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ACGHK『動漫 Cosplay 自由行』– 條款
參加規則
 動漫 Cosplay 自由行(下稱 Cosplay 自由行)不設任何獎項，參加者不限性別、年齡、國籍。
 12 歲或以下參加者必須由一位 18 歲或以上之家長陪同參加。
 須模仿動漫遊戲人物，黑社會及色情角色除外。
 為免公眾混淆，大會將不會批准下列打扮人士參加 Cosplay 自由行活動：實際式曾經存在的
制服團體，包括但不限於軍人、警察、保安及任何疑似正規制服團體。
 參加者需自備化妝品、服飾及道具，但不得攜帶攻擊性武器及危險物品，例如：氣槍、雙截
棍、未開鋒或已開鋒之刀具、金屬、玻璃或以堅硬物料製作之道具。
 每人均可報名參加四天，但不保證一定獲批。
 Cosplay 自由行更衣室、化妝區只提供予成功登記 Cosplay 自由行之參加者使用，成功登記者
亦可優先使用 Cosplayer 行李寄存服務。
 於網上遞交表格時，必須同時遞交扮演角色之原圖一張（每張 JPG 不能大於 100KB）
。
 主辦機構保留刊登參加者名單及其相片用作宣傳或/及廣告用途之權利，而無須事前徵求參加
者同意或給予任何形式之報酬。
 參加者相片及有關資料將不會退還。
 參加者不可在現場替其他攤位或公司擔任兼職或宣傳工作。
 參加者需遵從大會所訂之規則，不可做出有損大會形象或破壞大會秩序之行為，否則大會有
權要求參加者離開會場，並保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甄選程序
甄選：大會以參加者遞交之角色原圖作甄選，大會有全權選擇，參加者不得異議及反對。
登記類別、名額及截止報名日期
受疫情影響，大會將按衛生防護中心的防疫指引，為登記的參加者提供獨立更衣室及有效分隔
的化妝區，每次使用後均會清潔消毒，由於清潔需時，名額亦因此受限。為配合不同參加者的
需要，及更有效使用更衣室，本年度登記將分為以下兩類：
登記類別
第一類登記
第二類登記
可用設施及服務
更衣室及寄存服務
只使用寄存服務
每日名額
320 個
200 個
兩個類別的參加者均可獲得當天入場手帶一條，免費出入動漫節場館
截止報名日期： 2021 年 7 月 11 日下午 6 時截止網上登記
通知入選時間： 2021 年 7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郵通知
若於 7 月 20 日後收不到大會電郵即代表登記不獲批准，參加者不需致電查詢。
切勿重複登記，違者會被取消資格。

報到時間表及程序
第一類登記參加者
 參加者需於指定排隊時間到達 Hall 3C 報到，逾時當自動放棄。由於排隊位置有限，請勿於
指定時間之前到達 Hall 3C 入口。
 向登記處工作人員出示入選電郵(電子或紙本均可)，及身份証明文件（18 歲或以上人士必
須帶同身份證正本；17 歲或以下之人士則須帶備兒童身份證正本或副本及附有相片之證明
文件如學生證）。
 向登記處工作人員出示扮演角色之服飾及道具；如當天扮演角色與報名表上所示不同，需
帶同新角色之原圖於登記處遞交大會工作人員，作重新審核之用 (以手提電話出示清晰原圖


即可)。
大會將安排資深 Cosplayer 於登記處審核，如發現參加者的角色之服飾或道具過於草率或過
份暴露，大會有權即時取消其資格。

第一類登記報到時間表及使用更衣室時間表
參加者編號
001 - 080 號
081 - 160 號
161 - 240 號
241 - 320 號

報到時間
10:00 - 10:15am
清潔時間，所有參加者必須離開更衣室
11:45 - 12:00pm
清潔時間，所有參加者必須離開更衣室
1:30 - 1:45pm
清潔時間，所有參加者必須離開更衣室
3:15 - 3:30pm
清潔時間，所有參加者必須離開更衣室

使用更衣室時間
10:00 - 11:30pm
11:45 - 1:15pm
1:30 - 3:00pm
3:15 - 4:45pm



為加強防疫，大會將按衛生防護中心的防疫指引，為參加者提供獨立更衣室及有效分隔的
化妝區。每個獨立更衣室及化妝區只限 1 人使用，12 歲或以下小童可由一位 18 歲或以上之
家長陪同。完成更衣及化妝後，請即時戴上口罩。






