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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者登⼊⽅法（第⼀次）
第⼀步，請搜尋並安裝「COSPO」！

若有可更新的版本，請更新⾄最新版。

開啟應⽤程式 請輸⼊您登錄為登⼊資訊的
電⼦信箱與密碼並登⼊

登⼊完畢！
系統會新增投稿鍵

⚠注意！
若您已安裝應⽤程式並以使⽤者的⾝分登⼊，
您必須先解除安裝，並再次下載應⽤程式。
在進⾏此步驟時，請注意不要弄錯⽽退出會員。



■登⼊獎勵
■ 在過了午夜⼗⼆點後的⾸次啟動時，將顯⽰登⼊獎勵畫⾯。

在過了午夜⼗⼆點後的⾸次啟動時，

將顯⽰登⼊獎勵畫⾯。
連續登⼊獎勵點數

累積登⼊獎勵點數

3�天可獲得 500�點
7�天可獲得 1000�點
30�天可獲得 5000�點

30�天可獲得 500�點
100�天可獲得 1000�點
200�天可獲得 2000�點
300�天可獲得 3000�點
之後每 100�天可獲得天數×10�的
點數。

※應⽤程式更新後，連續登⼊獎勵與累積登⼊獎勵均會保留。
但如果中途解除安裝，再次登⼊時，登⼊獎勵將從第⼀天開始計算。

此處顯⽰活動橫幅⼀覽。
輕點橫幅即可跳到活動⾴⾯。

此處顯⽰ COSPO�的最新消息⼀覽。
輕點即可確認詳細資訊。

輕點開始鍵即可移動到主⾴⾯。



■主⾴⾯
登⼊後，畫⾯將先顯⽰★feed。分⾴與橫幅均可滑動。
滑動分⾴即可查看 favorite 與 event�⼀覽、ranking�等
應⽤程式內的內容。

分⾴⼀覽
★feed�：系統將依時間順序由新到舊顯⽰⾼級 coser 的發布內容。

※輕點 feed�分⾴，即可以篩選發布內容的形式
顯⽰各個與正在舉辦的活動連動的排⾏榜。

☆feed�：系統將依時間順序由新到舊顯⽰⼀般 coser 的發布內容。

favorite ：系統將依時間順序由新到舊顯⽰加到我的最愛的 coser 的發布內容。

event�：可由此確認正在舉辦的活動⼀覽。

活動也可透過滑動橫幅來確認。

ranking�：可由此確認與活動連動的排⾏榜，

以及⽇排⾏榜、週排⾏榜、⽉排⾏榜。

movie�：這是上傳⾄YouTube�與 FRESH!byAbemaTV的影⽚列表。

使⽤者還可觀看COSPO�TV�、廣告等活動相關影⽚。

ranking(past)�：可由此確認已結束的活動的排⾏榜，

以及⼀天前、⼀週前、⼀個⽉前的排⾏榜。

news�：可由此確認來⾃COSPO�的公告，

例如活動開始、應⽤程式更新、發布資訊、異常資訊等等。

①顯⽰側邊選單 →P5

②關鍵字搜尋

可搜尋感興趣的詞彙

③搜尋 Cosplayer

使⽤者可輸⼊名字搜尋 Coser

① ② ③



■側邊選單

輕點左上⽅按鍵或向右滑動⾴⾯，
即可顯⽰側邊選單。

①可由此查看個⼈檔案。
輕點頭像即可更改個⼈檔案圖⽚、名字以及⾃我介紹。
還可以由此綁定銀⾏帳⼾。
更詳細的個⼈檔案可⾄我的⾴⾯查看。

②此處顯⽰等級、⽬前持有點數、⽬前的KAWAII�數，
以及晉到下⼀個等級所需的KAWAII�數。
每10�分鐘恢復1�KAWAII。
等級提升時，KAWAII�上限將增加。

③由此發布照⽚ →P１２

④由此進⼊我的⾴⾯。
可以確認到⽬前為⽌發布過的內容與排⾏榜成果等內容。

→P７

⑤可由此參加活動。 →P９

⑥可由此確認獲得的KAWAII�數量。

⑦可由此查看加到我的最愛的coser
的發布內容列表。

⑧可由此確認⾃⼰已按KAWAII�的內容。

⑨可由此確認誰對⾃⼰按了多少KAWAII。

⑩可由此購買能兌換KAWAII�的點數。

⑪可由此前往最新消息欄。

⑫可由此查看COSPO�的使⽤說明書。

⑬可由此查看上傳者專⽤的使⽤說明書。

⑭可由此登錄登⼊資訊、查看常⾒問題、更改
設定以及聯絡我們。

⑮可由此將顯⽰語⾔更改為⽇⽂、英⽂、法⽂或韓⽂、
繁體中⽂、簡体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我的⾴⾯
①名字 輕點即可查看個⼈檔案。

