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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IT Week 秋季展 – 邁入 10 週年規模再創高峰] 

 

[日本，東京，10月 8日] 日本最大的展會主辦單位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將在本月最後一週舉辦其主要展覽會之一，Japan IT Week秋季展。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 

 

Japan IT Week秋季展是世界領先的 IT展會，今年剛好舉辦十週年，是今年下半年最大

規模的 IT B2B展會之一。今年展會的參展商和觀眾人數預計將再創新高，達到歴史最大

規模。更具體地說，Japan IT Week 在 2019年秋季預計將聚集 780家參展商和 55,000

名專業觀眾，均較上年有所增加。（2018年：653家參展商/53,212 名觀眾） 

 

2019 年 Japan IT Week秋季展無疑是全世界所有 IT愛好者必須參加的展會。展期三

天，觀眾可以面對面與 780家參展商洽談，以及參加研討會會議，從最有影響力的 IT行

業領導者那裡了解最新的 IT趨勢。 

 

[12 個 IT主題展會] 

今年的 Japan IT Week 秋季展由 12 個專業展會組成，每個展會側重於具體的 IT 解決方

案。其中，有兩個新推出的展會，觀眾應特別關注：【嵌入式展 (ESEC Autumn)】和【軟

體及應用程序開發展 (SODEC Autumn)】。【嵌入式展 (ESEC Autumn)】展品涵蓋 CPU/MCU、

中間件、單板電腦、開發工具和嵌入式人工智能應用。與此同時，應廣大觀眾需求，【軟

- 日期: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 25 日 [星期五] | 10:00 – 18:00 (星期五 17 點結束) 

- 會場: 日本千葉幕張國際展覽中心       - 主辦單位: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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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應用程序開發展 (SODEC Autumn)】也將加入到 2019 秋季展中，展出各種產品/解決

方案，滿足開發、運行和維護軟體和應用的需求。 

 

由以下 12個主題展會構成: 

- 第 1屆 嵌入式展 (ESEC Autumn) (*新推出) 

- 第 1屆 軟體及應用程序開發展 (SODEC Autumn) (*新推出) 

- 第 3屆 店鋪解決方案展 (STOREX Autumn) 

- 第 3屆 人工智能・辦公自動化展 (AI Autumn) 

- 第 5屆 物聯網展 (IoT/M2M Autumn) 

- 第 7屆 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展 (DIREX Autumn) 

- 第 8屆 銷售自動化＆客戶管理展秋季展 

- 第 8屆 數據中心・數據儲存展 (DSE Autumn) 

- 第 9屆 資訊安全展 (IST Autumn) 

- 第 9屆 移動端產品與解決方案展 (MOBIX Autumn) 

- 第 9屆 網路營銷展 (Web-Mo Autumn) 

- 第 10 屆 雲端技術展 (CLOUD JAPAN Autumn) 

 

12 個主題展會，吸引了眾多知名企業參展，如 NTT 通訊、微軟日本、Zoho 日本、理光、

索尼 Biz網路、日立解決方案、甲骨文、瑞穗資訊研究所、PayPal、富士電子、富士軟片、

富士通。眾多企業都將展出他們最新的技術和解決方案。瀏覽官網，您可以從參展商＆展

品數據庫搜索到 780家參展商資訊。 

 

[30 場研討會] 

與展會同期舉辦的研討會，為 IT專業人士提供機會，了解技術和網路的最新趨勢。IT行

業的眾多領軍人物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全部 30 場研討會都將在展會期間舉辦。研討

會包括主題會議和基於 12個展會主題的特別會議。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guide_en_e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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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場日英雙語會議[會議編號: JIW-S8， JIW-S11] 方便海外觀眾參加。 

以下是關於雙語會議的簡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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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W-S11] 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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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網路安全 

                                                   Dysart Solution有限公司 

                  CEO，Oliver Hoare  

 - 日本社會能從白帽黑客中獲益嗎？ 

                                                               日本黑客協會 

                                                         代表董事，杉浦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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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W-S8] 軟體和應用程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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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軟體開發的新趨勢                                     

軟日本有限公司 

                                                主要集團經理，Drew Robbins 

 

- 塑造未來的軟體開發技術: 生產革命的挑戰                                           

                     NTT DATA 公司 

                                      軟體工程中心主任，Masachika 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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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訊安全會議（會議 ID：JIW-S11）中，2012 年倫敦奧運會前網路安全負責人 Oliver 

Hoare 將根據他提供網路安全諮詢的經驗，談談東京奧運會的網路安全。之後，日本黑客

協會代表理事長杉浦隆幸也將發表講話。杉浦隆幸先生將解釋資訊安全對那些努力招募安

全專家的公司的重要性。 

 

以新推出的【軟體及應用程序開發展 (SODEC Autumn)】為主題的雙語會議也將同期舉行，

軟體和應用程序開發會議（會議編號：JIW-S8）將由微軟日本公司和 NTT DATA公司分別

圍繞軟體開發的新趨勢以及塑造未來的軟體開發技術展開討論。 

 

每場會議都需要在網上報名 (英文): 

https://www.japan-it-autumn.jp/conferenc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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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展會中，Japan IT Week秋季展是開拓日本 IT市場規模最大的展會之一，Japan 

IT Week 系列展會每年在不同的季節和地點舉辦三次。三個展會為 IT 專業人士在日本和

亞洲市場開展業務、建立聯繫提供了靈活性和更廣闊的選擇機會。 

 

<實用連結> 

- 觀展指南網頁: https://www.japan-it.jp/en-gb/email/lp-hk.html 

- 申請免費入場券: https://www.japan-it-autumn.jp/inv_en/ 

- 展會報導採訪登記: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gb/media/press-registration.html 

 

<聯繫方式> 

聯繫人: Jiwon Kim (Ms.) 

Email: itweek-autumn@reedexpo.co.jp 

Tel: +81-3-3349-8504 

https://www.japan-it.jp/en-gb/email/lp-h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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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gb/media/press-regis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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