在防疫措施下，參加者請盡量減少在化妝區交談以減少飛沬傳播。
參加者只可於指定時段使用更衣室區域進行更衣及化妝，時段結束後必須馬上離開更衣室，
以便下一節參加者使用更衣室。
參加者需遵守香港動漫電玩節主辦機構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公佈的防疫措施。
獨立更衣格內不設檯、椅及鏡。
更衣室內嚴禁攝影及錄影。
參加者完成化妝更衣後，到指定地點讓大會工作人員檢查後可獲登記入場手帶一條，即可
進出動漫節展覽場館。
更衣室下午 5 時後，可讓持有第一類登記入場手帶的參加者繼續使用。但由於更衣室人數



設有上限，如人數眾多，參加者或需排隊輪候。
更衣室內不設洗手間。






第二類登記參加者





參加者可於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前，以完整的 Cosplay 造型到達 Hall 3C 指定地點，出示入
選電郵(電子或紙本均可)予工作人員檢查，以獲取登記入場手帶一條，免費出入動漫節場
館。
如當天扮演角色與報名表上所示不同，需帶同新角色之原圖於登記處遞交大會工作人員，
作重新審核之用 (以手提電話出示清晰原圖即可)。
大會將安排資深 Cosplayer 於登記處審核，如發現參加者的角色之服飾或道具過於草率或過
份暴露，大會有權即時取消其資格。

第一類登記候補名額的即場輪候安排
 由於疫情影響，本年度不設「Cosplay 自由行現場登記」。
 如參加者未有進行網上登記而欲使用更衣室，可於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於 Hall 3C 指定地
點，即場排隊輪候第一類登記的候補名額。如當天有第一類登記參加者沒有在指定時間報
到，工作人員將安排排隊的參加者使用該時段的更衣室。


由於未能預測當天缺席人數，故不能保證所有排隊人士均能使用更衣室。

Cosplayer 防疫注意事項
1. 會場內必須佩戴口罩，否則禁止進入會場。不接受佩戴呼氣閥口罩人士進場，建議使用外
2.
3.
4.

科口罩。
Cosplay 道具應盡量避免予參觀人士接觸，否則需按時消毒清潔。
應避免與參觀人士有任何身體接觸,如握手、搭膞頭等。
如 Cosplay 配戴頭套或全面罩的角色，亦須於頭套內佩戴口罩。大會及場地保安有權要求
Cosplayer 核實證明。

「CosParadise」場地守則
 「CosParadise」設於 Hall 3C 內，免費入場，請互相尊重並遵守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
 場地開放時間：
7 月 23 – 25 日 10:00am – 08:00pm
7 月 26 日 – 10:00am - 07:00pm
 所有入場人士必須配戴口罩方可進場，亦需遵守香港動漫電玩節主辦機構及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公佈的防疫措施。
 請小心保管個人物品，如有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請保持環境清潔；
 請遵守大會安排資深 Cosplayer 專員及工作人員之指示，大會有權要求違規者離開場，並保
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CosParadise」場內嚴禁下列事項：
(a) 嚴禁設置任何支架 /腳架 /佈景等設備 ；
(b) 嚴禁放置行李於場內，請善用「Cosplayer 行李寄存服務」；
(c) 嚴禁長期霸佔區內洗手間更衣或化妝

(d) 嚴禁偷拍及盜錄，拍攝前請先徵求對象同意；





(e) 嚴禁使用座地照明裝置；
(f) 嚴禁招攬生意或派發傳單；
請小心保管個人物品，如有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請保持環境清潔；
請遵守大會安排資深 Cosplayer 專員及工作人員之指示，大會有權要求違規者離開場，並保
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Cosplayer 行李寄存服務」
場地：Hall 3C
服務時間為：
7 月 23 日 - 7 月 25 日：10:00am - 8:00pm
7 月 26 日：10:00am - 7:00pm
使用守則：
1. 寄存空間為 408 格，每格大小為 30cm x 40cm x 70cm，
2. 行李體積不得超過 30cm x 40cm x 70cm；
3. 寄存行李費用為每次每件 HK$10，於寄存時付款，只接受八達通收費，以減少接觸，請於寄
存時付款；
4. 不接受下列物品之寄存：
(a) 貴重物品，如有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b) 散件物品，所有寄存品必須放進自備之行李箱或袋中。
5. 只限已完成裝扮的 Cosplayer 使用，「Cosplay 自由行」網上登記及現場登記人士可優先使用，
剩餘名額先到先得；
6. 使用者請於服務時間內寄存或提取行李，晚上 8 時後領取行李須繳付每件 HK$100 之附加費；
7. 每日閉館無人認領之行李將作垃圾處理，如造成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8. 寄存行李後將獲發號碼卡，憑卡領取行李，務請小心保存；
9. 如遺失號碼卡，大會將收取每張 HK$100 之行政費用，寄存人士須待當天寄存服務結束後到
登記處核對資料，並在第三方見證下打開行李檢查，確認無誤後方可取回行李；
10. 請留意大會最新公布，如有任何爭議，大會有權隨時停止寄存服務而不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