②個⼈檔案照⽚

③累計KAWAII�數

④已發布的照⽚張數

⑤⽇排⾏、⽉排⾏名次

⑥我的最愛 可由此將上傳者加⼊我的最愛。

⑦封鎖 可由此封鎖不想看⾒其發布內容
的上傳者。

⑧點此可顯⽰個⼈檔案。

您可以從側邊選單修改內容。
若要修改⽣⽇及社群帳號，請與官⽅聯絡。

⑨可由此確認KAWAII�數變化與成果。

此處顯⽰每個⽉的KAWAII�數變化，

以及⽇排⾏榜與⽉排⾏榜的成果。

⑩FAN�RANKING�點此可顯⽰粉絲排⾏榜。
→P１１

⑪可由此查看發布過的照⽚⼀覽

①
②

③
④⑤

⑥
⑦

⑨⑧
⑩
⑪



■上傳者等級

COSPO�有 ★⾼級 與 ☆普通兩種等級。
使⽤者可參加的活動會因等級⽽有所限制。

#升級⾼級會員
普通會員可升級成為⾼級會員。

・進⼊⽉排⾏榜前三名
・上傳者提出申請，並通過官⽅審查

※有關審查的部分，僅通過者⽅可升級，屆時官⽅將與通過者聯繫。

恕無法透露審查基準與結果。

#升級之後

由於升級後第⼀次啟動時必須讓系統反映更新內容，

因此請您登出應⽤程式或解除安裝→重新輸⼊註冊電⼦信箱與密碼後登⼊。



■活動
COSPO�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不同的活動。

活動內容有雜誌刊登與活動演出等許多種類，

您可以從中選擇想參與的活動。

舉辦新活動時，將於應⽤程式內的最新消息與活動⾴⾯通知。

另外，COSPO�也將隨時透過電⼦報

與上傳者專⽤的 LINE�帳號（→Ｐ１５）等管道發布通知。。

參加活動、事前報名⽅法
①輕點側邊選單的＜參加活動＞

②選擇想參加的活動，輕點＜我要參加＞

③當畫⾯顯⽰為＜已參加＞代表完成報名！

①

②
③



■排⾏榜

排⾏榜會顯⽰活動排⾏以及⽇排⾏、週排⾏與⽉排⾏。
排⾏將依 KAWAII�數變動。

排⾏榜將於每⼩時０分更新，反映每個⼩時獲得的點數。

統計期間

・⽇排⾏ 統計時間為 00:00�⾄ 23:59�
・週排⾏ 統計時間為每個星期⽇ 00:00�⾄星期六 23:59
・⽉排⾏ 統計時間為每個⽉⼀號 00:00�⾄當⽉最後⼀天 23:59

⽂章的 KAWAII�數則會即時反映。



■粉絲排⾏榜
FAN�RANKING�是對發布內容按KAWAII�的使⽤者排⾏榜。
除了⽇排⾏、週排⾏、⽉排⾏等累計排⾏榜以外，還可以查看前⼀天的排⾏榜。

此外還能查看活動排⾏榜等粉絲排⾏榜。



■發布⽅法
輕點側邊選單中的＜發布＞

輕點相機圖⽰並選擇想發布的照⽚。
照⽚將顯⽰在＜NO�PHOTO＞處。

可輸⼊想跟照⽚⼀起發布的說明。
請注意，使⽤ Twitter�連動功能時，
若字數超過 140�字將無法顯⽰完整內容。
若您的發布內容中包含網址，該網址將⾃動轉換成連結。

