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N SCALE FULL ACTION PLASTIC MODEL KIT

兼 志 谷  星 / 巴 拉 達 C S
SITARA　KANESHIYA

© KOTOBUKIYA ©Masaki Apsy ©Toriwo Toriyama
© 2022 Pyramid,Inc.

BHARATA



01

SITARA KANESHIYA / BHARATA CS

所屬於成子坂製作所的Actress，夜露的前輩。
就讀於擁有綜合學科的大型學校⸺桃蔭學園綜合高中，目前是�年級生。
最愛遊玩FPS等各類型的遊戲，
另外還有動畫、繪圖、歌唱等各種宅女的……興趣。
最近好像還上傳了試唱影片，曲目是自己喜歡的機器人動畫主題曲。
與搭檔的百科文嘉一起成為夜露的好前輩……妳做得到嗎？

MEGAMI DEVICE Designed by KANETAKE EBIKAWA 
Body Modeling Provided by Masaki Apsy
Modeling by Noritaka Fukumoto and Shunichi Karashima

21世紀末，人類突然遭到神秘的機械生命體VICE襲擊，

不得不從地球逃脫以求生存。

在銀河中逃亡約半世紀後，全能的人工智慧【ALICE】發現了放射。

藉著擁有放射能力且被稱為Actress的少女們，

改變了過去與VICE之間的戰略地位，

在足以抗衡的戰力下終於再次迎來了和平。

某天，從監督官廳AEGiS收到希望協助進行實測實驗的委託，

也就是要驗證Actress們之間彼此進行模擬戰鬥的『CS』系統。

兼志谷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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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前請詳細閱讀。（下圖零件為說明用的範例，並非本商品的內容物。）

注　意
●本商品的對象年齡為��歲以上。請勿將本商品交給未滿對象年齡者使用。
●因有窒息的危險性，請小心不要誤吞。請勿將本商品交給幼兒使用。
●因商品在製程上無法避免地會產製出尖銳形狀的零件，請小心不要刺到眼睛與皮膚。
●在對零件進行加工時會產生細小的碎屑，請小心避免吸入。
●請務必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中使用塗料與黏著劑。
●對零件進行加工時請小心使用刀刃等尖銳工具。
●請勿粗暴地使用本商品，例如撞擊或揮動。有因此意外受傷的可能性。
●本商品有可能在未經預告下變更規格，還請諒解。

■請務必詳細閱讀。
○組裝前請務必確認零件清單上各零件是否有缺少。
○零件請使用剪鉗或刀片等工具仔細地裁切。
　（請小心使用以免受傷）
○請使用美工刀與塑料模型專用塗料進行組裝。
○塗料建議使用相對來說較為安全的水性塗料。
○相關工具與材料請自行至模型用品專賣店等店鋪購買。
○敝公司不會回答與塗料有關的詢問，敬請理解。

【關於零件的黏著】
本商品組採用嵌合的方式進行組裝，但如果使用另售的塑料模型專用
黏著劑進行組裝，可以組合得更加紮實。
※黏著ABS製零件時，請使用ABS專用黏著劑。

記號說明

嵌合 依照　 內的數字進行嵌合 用力插入 注意零件方向 注意破損 建議使用鑷子 建議使用黏著劑 裁切 選擇式 製作與數字相同的個數 從零件下方與外框連接的
裁切處進行裁切

不使用的零件 注意裁切位置

零件的裁切方法 附帶　的零件的裁切方法 關於雙重線框框

①從距離零件有點距離的位置
　進行裁切。

零件的下方有多餘部位。

②使用剪鉗仔細地將留在零件上的　
　多餘部位去除。

剪鉗
多餘部位

若殘留多餘部位，組裝後看起來會
比較不美觀。

①從距離零件有點距離的位置進行裁切。

②使用剪鉗仔細地將留在零件上的
　多餘部位去除。

剪鉗

多餘部位

雙重線框框為『從橫向看過去的圖』或
『組裝完成圖』等用途的補充說明圖。
請仔細確認形狀後再進行組裝。

＜使用範例＞

關於嵌合箭頭的灰色部分

嵌合箭頭的灰色部分代表組裝零件要由
其他零件下方穿過，或是藏有軸、連接
洞孔的狀況。

＜使用範例＞



給購買顧客的話
本商品內所含的零件無法單獨下單購買，敬請理解。
如有零件不足等於商品開箱初期所發現的不良缺失，請洽商品客服中心。
此外，顧客所提供之個人資訊，將不會使用在對應目的之外的用途。

