一天我們所學的東西，我

們還實際操作了一下動畫原理，老師給了我們一人一張紙圓盤，上面有著 12個洞，

他還給了我們一雙沒有分開來的竹筷和一個圖釘，首先我們要在圓盤上畫東西老師

說不要畫太複雜的畫，因為每一個洞之間都要畫一個可以連續的畫，所以畫太複雜

的畫可能會畫很久，然後畫之後老師教我們不要把竹筷拆開，我們要打圓盤釘在筷

子上〈可以讓他在上面轉的那種，釘好之後就是圓盤會像風車衣樣在上面轉動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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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然後他給我們一個鏡子叫我們把畫好的圓盤面對鏡子，很神奇的話竟然動了起

來，我呢則是畫了一個火柴人但因為我畫得太小導致動作看不太出來，於是我又重

畫了一次，結果一天下來我們了解到了動畫的原理、歷史，實際體驗動畫是怎麼來

的。放學之後我們去了涉谷，我們去參觀了 NHK電視台的總部，他有一個參觀的地

方，裡面有許多 NHK電視台播放的歷史和 NHK專門的頻道之類的，我們很幸運的還

遇到吉祥物出來與我們打招呼，大家都很開心的跟吉祥物拍照，然後晚餐我們就在

涉谷區自行解決了。 

（NHK吉祥物多摩君）來源 google圖片 

（當日的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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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0 日 

地點：新宿→原宿           

心得：今天課程上分成上午的課

和下午的課，上午的課再說如何

把動畫連貫起來，所以一開始老

教給了我們一張白紙和一張上面

有一個女孩和一顆球和一隻狗的

紙，然後老師教我們把紙疊起來

放在一個檯子上那個台子下面會有光，所以很容易得看到下面的原畫，然後我們就

開始描了，而今天主要的課程就是把自己的畫作變化，就是把描好的球然後變化成

自己想要畫的東西，我畫了一個杯子，所以就是要把球想辦法變成杯子，畫完之後            

還要跟別人的交換，然後把大家的畫串在一起，而我們則是按學校分組，所以我的

畫給會給下一個同學，我呢則會拿到上一個同學的畫，畫到一半時老師看到我手上

的畫，老師說：「恩…這個有點難畫喔，因為這是一個人物所以比較複雜」，然後老

師就幫我畫了一點，然後我就莫名其妙的得到了職業繪師的原畫了，然後下午的課

程就是關於 3D CG的製作，這裡大概就在說一些製作 3D的軟體以以及給我們實際操

作軟體的功能，就是讓人物動起來之類的課程，這是我覺得最難的課程，因為不太

好操作，而且東西又多，所以很複雜。放學之後我們去了明治神宮，裡面的遊客真

的很多，給了我一種感覺就是，雖然身處日本，背景也是日式建築，但是就是沒有

感覺在神社的感覺。從大門進去兩旁就是參天的大樹，完全不覺得這是在大樓林立

的中心，彷彿在幽靜的森林裡漫遊，後來想到我現在身處東京的鬧區，我才發覺很

不可思議的是一個鬧區中會有一個這樣得地方，四周都是樹，根本感覺像在森林，

完全沒有都市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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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神宮大門） 

 

（大門一進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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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1 日 

地點：新宿→秋葉原          

心得：今天上課的內容也分成早

上和下午的課程，早上的課程是

是在我們利用電繪板畫出自己創

造的腳色，第二天上課是用鉛筆

在紙上畫，今天所學的是在電腦

上面繪圖，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雖然還是一樣的困難，對我這繪畫白癡來說畫畫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我畫出

來的東西都似不像的，雖然在老師的幫助下勉強還看得出來是在畫人物，然後上午

的課之後我們提出跟老師拍照留念的要求老師也很樂意，然後我還跟老師要了簽名

老師也幫我簽了，還且他還很用心地在我的簽名的小本子上畫了畫，他問我我喜歡

的腳色是什麼，然後我告訴老師後，老師就幫我畫出來了，我拿到之後超感動的而

且化的跟原本者畫的根本一模一樣，所以我拿到之後同學同學就說：「诶诶，可以幫

我跟老師也要簽名嗎？」於是我又去找了老師要了簽名，老師也為大家畫了其他的

畫，下午之後我們的課程在講說關於上色的技巧，老師有讓我們實際操作，而上色

的人物就是早上自己畫的原創人物，上完色後發現雖然越來越像一個人物，但是畫

完之後再看看老師的畫，就覺得自己的畫真的不能拿上檯面說，真的要比喻的話，

老師的畫就像動畫裡面所看到的差不多，但我畫就像是小學生會畫的東西。上完今

天的課以後，我發現這不只要有繪畫技術，些電腦知識，這樣才能正確操作這些繪

畫軟體。 自上完今天的課程以後，我們就去了宅宅勝地─秋葉原，實際到那邊以後

發現真的名不虛傳，先不說四周的高樓大廈，附近進是很多關於動漫的店家，還有

很多關於電玩、遊戲中心、夾娃娃的店，當然秋葉原最有名的電器街 ，但說實話我

對秋葉原的印象就只有二次元而已，去到那邊看到很多公仔（老婆），雖然很想買但

是想到後面還有好幾天要過就不敢亂花錢了，所以就只能看不能買，當下的心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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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淌血，但是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那天我們去吃了燒肉，去到日本我覺得花最多的

