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第十七屆香港動漫電玩節 

亞太區 Cosplay 嘉年華 

第 1頁 共 14頁 

 

舉辦日期：2015 年 7 月 27 日，下午 4：00-5：30 

出席單位： 日本 - 五木 Akira 

    Reila Cosplay 團隊 

  妃麗美 

台灣 - Momo Cosplay 團隊 

           究極/紅月凌夫婦 Cosplay 團隊 

    龜子 

  星加坡 - Sara Cosplay 團隊 

泰國   - Valxonia Cosplay 團隊  

廣州 - 美萌 Cosplay 團隊 

  上海 - 小小白 

    小柔 

香港 - 9RUSH 團隊 

    Fruit Punch 團隊 

  BaLance 團隊 

 

備註：大會有權隨時修改以上時間表及嘉賓名單，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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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同人誌會場看板 Cosplay 新星：五木 Akira 

 

簡介： 

近期日本最大型活動<Comic Market> Cosplay Area 人氣指數上昇得最快的小天后，

年紀小小已經在短短一年間由業餘Cosplayer變身成職業Cosplay表演者, 現在主力

到外地作巡迴表演和見面會，到時大家也可在<Creative Paradise 02 >近距離和她

見面呢~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itsukiakira.jp 

表演作品：《Love Live!》 

角色：東條希 

 

https://www.facebook.com/itsukiakir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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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TGS Cosplay Collection>代表組合：Reila Cosplay 團隊 

 

Reila        Yun 

簡介： 

Reila Cosplay 團隊是日本最大電子遊戲界展覽<Toyko Game Show>內最具代表性

Cosplay 節目<TGS Cosplay Collection>的表演者之一，團長 Reila 是加拿大日本混

血兒，更是現役賽車車隊旗下的 Racing Queen，今次一定能夠將日本的 Cosplay

文化完美地帶來香港動漫電玩節之舞台上。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reilaciel 

表演作品：《刀劍亂舞》 

角色： 

Reila：鶴丸国永 / Yun：三日月宗近 

https://www.facebook.com/reilac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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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Cosplay 界性感女神：妃麗美 

 

簡介： 

日本 Cosplay 界近年人氣爆紅性感之新星，妃麗美 Cosplay 之選角除了以健康性感

為主，反串男角也難不到她的～所以在日本本土迷到不少喜歡動漫的男士們。除了樣

子甜美外，更加為喜歡的動漫角色訓練了厲害的歌喉，在舞台表演方面不會比其它精

於動作的 Cosplayer 遜色！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KisakiurumiJapanOfficial 

表演作品：《Macross F》 

角色：雪妮露 

 

https://www.facebook.com/KisakiurumiJapan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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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互聯網 Cosplay 萌神：Momo 團隊 

Momo  

 

 

 

 

 

 

 

 

 

Yukino                Ajo 

簡介： 

來自台灣的 Momo 小姐，除了在台灣本土人氣爆燈之外，海外的動漫迷人數更為瘋

狂！Facebook個人專頁讚好多達 70,000個，台灣電視節目多次邀請訪問其Cosplay

成功之道！現在為職業 Cosplayer，更為專屬團隊打造不同造型及劇目巡遊世界各地

的 Cosplay 舞台！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lovemolove 

表演作品：《Chain Chronicle》 

角色： 

Momo：和平之魔神艾芬／Yukino：相依之刃冬夏／Ajo：二重人格殺人鬼艾莉希雅 

https://www.facebook.com/lovemo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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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世界知名夫婦 Cosplay 組合：究極 / 紅月凌 

       

 紅月凌              究極 

簡介： 

兩位除了是早前互聯網瘋傳<童話式 Cosplay 婚禮>的主角外，來自台灣的究極及紅

月凌，更在 2014 年代表台灣遠赴日本名古屋參加世界最大之 Cosplay 比賽活動＜

World Cosplay Summit＞，所以這對夫婦組合在舞台上之經驗絕對是世界級數！ 

今次他們遠道來到香港動漫電玩節的舞台，表演一定會相當精彩！ 

 

表演作品：《一擊殺虫》 

角色： 

紅月凌： HOIHOI SAN  / 究極：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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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最強新星 Cosplay 歌姬：龜子 

 

 

簡介： 

龜子小姐憑著甜美的Cosplay 形象，在當地同人售賣會售出的個人寫真集屢創佳績， 

皆因所有相片及設計都是她個人一手包辦，更加在網上傳授相片背景後期製作之技術

於同好，除了 Cosplay 事業外，龜子小姐更加是樂隊的主音，親自為自己的樂曲填

詞及演唱，台灣國內多個動漫演唱會都找來龜子小姐表演，人氣爆燈！今次龜子小姐

亦會在<Creative Paradise 02>的攤位和大家見面！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kamemeko 

表演作品：《Macross F》 

角色：Ranka Lee 

 

 

https://www.facebook.com/kamem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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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加坡 - Cosplay 雙人賽專業團隊：Sara / Motoharu

        

Sara        Motoharu 

簡介： 

來自星加坡獨立雙人團體，專門參加國外及國內的雙人 Cosplay 賽事，全部都獲得

非常好之成績，實力已被認可在國際水平，Sara 主攻舞台動作訓練而 Motoharu 就

主力製作大型道具和裝甲，兩位來年將目光放在世界各國雙人賽事上，所以今次來港

參加＜亞太區 Cosplay 嘉年華＞的交流，一定會很精彩！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tousabaosara 