本商品的相關問題請透過以下方式洽詢。

聯絡地址：〒���-����　東京都立川市綠町 �-�　壽屋大廈 �樓
株式會社壽屋　客服中心

営業時間：週一～週五（不含例假日）��~�� 點

洽詢/CONTACT US

零件A
（PS）

兼志谷 星 / 零件清單
※灰色部分為不使用之零件。

零件B
（PS）

零件C
（ABS）

零件D
（PS）

零件E
（ABS）

零件F
（ABS）

零件G
（POM）

零件J╳�
（PS）

零件K
（PS）

零件K�
（ABS）

※F❹有多準備�個，請當成備用零件使用。

※剩餘的 K�❸
　為備用零件。



X2 1 2 3

4 5 6

X31 2

3 4

零件X�
（PS）

零件X�
（PS）

零件Z
（POM）

※剩餘的 Z❶、Z❽
　為備用零件。

臉部零件
（ABS）

※臉部零件為選擇式。

一般
（正面視線）

笑臉
（微瞇眼睛）

一般
（左方視線）

已塗裝零件

脖頸①
（ABS）

脖頸②
（ABS）

胸部（右）
（PS）

胸部（左）
（PS）

腹部①
（ABS）

腹部②
（ABS）

腰部①
（PS）

腰部②
（PS）

手部零件
（PVC:非鄰苯二甲酸）

※圖示中省略部分塑料射出成型的多餘外框部位。
※手部零件為選擇式。

握住的手 攤開的手① 攤開的手② 握持武器的手②握持武器的手①

握持武器的手③ 握持武器的手④ V字手 指示手

○轉印裝飾貼紙

※塗裝部分可使用模型專用稀釋液除去。



頭部組裝

＜瀏海＞
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頭部完成＞

臉部零件的替換方法
按照瀏海→臉部零件的順序
取下，要替換的零件則以相
反順序組裝上去。

瀏海

臉部零件

身體組裝

可當成搭配玩偶服的脖
頸零件使用。

想加大脖頸前後可動範圍時使用。

脖頸①

脖頸②



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胸部（右）

胸部（左）

※塗裝時使用 E❸。 ※塗裝時使用 E❽。

最後組裝

組裝時請小心不要弄壞

腹部①

腰部①

＜腰部①的安裝方法＞



腹部②

改變方向。

因使用B�的緣故
擴大了腳部往前的
可動範圍。

腰部②

＜身體完成＞

右臂的組裝

可用於 �mm
口徑的洞孔

手部零件



1X3 4X3

2X2

3X2

左臂的組裝

可用於 �mm
口徑的洞孔

手部零件

右腳的組裝

改變方向。



3X32X3

5X2

6X2

左腳的組裝

改變方向。

兼志谷 星完成

頭部

右臂 身體
左臂

右腳 左腳

可用於 �mm口徑的洞孔

※注意　所示部　
　分，以免將左右
　腳弄反。

※注意　所示部　
　分，以免將左右
　腳弄反。



展示台的組裝

洞孔較狹小側朝上。

＜安裝展示台＞
※連接部位可以上下移動，請配合本體姿勢調整連接部位的高度。

兼志谷 星

展示台



轉印裝飾貼紙的貼法 ●請準備剪刀、美工刀、鑷子、棉花棒等工具。
●將要貼上轉印裝飾貼紙的部位先以中性清潔劑將油分擦除，才能確實貼好。

在轉印裝飾貼紙尚未完全變乾之前請勿觸碰。

➀使用剪刀或美工刀將要使用的轉印裝飾貼紙連同襯紙一起裁切下來。
➁將裁切好的轉印裝飾貼紙放在室溫水或溫熱水的表面漂浮約��秒左右，然後用鑷子夾起。
➂將轉印裝飾貼紙從襯紙上撕下，調整好位置然後貼上。
➃貼上轉印裝飾貼紙後使用棉花棒輕輕按壓，吸收剩餘的水分。等貼紙完全變乾後就完成了。

