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ice of 16th VFP

Messages from senior VFP members

※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m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VFP life!



【Name】焦翔
【Name of University】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our job in FX】YMM事业所从事Document Structure Analysis相关工作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一直觉得，如果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想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简单的旅游是不够的。得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慢慢地体验、品
味它。一直很感谢富士施乐给了我这么个机会。
如果在国内实习的话，到了周末我铁定是宅在家里睡懒觉看动漫吧。在这里，我总是嫌周末太短。巴不得能玩遍日本。镰仓，箱
根，札幌，以及未来要去的京都大阪奈良……上班的时候也各种想怎么去玩有木有。。
工作方面，公司会安排OJT负责指导工作，让我们能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不仅技术可以得到锻炼，还能学习到日本同事
严谨的工作方式。
语言方面也不用担心，公司会安排日语课。除此之外，英语也能完成一大部分的交流。嗯。此后，你就精通中英日三门语言啦̃
在国外，无论是心灵上还是生活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是会比在国内多的。所以有这个想法的，千万不要胆怯、不要犹豫，这是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7th VFP members】
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总归是好的̃如果你也对网络上两种关于日本的截然相反的观点感到疑惑，那亲自来体验一番吧̃
【E-mail address】sho.jiao@gmail.com



【Name】罗旋
【Name of University】西安交通大学 软件学院
【Your job in FX】富士施乐横滨ＹＭＭ事务所感性工程研究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虽然之前关于日本的种种就听说过很多，但只有踏上这片土地，才
真正地感受到了她的魅力所在。干净，整洁，富足，祥和，人性，种种都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见识远比知识更加重要，一个人的见识不仅决定了他的气
质，性格。更决定了他能容纳知识的尺度。日本的文化和工作方式和中国
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很多品质都难能可贵。在富士施乐的实习过程中，
我真切了感受到了日本同事对工作的专注，严谨，以及对同事的友善和亲
切。慢慢地，我也被潜移默化的感染了，熏陶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受
益终身的。

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感性工程，涉及到一些设计，用户心理的知识，
刚来的时候我对很多都不是很懂，同事们都很耐心的帮助我，引导我。在
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当然，日本的美景，美食也是不能不提的。美景至纯而无杂，美食精当然，日本的美景，美食也是不能不提的。美景至纯而无杂，美食精
致而有爱。等你来了你就能感受到，在此就不多言了。

总之，能成为第16期VFP的一员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我会永远珍藏
这段美好的回忆。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7th

VFP members】
不用担心那些用不着担心的问题，想想你能得到的，看看我们已经得

到的。就不需要考虑了。加入我们吧。Welcome to Fuji Xerox！
【E-mail address】luoxuanwhy@163.com



【Name】曹莹方
【Name of University】西安交通大学
【Your job in FX】※ web 用户接口设计，实现与评估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充实，安静并快乐着。施乐之旅，是一次受益的专业实习，更是一次珍贵的
生活体验。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独立能力逐渐
增强。和大家相处的也不错，节假日和周末都会去一些旅游景点。日本的交
通很发达，出行很方便，对酷爱旅行的童鞋们来讲，节省的时间和精力可以
更多地用来享受出游的快乐。经过多年ＶＦＰ先辈的总结和指导，稍加努力，
衣食住行的一切攻略都能尽在掌中。在这里，独立享受生活的方式有很多，
对我而言，最有吸引力的生活内容是感受文化的差异。和很多人一样，我熟
悉日本，但来这里生活和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日本。无论我们曾
经是否看过日本的动漫和电影，是否读过日本作家和企业家的书籍，是否听
过日本乐坛的声音，我们都将在与日本人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些与自
己当初的想象略有不同的东西。个人感觉，越贴近生活，就越能发现普通日
本人在衣食住行上严谨的细节。他们谦逊，独立，尊重彼此，做事有条理，
五个月来，身边这几个日本人正是用这些生活方式悄悄影响着我，在详实的
工作安排下，我的生活也变得有序，感受文化差异的内容逐渐充实。学日语，
看电影，看足球比赛，购物，旅行，与ＯＪＴ交流．．．生活充实，安静并

【Name】张洋
【Name of University】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our job in FX】打印图片的画质设计和改善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很荣幸能够成为16th VFP中的一员，体会难得为期十个月的日
本生活。
富士施乐作为全球500强企业，技术水平在业界属于TOP 
CLASS，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和这么多优秀的技术精英在一起，
学到了许多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了自身的技能水平。而且，
来到这里后体会到了不同的企业文化。日本人工作勤奋，认真，
追求细节上的完美，以及对顾客的负责等等之类，都是在国内所
学不到的。
日本公司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对新人的培养。为了帮助我们适应
工作，公司安排了各种技术指导。每周都会有日语课程，帮我们
尽快的学习日语。
公司对VFP的工作要求并不高，日本假期也多，工作压力没那么
大。闲暇之余，去日本看看海，爬爬山，秋叶原当当宅男，买买
电子产品，过的挺悠闲的。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快乐着。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6th

VFP members】
日本是世界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作为地处其中的全球500强企业，施乐
自然有其独特的文化与魅力:
在这里，你将发现员工们的谦和与独立，你将学会用尊重彼此的方式与人沟
通和相处，并因此而成长；面对详实的工作计划，你将学会用施乐的方式潜
心思考，有条不紊，并因此而成熟。
在这里，你会发现日本社会的干净与安静，你能真正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并
在生活的每一天去实践，你能置身安静的电车中享受自己工作一天高兴回家
的心情，你也能或徒步，或骑车游玩在蓝天碧水的旅途中，你会因此暗自佩
服日本人为环境所做的努力，也会为此改变自我．
在这里，用心感受将给你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上一层
楼的程序猿，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cooker, 可能会成为一个快乐的旅行家
兼摄影家。总之，快乐的生活有待于你积极的参与和努力！
还等什么，施乐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份美味的人生大餐，赶紧来品味吧！
【E-mail address】yingfangcao@gmail.com

