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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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         

班  級：  241         

活動日期：107年 3月 18日至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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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飯店的房間 

 

日期： 3 月 18 日 

地點:新宿飯店、機場 

心得：第一次的出國心中滿是期待            

   ，但是又有一點害怕，畢竟            

   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到完全            

   陌生的環境，一開始是這麼                                                                

   想，但到達東京的機場後印                                  

象也就開始不樣了，我發現 

坐飛機像是在坐雲宵飛車，

只是要坐 3小時以上，我們搭巴士

來到市區，在我的腦海留下一個非常深的印象，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才國際城市)

的感覺，跟在台北有很大的差別，人、店家、燈光和聲音，走在路上不時會見到其他

國家的人來日本，不是台北能比的，看來台北還有許多的地方要向東京學習，但讓我

最不驚訝的是他們的街道也不是人家說得乾淨，地板上還是看到很多的菸蒂，需多的

販賣機、鐵門上都噴漆的塗鴉，然後聽說日本人很敬業，真是如此一到機場，工作人

員的行動力真的很厲害，一下就把長長的隊伍縮短了很多，走在街上聽到日語看到日

文招牌，心中就有一股衝動，想大聲說:(日本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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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的照片 

 

      和第一天教我們的老師合照      

            新宿飯店的房間 

 

日期： 3 月 19 日 

地點：日本電子專門學校、涉谷 

心得：終於要開始做這次日本旅行 

目的了，就是學習日本的動畫設

計，今天老師說動畫的歷史，動畫

的一開始只是廣告或是小小的中

間插曲，後來來慢慢地越來越盛

行，從小孩看的，再來是青年，再

來是大人，也往很多元的地方發

展，當初秋葉原真的只是賣電器的

地方，但隨動漫的盛行慢慢的那地

方也發展成動漫的勝地之一，動漫

的製作過程分成三個，首先要先把

故事的大綱和人物的設定先做

好，在決定好後開始畫素描、描黑

線、擦鉛筆線、畫陰影，再來是為

人物上色，背景的製作，再來把每

張畫合在一起，動畫就完成了，到

了下午老師上的是動畫的原理，檢馾來說動畫是用障眼法做成的，看起來像是會動

一樣，我們也做了類似的作品，今天的課就到此結束，期待明天的 2D動畫課程，晚

上我們到涉谷去玩，一出車站先是聲音再來是人然後是大大的 螢幕真的很繁榮，我

們走到 NHK電台參觀，裡面滿滿的日劇，合一些直播用的舞台，很有趣，期待明天

是去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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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神宮廟口

 

 

 
               開幕式的照片 

 

 

日期： 3 月 20 日 

地點：日本電子專門學校、明治神 

      公 

心得：今天早上老師上的是簡單的            

手繪動畫，作法是先畫出一樣東西，

在上面放一張樣的紙，下面的燈台打

上來的光使紙變透明，好看的到上一

張畫什麼，讓自己想怎麼畫下一張

圖，畫越多越好，動作越浮誇越好，

畫完後排好順序疊起來，很快的翻過

每頁，圖中的人物會開始動起來，簡

單的手繪動畫就完成了，老師接下來

讓我們團隊合作，我們就分組進行作

業，老師要們個別畫上個人畫的東西

怎麼跟自己畫的東西進行連接，像是

我畫上個人的人物進到水杯裡，我的

人物從杯子裡跑出來，類似這樣的

畫，再將畫連接再起，動起來真的很有趣，每個動作都是出乎意料的結果，都是不一

樣的結果，不但好玩而且很簡單，下午我們開始上 3D動畫課程，可能是因為我們有用

過類似的軟體，做起來沒有想像中的難，且很好玩，今天的課就到此結束，晚上我們

到明治神宮去參觀，裡面非常乾淨整潔，走起來也非常舒爽，走到廟前，參拜前要先

用面前的水池洗手、漱口，在丟 100元到油錢箱，拍兩下手合十訴說願望，這樣就 OK

了，我還有到旁去抽籤，簽上說我要學習水的道理，看來要好好想想人生了，參拜完

廟後我們到附近的街上逛，是條非常熱鬧的街，是ㄇ字型的，在那條街上最讓我映象

深刻的是可麗餅，很好吃滿滿的草莓跟一球香草冰淇淋，草莓的酸和冰淇淋的甜，絕

 
             3D課程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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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正在說明動畫的合成 