若您正在參加活動，
請選擇要將照⽚使⽤於哪⼀場活動。

→P１３

您還可以在發布的同時將內容發布⾄ Twitter。
連動功能可選擇開啟或關閉。
帳號連動時，請輕點 Twitter�圖⽰，
選擇並新增要連動的帳號。

若您無法順利連動帳號，
有可能是因為設定成拒絕連動，請確認設定內容。



■⽤於活動的發布⽅法

在發布畫⾯輕點＜未設定▼＞
即可顯⽰⽬前參加的所有活動。

選擇要將照⽚使⽤於哪⼀場活
動並發布。

若成功連結，
您發布的畫⾯下⽅將顯⽰

該場活動。

⼀篇發布內容只能連結⼀場活動。
若您在同⼀時期內參加多場活動，則需因應各場活動發布。

請注意，發布時若未設定活動連結，即使收到 KAWAII�也不會反映為活動點數。

事後無法反映點數，請務必確認是否已成功連結。



■發布內容的顯⽰
畫⾯
①此處顯⽰收到的KAWAII�數

②可由此檢舉違規內容

③此處顯⽰照⽚

⑦此處顯⽰⽬前擁有的 KAWAII�數

以及恢復 1�KAWAII�所需的時間

⑥若發布內容有與活動連結
將顯⽰此內容正在參加的活動

⑤此處顯⽰說明

您無法對⾃⼰按 KAWAII

⑧可由此將發布內容分享⾄ SNS

⑨僅限⾃⼰發布的照⽚可⽤刪除鍵
刪除。雖然在刪除前收到的 KAWAII�點
數的顯⽰會消失，不過累計點數不會
消失，請放⼼。

⑩使⽤點數來按KAWAII

您可以使⽤持有點數⼀次性地按
KAWAII，1�KAWAII=10�點。

⼀次性地按KAWAII�最⼤只能輸⼊
即將升級前的數值。輸⼊上限將顯⽰您
到升級為⽌的餘數。

例：假設您的輸⼊上限為 100�點

由於您只差 10�次 KAWAII�就能升級

且 KAWAII�會完全恢復，

因此您最多只能使⽤ 90�點⼀次性地
按 9�次 KAWAII。

①

②

③

④④此處顯⽰名字
輕點即可跳到個⼈檔案畫⾯

⑥

⑦

⑧

⑨

⑩



■點數獎勵
COSPO�會根據使⽤者給上傳者的 KAWAII�中使⽤付費點數給予的 KAWAII（付費 KAWAII）數量，
給予上傳者獎勵。
※使⽤免費點數給予的 KAWAII�無法轉換成獎勵。

兌換⾦額1�付費
KAWAII�＝ NTD0.15

官⽅將於每個⽉底統計上傳者獲得的 KAWAII，並於次次⽉最後⼀天匯款。

官⽅將在匯款後聯繫，對象僅限符合⽀付獎勵條件者。

若無綁定銀⾏帳⼾，付款可能會延遲。有關匯款帳⼾，請從側邊選單的個⼈資料欄登錄受
款銀⾏名稱、分⾏名稱、帳⼾號碼、帳⼾名稱。

獎勵⽀付對象為獲得 10,000�個以上付費 KAWAII�者。
若使⽤者獲得的付費 KAWAII�未滿 10,000�個，則累計數量將延續到下個⽉，在總計取得超過
10,000�個付費 KAWAII�的⽉分即可安排⽀付⼿續。
我們計畫未來只要使⽤者負擔匯款⼿續費，即使獲得的付費 KAWAII�未滿 10,000�個，也能安排匯
款。另外，我們預計變更為使⽤者⼀申請⽀付即匯款的形式。



■上傳者專⽤LINE�官⽅帳號

為了更順利地發布公告與回答問題，COSPO�準備了上傳者專⽤的LINE�官⽅帳號。

儘管我們也受理來⾃電⼦信箱的諮詢，不過當上傳者在活動中被選中時與諮詢時，

我們主要會使⽤此LINE�官⽅帳號來聯繫，因此希望您在完成上傳者註冊後，將我

們的LINE�官⽅帳號加為好友。

#從URL�註冊
https://lin.ee/jXvuL6I

#搜尋LINE�ID
@fba5159n�

※請不要忘了輸⼊＠。

#使⽤QR�Code�註冊

https://lin.ee/jXvuL6I


■聯絡我們與常⾒問答集

#聯絡⽅式

tw@kawaiijapan.co.jp

您也可以從側邊選單的＜setting＞ 內的＜聯絡我們＞與我們聯絡

#常⾒問答集
・我更換了裝置，想繼承登錄資訊
請於更換裝置前，從側邊選單＜setting＞→�＜登錄登⼊資訊＞
登錄電⼦信箱與密碼，並於更換裝置後，輸⼊電⼦信箱與密碼並登⼊。

・我想取消訂閱電⼦報
請與官⽅聯絡。

・我想退出會員
您可以從側邊選單的＜setting＞→�＜退出會員＞辦理退會。
請注意，⼀旦退會，所有您持有的點數與資料將會被全數刪除。

http://kawaiijapan.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