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報道相關者 
新聞公告                                                       

2018 年 1 月 23 日 
一般社團法人 AnimeJapan 

 

AnimeJapan 2018 出展公司・出展作品發表!! 
與過往相比出展展位最多［出展公司總數 222 家,出展展位總數 960 間］ 

「AnimeJapan 企劃發表會」決定於 1 月 26 日(周五)19:00 起 
在 Animate 池袋本店 9F Animate 大廳舉行！ 

 

 

 

 

 

 

 

 

 

 

 

 

 

 

 

 

 

 

 

 

一般社團法人 AnimeJapan 近日發表了，將於 2018 年 3 月在 Tokyo Big Sight 舉辦世界最大規模的動畫盛會

『AnimeJapan 2018』上出展的公司以及出展作品。 

代表國內外動畫關聯企業·團體將參加這次的盛會，計出展公司總數 222 家、出展展位總數 960 間［主區域出

展公司 158 家 885 間、商務區域出展公司 64 家 75 間］(前述數據更新至 1 月 12 日目前、包含讚助公司)，而

這次的盛會也已成為迄今為止出展數最多的一屆展會。 

出展公司、出展作品等詳細信息請查閱 AnimeJapan 2018 官方網站。 

=========================================== 

■主區域出展公司 (更新至 1 月 12 日※按公司名首字母 50 音度順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contents/ 

■商務區域出展公司(更新至 1 月 12 日※按公司名首字母 50 音度順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business/contents/ 

■出展作品 ※按作品名首字母 50 音度順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works/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contents/
http://www.anime-japan.jp/en/business/contents/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works/


=========================================== 

■AnimeJapan 企劃內容 

有關「AnimeJapan 2018」的告知活動 

『AnimeJapan 企劃發表會』將於 1 月 26 日 

（周五）19：00 起，在 Animate 池袋本店 

9FAnimate 大廳舉行。 

本次活動中，將發表 5 個開放舞台全項目及 

主辦企劃的最新信息。 

另外，『AnimeJapan 企劃發表會』全程內容 

也將在「BANDAI Channel」和「NICO NICO 

直播」進行直播。 

※本次活動一般觀眾也可觀賞。歡迎光臨現 

場，和現場的觀眾們一起參與到這次的發表會中。參加這次發表會的觀眾們，我們將為您送上「AnimeJapan 

2018」入場券（含舞台應征權）作為參會禮物。 

※在會場觀看是免費的。但是隻有先到會場獲得參加券的觀眾才能進到會場觀看。希望參加的觀眾請在當日至

Animate 池袋本店 1F 門衛櫃台處領取參加券。另，觀眾人數有限，所以參加人員滿額後將停止派發參加券。

參加券一人一張。 

 

＜主要內容＞ 

・5 個開放舞台全項目發表 

・「AnimeJapan 2018」主辦企劃的最新信息發表 

及其他 

 

＜MC＞ 

・鈴木崚汰（すずき りょうた） 

・藤田茜（ふじた あかね） 

 

＜直播 URL＞ 

・BANDAI Channel：http://live.b-ch.com/ajpresentation 

・NICO NICO 直播 ：http://live.nicovideo.jp/gate/lv310181105 

 

【AnimeJapan 企劃發表會簡要】 

名稱       ： AnimeJapan 企劃發表會 

會期      ： 2018 年 1 月 26 日(周五) 

會期時間    ： 預定 開場 18:30 開演 19:00 結束 20:30 

會場      ： Animate 大廳(Animate 池袋本店 9F) 〒170-0013 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 1-20-7 

內容      ： AJ 公開舞台項目發表 

「AnimeJapan 2018」主辦企劃的最新信息發表 及其他 

預定登場者   ：鈴木 崚汰（すずき りょうた） 

藤田 茜（ふじた あかね） 

AnimeJapan 實行委員會 

 

http://live.b-ch.com/ajpresentation
http://live.nicovideo.jp/gate/lv310181105


 

AnimeJapan 2018 開展簡要 
 
活動名稱     ： AnimeJapan 2018 

會場       ： Tokyo Big Sight (〒135-0063 東京都江東區有明 3-10-1) 

           東展示樓東 1-8 大廳 [主區域] 

           會議樓 1F 招待大廳 [商務區域] 

主區域會期       ： 2018 年 3 月 24 日(周六)・25 日(周日) 會期時間 10:00～17:00 ※最終入場 16:30 

商務區域會期      ： 2018 年 3 月 22 日(周四)・23 日(周五) 會期時間 10:00～17:00 ※最終入場 16:30 

特別讚助     ： Sony × Fate/Grand Order 

協助公司     ： ゴジラ・ストア × TOHO animation STORE／LIVE DAM STADIUM／株式會社 SANKYO／ 

d アニメストア／フィールズ株式會社 

後援       ： 一般社團法人 日本動畫協會／漫畫出版社之會 

主辦       ： 一般社團法人 AnimeJapan 

展示內容     ： 出展展台（展示・商品銷售・活動等)／特設舞台／ 

商務區域 ※會議樓 1F 招待大廳／預定開展主辦企劃等 

入場券      ： 2018 年 1 月 27 日(周日)起開始發售 

預售票   中學生以上：1,800 円(含稅)／小學生以下：免費 

當日券  中學生以上：2,200 円(含稅)／小學生以下：免費 

官方網站      ： http://www.anime-japan.jp 

官方 Twitter      ： @animejapan_aj (ハッシュタグ：#animejapan) 

事務局      ： AnimeJapan 運營事務局 

           [株式會社 索尼·音樂傳媒公司] 

 

 

Family Anime Festa（家庭動畫節）2018 開展簡要 

 

活動名稱     ： Family Anime Festa（家庭動畫節）2018 

會場       ：Tokyo Big Sight (〒135-0063 東京都江東區有明 3-10-1) 

           東展示樓 東７大廳 

會期       ： 2018 年 3 月 24 日(周六)・25 日(周日) 會期時間 10:00～17:00 ※最終入場 16:30 

特別讚助     ： Sony × Fate/Grand Order 

協助公司     ： ゴジラ・ストア × TOHO animation STORE／LIVE DAM STADIUM／株式會社 SANKYO／ 

d アニメストア／フィールズ株式會社 

後援       ： 一般社團法人 日本動畫協會／漫畫出版社之會 

主辦       ： 一般社團法人 AnimeJapan 

展示內容     ： 出展展台（展示・商品銷售・活動等)／家庭舞台／家庭食品公園／遊戲區域／兒童工作室區域 等

預定開展  

入場券      ： 免費 ※僅限小學生以下及其監護人入場  

官方網站      ： http://www.family-animefesta.jp 

事務局      ： AnimeJapan 運營事務局 

           [株式會社 索尼·音樂傳媒公司] 

 

※Sony × Fate/Grand Order 是索尼株式會社和 Fate/Grand Order 的共同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