妙分配，跟我在台萬吃的可麗最不一樣的是他的皮，台灣是脆脆的日本是軟的像潤餅

皮一樣，但吃起來真的很甜，感覺又要肥了一層，今天的行程就結束了。 

 

日期： 3 月 21 日 

地點：日本電子專門學校、秋葉原 

心得：今天早上教基本上就是動畫 

最重要的製作了，除了要畫人物還

要，還要畫背景，就今天的上課內

容，是用電腦繪畫人物，慶幸的是

老師已經為 我們準備好素描人形

了，剩下的只要我們畫人物的頭髮、衣服和五官，使用新型的電腦繪畫果然有些不適，

畫起來好麻煩，完全抓不住手感，不像拿鉛筆一樣好畫，一下變粗一下變細，很難自

己想要的大小，所以我畫的挺恐怖的，然後還要擦邊、描邊、修圖最後加上陰影，原

圖就先做好了，下午的課，是要為早上畫的人物進行上色，有點像小畫家的功能但又

比小畫家難上許多，有趣的是陰影上色時的分層效果，作起來蠻輕鬆的，但要注意的

是絕對要把線畫好，如果有缺口就慘了，整個圖繪變成你選的顏色，就像我這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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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親自手繪的人物 

 

          自己手繪自己的人物 

 

          

示範，一整張圖就像鬼畫一樣一片

黑，人物上玩色後，開始製作背景，

人物從圖中分開來，在新增一張圖在

後面，然後在對後面新增的圖進行背

景上色，上完色後與人物作結合，再

加點自己想要的特效，一個靜態的動

畫圖就做好了，今天上的課也                

老師親自手繪的人物就結束了，晚上

我們到秋葉原去逛，終於這天來了，

我妄想的動漫聖地終於可以用這雙

腳真實地去逛，一出車站，一堆動漫

相關的周邊就在棟又一棟的樓層，說

真的 3小時根本不夠逛，我省去吃飯

的時間也不夠逛阿，起碼要有半天才

能逛完，我連飯都沒吃一直在逛，三

小時一下就不見了，錢包裡的錢也跟

著不見了，但今天真的很開心，明天

是作品的成果展，也是最後天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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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2 日 

地點：日本電子專門學校、新宿             

心得：今天是最後天來日本電子

專門學校，成果展覽也是閉幕

式，能夠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

樣了真的很令人開心，但同時也

快羞死了，方在大螢幕給其他學

校的人看，連自己的失敗作也要

放在台上，想到這我就好想挖個

洞跳進去，雖然話是這麼說但還

是想看阿，看完展覽後，先去出

午餐，吃完後我們又回到剛才展

覽的地方，進行小小的結業式，

所有教我們的老師都來了，我很

高興還能再看到他們，經過校長

和理事長的演講過後，開始發給

我們每個人證書和一寫日本電子

專門學校的一些資訊，結束後我們動漫系的同學一起跑到老師的旁邊，和老師拍團

體照，在我的心中我非常感謝他們，能教我這麼多的知識，也讓我學會很多有關動

漫的知識，我也很感謝助導，多虧有他們的翻譯我才聽得懂老師在說什麼，也很感

謝他們提供給我留學的經驗和他的人生故事，不管說多少謝謝都不夠用，他們給了

我真的很多不管是人生的建議或學習上的建議，讓我覺得這次來日本沒有白去，真

的很謝謝你們，就在老師的送行下我們離開學校，晚上我們到新宿附近逛，老師先

帶我們到東京都廳的展望台，202公尺的大樓往下真的很漂亮能幾乎看到整個東京，

而且那天剛好沒有下雨也沒有起霧，真的很幸運能這樣看東京，也要感謝老師對行

 
      閉幕式時我們學校和理事長、校長團體照 

 

      跟教我們的老師和助導一起拍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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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做調整不然根本

看不到這樣的美

景，看完後我到附近

去吃飯，在新宿地區

觀逛真的很多人，有

幾次都差點跟同學

走散，然後我們到附

近的大阪燒店去

吃，點完後才發現到

是要自己煎，我們以

為他是做好送上來，然後我們搞得一蹋糊塗，連店員小姐都搖頭，真的很抱歉也很

謝謝妳幫我們，下次我再也不吃要自己煎的大阪燒，不但給別人麻煩，自己也吃不

飽，吃完後我們到新宿的地下逛，到了集合時間，集合完後就回飯店休息，今天也

就結束了。  

 