表演作品：《聖鬥士星矢電影》 

角色： 

Sara：天馬座星矢 / Motoharu：獅子座艾奧尼 

 

 

https://www.facebook.com/tousabao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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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最年輕 Cosplay 新星團隊：Valxonia / PD 

 

PD       Valxonia 

簡介： 

年紀輕輕的 Valxonia 已經有豐實的 Cosplay 及舞台經驗，更召集泰國各地的

Cosplayer組合成不同的隊伍，為他們編輯在大型ACG活動中表演的動畫角色舞蹈，

近年泰國大型的商業 Cosplay 機構也請來 Valxonia 的團隊，於國際大賽中以嘉賓身

份和世界各地 Cosplayer 作交流表演！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valxonia.cosplay 

表演作品：《Vocaloid》 

角色： 

Valxonia：鏡音 リン / PD：鏡音レン 

 

 

 

https://www.facebook.com/valxonia.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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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 – Cosplay 社團皇牌隊伍：Ken / 楓少 

 

    Ken         楓少 

簡介： 

廣州最大 Cosplay 團隊<美萌>皇牌成員，經常代表團隊參加全國比賽，並多次獲獎，

包括<廣州電玩展>全場冠軍、<廣州 YACA Cosplay>冠軍和<穗港澳動漫遊戲展>

冠軍等。兩位風格不同的男孩子來到香港動漫電玩節的舞台，希望給大家帶來最專業

的 Cosplay 表演！ 

 

表演作品：《Avengers》 

角色： 

Ken：Captain American / 楓少：L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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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小小白 / 小柔 

     

小小白       小柔 

簡介：  

來自上海的小小白和小柔，除了在內地人氣爆燈之外，海外的動漫迷支持者更瘋狂！

微博個人專頁粉絲多達 50,000 人，內地的大型動漫活動爭相邀請出席。現在為職業

Cosplayer，除此之外小柔更是同人插畫師。今次她會在<Creative Paradise 02 >亮

相，首次來港公開她的新作品！ 

 

表演作品：《刀劍亂舞》/ 《中二病也要談戀愛》 

角色： 

小小白：三日月宗近 / 小柔：小鳥遊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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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人氣女子偶像 Cosplay 團隊：9RUSH 團隊 

 
簡介： 

9RUSH 是香港由 9 人組成的女子 Cosplay 團體，成立於 2014 年 5 月 11 日。 

團名是九人一起向前衝，向著大家的目標前進的意思(愛稱：九衝)。 

他們以 Cosplay 不同類型的動漫、遊戲作品為主，更會舉辦團隊活動及參加不同類

型的商業活動。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LL9rush 

成員： 

Kanako、Risa、頌仔、Ayaki、雨晞、 

大 Hea、細 Hea、曉曉、阿田 

表演作品：《Love Live》 

角色：高坂穂乃果、南ことり、園田海未、西木野真姫、 

星空凛、小泉花陽、絢瀬絵里、東條希、矢澤にこ 

https://www.facebook.com/LL9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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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人氣男子 Cosplay 團隊：Fruit Punch  

 

簡介： 

全男性偶像 Cosplay 團隊，隊員會因應不同動畫作品來製作不同表演內容在香港及

各國舉行之大型 ACG 活動中表演。團員除了代表香港參加<World Cosplay 

Summit>大賽外，上年更獲得日本<Tokyo Game Show >邀請，代表香港作舞台表

演， 現在正巡迴世界各地作 Cosplay 演出及商品代言人活動！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CosplayTeamFruitPitch 

成員：K、翼、Gino、曉、颯、千、宏宏、Dino、Ming Ming、黑羽龍、Jun、小白 

表演作品：《歌之王子殿下真愛 Revolution》 

角色：一十木音也、一之瀨時矢、神宮寺蓮、聖川真斗、來棲翔、四之宮那月、愛島

塞西爾、Camus、黑崎蘭丸、美風藍、壽嶺二、早乙女 Shining 

https://www.facebook.com/CosplayTeamFruit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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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BaLance  

 

 

簡介： 

BaLance 於 2005 年由一班資深 Cosplayer 組成，是香港第一隊扮演動漫作品及日本

藝能組合的隊伍。多年來活躍於國內外大小 Cosplay 舞台，獲獎無數，為香港知名

的 Cosplay 團體。曾多次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國外 Cosplay 活動，如＜中國國際動

漫節＞、＜日本中華 Cosplay 大賽＞、＜World Cosplay Summit＞等。隊員近年除

於本港及中國活動外，更受邀遠赴東南亞及歐洲國家擔任 Cosplay 比賽評判。今年

正是 BaLance 成立的十周年，希望能在未來為觀眾帶來更多更好的作品！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hkteambalance 

Youtube Channel：https://www.youtube.com/tpotbalance 

表演作品：《刀劍亂舞》 

台前幕後成員包括：幽、小藏、藍晞、葛葉、蟹、小小、小和、Bell、Zita、Lu、Mero、

小艾、詩月、小翊、小慧、夜雪、阿寒、腐乳、黑糖、雪人、湯神、Rhys、阿然 

 

 

https://www.facebook.com/hkteam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