16th VFP members】
语言不是问题，英语，日语，写和比划基本上都能表达清楚，大
家也都会因为你是外国人给予更多照顾。
日本好吃的好玩的挺多，工作之余生活丰富多彩。物价没想象中
的那么贵，尤其是海鲜，又好吃又便宜，内陆出生的我每天都大
快朵颐。电子产品比国内要便宜，我们这批大部分都买了相机，
电脑等。
我们这批都去了日本好多地方旅行。比如北海道看雪景，箱根赏
红叶，京都看樱花等等。

如果你想感受异域文化，体验不同的人生，就加入VFP项目吧！
百闻不如一见！
【E-mail address】fadeking@163.com



【Name】田维强
【Name of University】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软件学院
【Your job in FX】※基于electrophotographic技术的仿真工具开发与
整合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把握尽有时光，挖掘潜在自我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7th

VFP members】
首先，我想说如果你特别想拥有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

时间，那么，请一定不要犹豫，VFP项目应该成为你的实习首选：个人感
觉这个项目对公司本身来说并不是想从我们身上榨取到多少利益，因为对
我们来说不可避免的会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交流方面，适应生活方面），
所以一般都是象征性的安排工作（具体视情况而定，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要求选择或者挑战一些备选工作）；而且日本的短假长假确实很诱人（依
旧是个人感觉），可以说，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真心一大把。
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你还是一个特别细心，特别会规划自己时间的人，相
信这段实习不光可以提高你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愿意拿出一点
时间来挖掘自己，发现自己，那么你必将收获一个全新的自我。
再如果你一直特别向往异国他乡的学习工作生活，那么这里也可以成为你
的备选项目之一，因为在这里，你不光是个实习生，你更是个学生；除了
专业技能，你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参加社会福利性培训（不得不说很多东西
都是免费的），当然，体育，音乐方面的学习班，培训班也是各种高大上
级别一应具有的。
最后我想浅谈以下自己半年来的感受：由于我所在的group比较偏研究，
战略地位来说身处公司大后方（貌似地理位置也在最后方），所以平时接
触的东西比较杂，什么打印复印原理，什么系数测定试验，总之数理化软
的一个综合体。可我感觉这正是我这种遇事三分钟热度的人比较喜欢的一
个环境，而且自己很是接受不了那种国际大都市人群的“冲击”，再者研
究所的好处就是时间安排上稍自由，产品线压力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你
愿意把办公室当成自习室的话，相信你一年下来也会有所长进。
祝好运！
【E-mail address】weiqiangtian@gmail.com



【Name】方超
【Name of University】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our job in FX】设备虚拟建模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很幸运能够成为16届VFP Member来到日本工作和生活。
对于工作，富士施乐作为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绝对会让你
见识到一流的企业文化和正规的工作流程。最为一个外国人
刚进到公司工作可能会不适应，因此组里会为你指定“生活
担当”和“OJT”，分别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帮助和指导你。
公司的同事都特别友好和耐心，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一定会解
答到底，我想这与日本人细致严谨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度过
最初的焦虑和不适应，在同事的帮助下你会迅速适应日本的
工作和生活。对于生活，公司提供的社宅设施非常齐全，在
国内使用的大多数用品在日本都能买到，除了食物因人而异
外，我想大家都能够适应。工作之余就是享受生活了，富士
施乐在业界是出了名的福利好，假期多。你可以充分利用这
些时间一览日本的大好风光，富士山，箱根，镰仓，北海道，
大阪，京都，东京迪士尼乐园……这些通常只出现在电视和

【Name】朱子辰
【Name of University】北京大学
【Your job in FX】基于WebRTC的视频会议模块的设计与集
成
【Merit of participating in VFP】
很荣幸成为第16期VFP的一员来到日本，参加近一年的实习工
作，感谢富士施乐公司给予我这样的机会，体验非同一般的海外
生活。
公司会为每一位VFP指派相应的OJT（On Job Training）和
生活担当者，帮助我们解答工作和初来日本生活的困惑，除此以
外，还会为VFP提供长达半年的日语学习，使我们达到基本的日
语对话水平。
富士施乐是由富士胶片和施乐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可以说，既
有美企的创新包容，又充满日企的严谨朴实，在这里，将会体验
到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对于即将面临人生转
折点的我们，是一个可以放眼全球，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
公司提供充足的假期和有竞争力的薪资，在工作之余，不妨给自
己放个长假，尽情游览日本的秀美风光，体验异国的风土人情，

照片上的风景名胜，你可以亲眼见到感受到，是不是很兴奋
呢？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6th VFP members】
如果你想见识一流企业的工作氛围，感受独特的异国文化，
挑战自我，开阔眼界，那么VFP项目绝对是一次难能可贵的
机会。加入我们，这将会是一段令你终生难忘的经历。
【E-mail address】248317394@qq.com

拨开曾经宣传的纷纷扰扰，亲身体会真实的日本，感受身边陌生
人的温暖，触摸处处彰显的精致。
【Comment & Message for students who consider to be 
16th VFP members】
如果你期待不一样的人生，期待不再以金钱为标准的生活，期待
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呼吸，期待独立带来的成长与挑战，不要再
踌躇不前，相信自己，加入我们，成为VFP，年轻的心无须惧怕
未知的世界，待羽翼丰满，苍穹任翱翔。
【E-mail address】zic.zh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