日期： 3 月 23 日 

地點：上野、淺草、東京晴空塔 

心得：早上我們先去上野公園踏青， 

在此時我們分成兩批人，一批 是跟

林老師去上野動物玩，一批是跟主

任到上野公園附近  去賞櫻，我選

擇跟主任去賞櫻，因為我也很喜歡

櫻花，加上人少跑行程時比較快而

且還能  多加幾個景點，當我跟者

主任來到櫻花道路時我看傻眼了，

我第一次在現實中看到這麼多的櫻

 

  (上圖)上野公園的入口照(下圖)櫻花道路 

 

                    都廳的上面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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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在我眼中，很漂亮，粉白色的

櫻花一片的，走在裡面抬頭看天

空，櫻花就像是在擁抱天空一

樣，一陣風拂過臉龐，隨後是櫻

花跟著風伴舞，世界像是被櫻花

覆蓋一樣，眼前滿滿的櫻花，走

完櫻花道路後我們到上面的上野

東照宮參觀，但沒進去裡面，只

在外面拍照觀賞，接著去不忍池

周圍散步拍照，走了一圈拍了很

多照片，從這裡可以看到東京晴

空塔，周邊也有盛開櫻花，配合

湖邊的場景真的美不勝收，逛完

整個上野公園後我們跑到淺草的

淺草寺去，那裡最有名的就是那

個雷門大燈籠跟兩個大草鞋，走

進去有點像台灣老街，但是層級

又是不一樣了，乾淨、沒異味也

沒有檳榔渣，再往前走就是寺

廟，奇特的是這廟不向我們逛過

的其他廟一樣沒燒香，是有個大

大的香爐，許多人去香爐前把煙

往自己搧，聽說是可以帶來好

運，來到寺廟當然是要來參拜一下喽，拿起 100元日幣投往香油錢的箱子裡，先敬

個禮，再拍兩下許願，最後再敬個禮，就結束了，老樣子跑到旁邊去抽籤，我抽到

的是吉，雖然看不懂但別急以後再慢慢在懂就好，之後我們到寺廟的附近拍照有許

 
            在不忍池看到的晴空塔 

 

               淺草寺入口著名的雷門 

 

                     淺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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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多的小庭院，裡面當穰有幾棵櫻花樹盛開，

和旁邊的綠色合在一起又是一種不一樣的視覺

享受，在裡面也看到許多的人穿和服，我們學校

也有人去租了一套和服穿，我們還到旁邊的商店

街發現櫻花冰淇淋跟櫻花口味的鯛魚燒，我各買

一個，吃完後心裡拋出幾個疑問櫻花是這味道?

然後味道好甜喔又吃起來像是杏仁的鯛魚燒，但

是好吃，在那附近也看得到晴空塔但比上野時來

得更近，看起來變得更大，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

晴空塔，我們做日本的地下電車過去，雖然我想

用走過去的，但考慮我們這隊中有人穿和服，就

坐地下電車，役出站口眼前就是直立在大地的晴

空塔，真的很高還沒到下面頭就要抬很高了，在

到晴空塔下以前我們先逛了一下附近的商店，就

在此時我看到吉卜力的周邊專賣店，我興奮地走進去看，卻沮喪地走出來，因為那

價格真的很貴，平均都要 500以上的價格，便宜一點也就 300左右的小吊飾，逛也

逛完了，所以我們走到晴空塔下，哇…，心中也只有這個字，因為好高喔!我頭抬到

最高了也看不到頂點阿，我問主任能不能上去他說應該不可能因為現場買進去要排

很久我看過去，真的是很多人，我們就先在下面那附近休息了一下，接著我們先回

雷門，讓有穿和服的人換回原本的服裝，愾緊接著我們這批救回上野和另一批人在

最後的景點會合，是一條街裡面賣的東西都很便宜，林老師建議我們在這買伴手禮

回去，果真很便宜我買了一大袋的零食，包括我們班的，不到 1000 元台幣很划算，

我還在那吃到一個便宜又好吃的章魚燒，日本章魚燒吃起來不像台灣賣的裡面是吃

起來乾乾的章魚腳，日本是新鮮的章魚腳下去做，咬起來嫩 Q任 Q的 

很好吃，最後我們就集合，回去新宿飯店休息了。 

 

 

   晴空塔下往上看的景色 

                     淺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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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 月 24 日 