＜在彎曲表面上貼轉印裝飾貼紙的秘訣＞
使用另售的「轉印裝飾貼紙軟化劑」就能將轉印裝飾貼紙變
得柔軟，如此一來就能完全密著於彎曲表面上。
最後使用另售的「表面完工專用鍍膜噴劑」輕輕在轉印裝飾
貼紙上噴一下，就不容易破了。

※安裝零件時請在不碰觸到轉印裝飾貼紙面的狀況下進行安裝。

※塗上轉印裝飾貼紙軟化劑之後，轉印裝飾貼紙會比較容易 
破損，還請留意。在轉印裝飾貼紙尚未完全變乾之前請勿
觸碰。如果貼上去後出現多餘的部分，可以沿著零件外緣
裁切掉，或是折到零件內側看不到的部位。

※使用「轉印裝飾貼紙軟化劑」與「表面完工專用鍍膜噴劑」
　類商品之前，請確實閱讀商品使用注意事項再使用。

武裝（另售）的安裝範例

※圖像使用已塗裝完成的樣品。
※使用兼志谷 星【天機】ver. 葛內舍（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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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正面視線） 一般（左方視線）笑臉（微瞇眼睛）

COLOR / DECAL GUIDE ※此處所指的塗料請至模型專賣店等店鋪進行購買。
※塗料的比率僅供參考，還請理解。

腮紅
腮紅使用砂紙（４００號）將粉紅色粉條棒（[NOUVEL Carré Pastel] 
Rose ���）磨出粉，用筆刷快速沾取後，以輕撫的感覺刷上色彩。
腮紅完成後再於臉頰加上白色帶出高光部位，
如此一來即可重現得更加完美。

①＝轉印裝飾貼紙號碼

※請依照個人喜好使用腮紅
　轉印裝飾貼紙

■=GAIA-COLOR SERIES（Gaianotes inc.）●=Mr.COLOR Series　（GSI Clreos Corporation）

髮
■203：Red brown（95%）
■Ex-02：Ex-BLACK（4%）
■034：Primary Color magenta（1%）

白
●1/H-1：WHITE（95%）
●2/H-2：BLACK（5%）

灰(腳掌)
■074：Neutral Grey Ⅳ（40％）
■034：Primary Color magenta（25%）
■033：Primary Color cyan（25%）
●1/H-1：WHITE（10%）

黃
■005：Sunshine yellow（50％）
●1/H-1：WHITE（50%）

皮膚
●CL01：WHITE PEACH（45％）
●112：CHARACTER FLESH（2）（45%）
■060：Surfacer less flesh Orenge（9％）
■Ex-02：Ex-BLACK（1%）

深藍
●328：BLUE FS15050（80％）
■034：Primary Color magenta（15%）
●2/H-2：BLACK（5%）

※塗裝部分可使用模型專用稀釋液除去。
※對POM製零件、PVC製零件進行塗裝後，因材質特性可能會導致塗佈不均等現象，並不建議這麼做。
※對ABS製零件進行塗裝有可能會導致零件破損。
　塗裝時請務必仔細確認kotobukiya官方網站(www.kotobukiya.co.jp/page-�����/)的內容。
　也可以由右方記載的QR Code進行確認。（連結網址為日語網站。）
※漆類塗料（溶劑類壓克力樹脂塗料）與水性塗料（水溶性壓克力樹脂塗料）無法彼此混色，敬請留意。

⑱ ⑰⑤ ②④

一般用

右方視線

請自由使用笑臉用

右方視線 左方視線

金黃
●GX210：GX BLUE GOLD（100％）

●GX201 ：GX METAL BLACKMr.Metallic COLOR

●CL01 ：WHITE PEACHMr.COLOR LASCIVUS

■001  ：Pure whiteGAIA-COLOR●1 Mr.COLOR AQUEOUS HOBBY COLOR ：WHITE / H-1

■Ex-01  ：Ex-WhiteE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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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請先確認好位置再貼上轉印裝飾貼紙。
※轉印裝飾貼紙黏貼方法請參照本說明書內的「轉印裝飾貼紙的貼法」。

※（ ）內的號碼請貼在相反方向的位置。
※沒有編號的轉印裝飾貼紙以及剩餘的部分請自由使用在想貼的地方。

⑬

⑨

⑩
⑪ ⑫

可動時

⑭（⑭）

⑮ 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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