是在吃的方面，再來才是土產類的東西，我的錢在這兩方面支出最多，且那個燒肉

是吃到飽，但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可以用餐，所以我們就不斷得請服務生送肉過

來，大家根本像是惡良撲羊一樣的吃著肉，但大家真的都吃得很開心，等到要結帳

的時候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是看到價格的時候還是有點嚇到，我們五個人吃了兩萬

多日幣換算成台幣大約快五千五百塊台幣，但是我們吃超過 30盤的肉，所以還是值

得的，我想那時後的服務生應該也傻眼了吧！ 

（那天的晚餐燒肉） 

 

（老師的簽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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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2 日 

地點：東京都聽           

心得：今天是結業式，雖然只有

短短的四天，但是這四天裡我真

得學到了很多，從第一天學動畫

的歷史和原理，到第二天開始動

手繪畫屬於自己的人物然後把自

己的畫和其他的畫串在一起然後

把它做成一個動畫，到了今天也和老師們培養出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所以在結業式

的時候，大家還是很捨不得的，於是我就當起主辦人，邀請我們動畫製作科的同學

（只有光復中學的學生）、全體的老師和翻譯的老師一起來張大合照，由此可之，大

家都很喜歡在這裡上課這些時光，在那天我們所有動畫製作科的同學在大禮堂集

合，然後把這幾天自已作的作品放在禮堂的螢幕上，雖然沒有作得很好，但是老師

們還是很開心的看著我們這幾天所做出來的成品，到最後每個學校都有個代表上去

致詞，有些人是用日語，有些人是說國語然後請翻譯的老師翻譯成日語，就這樣致

詞結束後，大家也就正式告別了，但我們彼此之間都留了美好的回憶─「越是美好

的回憶，當要離別時後就越是痛苦，天下沒有散的宴席，但是總有一天，我們會再

相見的。」我抱這樣的想法所以沒有很傷心，但是心是酸酸甜甜的這四天下來很感

謝老師們的教導，我真的是說不完的感動。接下來我們為了轉換心情，我們去了東

京都廳，上面的景色望過去就是黃昏下的天空染了一片橘紅色的彩霞，天空下是密

密麻麻的大樓和街道，在彩霞的照映之下，那一片橘紅色的天空顯得更加的惆悵。 

P.S好像沒有轉換到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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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廳上拍下的天空） 

 

（這四天下來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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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3 日 

地點：淺草、上野動物園           

心得：今天我們早上去了上野動物

園，可是當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發現

人潮有點多，所以我們就改了一下行

程，先去淺草寺，到了淺草寺之後當

然就是要去朝聖一下啦，所以我們進

去參拜了一下，裡面也是拿香的，我

頓時覺得很酷沒想到在日本也有人拿

香。參拜完之後我就去抽了籤詩然後

這是我的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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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概是如下: 

第四十五 吉 

有意興高顯 

受到別人的信賴，得到名聲，變成能夠累積財富吧。 

祿馬引前程 

如果能一直保持著善心的話，在將來的人生幸運會成為你的嚮導吧。 

得遇雲中箭 

因為令人感謝的神佛的加護，會遇到幸運吧。 

芝蘭滿路生 

如藥草或香草一片茂盛般地，被好人包圍，名聲在世間被知道，能夠變得幸福吧。 

願望：會實現吧。 

疾病：會治好吧。 

遺失物：遲遲地才出現吧。 

盼望的人：變遲遲地才出現吧。 

蓋新居、搬家：好吧。 

旅行：好吧。 

結婚、交往：全都好結果相連吧。      

 

 



 13 

 

 