地點：國際展示場、台場、東京鐵塔       

心得：動漫展這天終於來了，在我的

人生規劃中原本是要高三畢業後才

要來到這參加動漫展，可是我提前了

1年，昨天晚上也睡很好，因為太興

奮了，對一位動漫宅來說有一天能

來這參加動漫展，就像伊斯蘭教的

教徒人生中，一定要去聖地一樣，

我們宅宅人生中總有一次要來國際

展示場的動漫展朝聖，當天早上我

們很早就起來，吃完早餐我們就出

發了，做了好幾站也轉了幾次的

車，終於到國際展場的車站出口離

展場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就慢慢走

過去，路上還看到很有名的倒立的

三角形建築，看到那身為宅宅就已

經熱血沸騰了，繞了一圈我們來到了進場隊伍，完全差太多了跟台北辦的動漫展差

太多了，光是排隊人潮就已經是台灣動漫展的 3倍以上甚至更高，但看過去不會說

 

               日本動漫展展場 

 

           國際展覽館的的會議樓層 

 

               排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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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凌亂，反而是每個人都很整齊的

排好隊準備進場，我們很快地就排

進隊伍裡，日本真的很厲害，明明

人數那麼得多，卻完全不會排很

久，我們只排 1小時多就進場了，

光是進場那氣氛，就

一個字可以形容

(爽)，滿滿的人潮，

許多的動漫公司集

合於這場地展出自

己的作品，又剛好是

3月底，許多的 1月

動畫完結或是來到

了最高潮的劇情，再

加上很快的 4月新番也緊接著要播出了，許多的動

畫公司也宣傳著即將要播出的動畫，許多的動漫周

邊也在賣，我也有買幾個也花了不少錢，整個展場

熱鬧無比，有許多的人都在 cosplay，我看到他們

cosplay很多都是我看過的動畫角色，但我沒有勇

氣找他們拍照，但我最主要來到這是為了看我玩的

 

                離開前的團體照 

               排隊人潮 

 

       變身前的鋼彈                     

 

       變身後的鋼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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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遊在這裡有展覽，我就待在

那展場看，看完後到附近的其

他動畫展出區去繞了一圈，就

這樣 2個小時很快地就過了，

我們也離開了展場，此時我們

分成了兩批人馬，一批是由林

老師帶去東京的迪士尼，一批是跟主任去台場，我選擇的是跟主任，因為迪士尼的

門票有點貴，所以我就搭他們一種跑在橋上的公車，只是長得像捷運，到了台場那

邊大多都是購物中心，但是我到台場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去看 1:1的鋼彈站立在廣

場那，身為一位鋼彈的愛好者一定要去朝拜一下，

第一次去時很可惜剛好錯過變身時間，但是多虧主

任和其他跟我們這批的同學，願意耗一點時間陪我

再次去鋼彈那裡去看他變身的樣子，真的很感謝他

們，沒有他們的幫忙我也看不到變身的那一瞬間和

那段變身時拍的影片，對我來說真的很精采，看完

後我們就離開了人工島，接著我們滿足剩下的同

學，主任特別再次帶我們來到秋葉原，但只有 1小

時的時間能逛，我們這批許多的人開始採購那天沒

買到的商品，我就跟著他一起逛，逛完後集合看到

有些人是大包小包的，有些人來這吃飯沒買什麼，

 

       沒發亮的東京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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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家都累了，但是我們這

批人還有人沒有滿足，就是主

任，他想去東京鐵塔，所以我

們就去今天的最後行程東京鐵

塔，我們搭地下電車，出站後

馬上就看到了發光的東京鐵

塔，我們就慢慢地走過去，但沒想到走到一半時

在往東京鐵塔看時沒想到沒發光了，主任一看到

嚇到了因為之前來時都沒有停電過，這次怎麼這

麼突然呢，我們就保持疑問的心態來到了東京鐵

塔前的上坡，有些人走累了在下休息，我和主任

還有幾位同學走上去，雖然沒有晴空塔高但是那設計很好看，主任說發光更好看，

走到了正下方我們走到下面的購物中心，然後我對主任提出了一個建議，主任要不

要上去，一開始我很擔心票價，會不會很貴，但看了價目表後發現，其實不會很貴，

沒有像晴空塔那樣要 2900日幣，只要 900日幣，時間也剛有空出來，所以我跟主任

和一位學弟一起上去，電梯門一開，眼前的夜景讓我看到傻眼，太美麗了，那天也

剛好沒有無雲密佈反而是晴空萬里， 到晚上真的太美了，用手機一直狂拍照拍到手

機容量爆炸，在怎麼美的景色也只能用雙眼記住，手機也只有那剎那間的美麗，但

第一次去的感動和回憶是一輩子的寶物，可惜的是他們的東邊正在維修中，不然還

能看到更多美景，我們就這樣在上面晃了 30多分鐘，買了個禮品就下去了，不知道

 

                 東京鐵塔上的夜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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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運氣好還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我們下去時剛好

東京鐵塔再次發亮，我們就趕緊拿起手機拍照，

又拍了很多照片，最後主任帶我到私房景點拍

照，拍下來都讓我懷疑是我照的麼，因為太好看

了，不像是我拍的跟主任走是對的，他滿足我們

所有人沒逛到的地方，今天一整天都過得很充

實，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日期： 3 月 25 日 

地點：新宿公園 

心得：最後一天的早上我們一樣很

早就起來了，整理行李，拿到樓下

的大廳先放著，接著開始分批，要

去新宿看櫻花的跟主任，要買化妝

品的跟林老師，我當然是跟主任，

因為我還想在最後天再看櫻花最後眼，我們穿過必較熱鬧的市區來到公園了，要收

入場費 200元，進去後跟上野公園完全不一樣，上野公園比較像是在小丘上，新宿

是平地的櫻花美景，有很多的日本人假日來這裡賞櫻吃便當聊天休息，剛到我們逛

到伴手禮店裡面居然有賣櫻花口味的大福和餅乾，我瞬間各買一盒會去給我家人和

打工的同事們，我們並沒有逛完整個公園，除了為沒有時間，還有就是我們昨天都

 

                  新宿公園 

 

     主任的私房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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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累了，今天沒有力氣再逛了，之後我們去吃在日本的最後餐，我雖然是吃便當，

我順便到超商幫我同學買些泡麵當伴手禮，然後我們就回去飯店拿行李上遊覽車，

在上去前我覺得我都帶到東西了沒有忘記，可是在半路上我發現我要給家人和同事

的伴手禮忘在飯店，明明發車前老師一再提醒有什麼忘了帶的，還說了個之前學長

的故事，但我一時只想到錢包、手機跟護照，沒想到伴手禮，我和老師說後，當然

是被念了一頓，但最後老師給我的選擇要我用寄的，當然我也接受了這個意見，看

來主任又有個新故事可以說給學弟妹聽了，到了機場差不多日本 3、4點，我們要搭

6點的飛機，在那之前我們就在飛機場逛免稅店，到了登機時間，我們坐了飛機，

準備回家，要跟日本說再見了，經過 3小時多的飛行，回到台灣大約是台灣時間 9

點，我們等行李想等了快 1小時，再坐遊覽車 1個小時，回到家大約是 11點很晚了，

明天還要上課所以我就睡了，但心中有著許多說不完的感謝，回憶起來這次的旅行

我要先感謝日本電子專門學校，因為有老師和助導的指導我學了不少關於動畫的知

識帶回台灣，讓我好好的思考人生，並決定人生的方向，我也要感謝帶領我們的林

老師和資訊科主任，我在最後一天給他們添了許多麻煩，他們也替我解決了麻煩，

林老師帶我去買便宜的東西，主任則是帶我到處去玩還帶我看了許多櫻花和滿足我

要看的鋼彈，還會關照我們到無微不至，真的對兩位老師感到無比感激，希望下次

學校辦的國外活動能由兩位老師帶，還有件事是必須要感謝的，就是這次跟我一起

出去玩的同學，因為有這個緣分讓我們能一起出國邊玩邊學習，才能讓我留下這麼

一個美好的回憶，以後人生能夠回憶這一個禮拜美妙的所有事，我會輩子也會記得，

這將會是人生中一份重要的回憶，以後我還會來日本，來看我這次沒看到的許多新

的事物，還有我下定決心當那次的到來必定是我決定好人生的道路以後的事，也就

是統測，看我將會走向什麼樣的道路，因為我喜歡日本但我拋棄不了我的家鄉台灣，

我將會是留在台灣繼續住呢，或著是到日本去住呢，或著是其他的可能呢，不管怎

麼樣選就是不要後悔，我非常高興這次來日本也很感謝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