日期： 3 月 24 日 

地點：台場、東京鐵塔、秋葉原           

心得：今天起了個大早，就是為了

這次日本行最主要的行程─動漫

展，今天我們一大早就從新宿出發

去到台場，一進去老師給了我們票

要我們收好，我們先在大門口拍了

一張照片後就出發去對入場了，結

果我一道排隊的地方我以為就跟

台灣的動漫展差不多，就是人沒有

很多然後動線流動很快，雖然日本

是個阿宅們的天堂，但是我沒想到

這麼的誇張，一道排隊的地方，那裏根據我的觀察下是一個停車場，帶隊的主任說

那裏有裡跟兩個足球一樣大，已出我還認為沒甚麼結果實際到那邊之後才知道，那

是真的。台場是日本填海造出來的土地，所以我們踩的地方以外，再過去就是東京

灣了，我們從一開始排隊入場大約是九點十分左右，等到我們要入場的時候已經是

快十一點了半了，所以我們沒有很多得間可以逛，可是我覺得值得，雖然沒有買到

東西，但是有看到我想看的聲優，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後來想到這是國際動漫展，

所以不只有日本人會來，就連其他國家的人也會來捧場，難怪我們排隊排那麼久，

我當下的心情是：「算了我已應不在乎有沒有進場了，我只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一

下」，後來我想說：「算了既然都來了，那就去看看日本的動漫展怎樣吧」，然後我就

用意志力的ㄍㄧㄥ下去了〈而且我還在排隊途中看到很多的 coser〉。去玩動漫展後，

我們人馬分了兩批，一批是迪士尼團，另一批是自由團，而我是跟著主任率領的觀

光團，我們那天為了雪那天去秋葉原沒買到的恥，我們跟主任提出我們要去一次秋

葉原的要求，主任說他本來是幫我們的行程排說先在台場晃一下，然後再去東京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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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參觀，參觀完之後我們再回飯店，然後主任說；「可以啊但是行賄有點趕喔!」我

們說沒關係，主任就說：「好那我們去逛完台場再去秋葉原然後再去東京鐵塔」，就

這樣我們逛完台場後，我們再次去了秋葉原，因行程有點趕，所以我們大概逛個半

小時就集合去東京鐵塔了，到了東京鐵塔後我望過去，看到一個很像聖誕樹的塔矗

立在那裏，很漂亮，但是等我們走到塔的下面的時候，他突然暗了！於是我們又在

下面待了大概 15分鐘，然後他又亮了〈我那時候還以為是什麼節目〉，可是因為我

走了一天的路了，腳很酸於是就沒有上去了，我就和另外一個同型的同學坐在那個

上坡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我們聊天聊著就突然想到一件事，然後我們嘆著氣說：

「哀…歡樂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我們明天就要回去了呢…，好不想回去喔。」。                                                     

（再度去到秋葉原買的老婆們） 

 

（東京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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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5 日 

地點：新宿御苑、桃園           

心得：今天一大早，我們去了新宿御苑賞

櫻，今天比較特別一點，我們並沒有搭電

車去，我們選擇用自己的雙腳走路過去，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在路途中很多同學

一直在嚷嚷著不想回去之類的話，等我們

到了新宿御苑後，一走進去，我看了很多

的櫻花，那畫面就好像粉色和白色點顏料

點綴在一個畫布上面，那個畫面震驚到了

我，所以我們也沒有停下腳步，我們只是

一股腦地拍照，想在最後一天裡，把這美

麗的畫深深老印在腦海裡，我們邊走邊拍，放眼望去真的全都是盛開的櫻花，看著

這些櫻花不免讓我有些難過，畢竟在日本，櫻花就是畢業的季節，這又再度的提醒

了我們今天我們即將離開這片土地，可是我們只想在這剩下的時間裡好好的體會一

下日本的人事物，所以我們把握一分一秒，絲毫不浪費得把所有得能拍的都拍，能

記的都記，就這樣我們跟這一片美麗的土地說了再見，在去成田機場的路上，我們

每個人的心中都是浮現著不想走、我還想多待幾天，這八天根本不夠的想法，我望

著窗外的景色，印入我眼簾的一棵又一棵的櫻花樹，每棵樹上都是盛開的櫻花，那

些櫻花彷彿就像在對我說：「別難過了，這次只是開始這並不是結束，這一切的一切

象徵著我們的邂逅，所以不要哭，我們會再見面的，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只要你來

我們都歡迎你」，我的心中濺起陣陣的波瀾，每一道水波，都是我們這八天下來美好

的回憶，水並不會消失，而是透過循環，永遠的存留在這個世界上，相對的，這八

天的回憶並不會消失，而是透過記憶和相片方式，永遠的存在於我們的心中，所以

我對著這一大片的櫻花發誓，不管怎樣我以後一定還會再來看你們的…。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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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開了陪伴我們這八天的地方，在飛機上，回想起第一天的時候，大家彼此都

還很陌生，經過八天的歷練後我們變得跟家人一樣，彼此之間都有了特殊的感情。

終於…回到熟悉的台灣，醉在車上的我想起這八天的所有回憶，不經讓我有點鼻酸，

雖然我不是第一次出國，但是，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和這麼多人一起出國玩是一件這

麼快樂的事情，我很謝謝這幾天陪伴我們得老師和主任，也很謝謝這八天陪我嬉鬧

的同學，還有遠在日本，那些幫我們上課的老師還有負責翻譯的助教，在他們的幫

助下，我才能擁有這八天美好的回憶，到現在我對這些時光的感覺真的是除了感動

還是感動，真的很謝謝他們，還有跟我相遇的─日本，我們的故事不會就此結束的…。 

（粉櫻花） 

 

（白櫻花） 



 17 

 

 

 

 

 

 

 

 

 

 

 

 

 

 

 

 

 

 

 

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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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名的一蘭拉麵 自己做的文字燒 

 

 

 

 

 

 

日本神社的鳥居 神社外的洗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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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製作科的全體師生 和美少女老師們的合照 

 

 

其中一位的翻譯助教 動漫展的 c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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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國際教育旅行就在這美麗
的櫻畫樹下畫下了美麗的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