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中華民國全國盃髮型美容競技大會 
               報 名 表      (姓名及組別請以正楷工整填寫) 

姓名： 推薦單位：            

服務單位： 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本人參加競賽類別 (請填選組別並勾選)

一、現場組組別如下： 29.□新娘秘書(真) 
30.□整體造型組(真) 
31.□凝膠彩繪組(假) 
32.□男子剪吹時尚組(假)
33.□男子平頭組(假) 
34.□人體彩繪認證組 
35.□芳療認證組 
36.□挽臉認證組 
37.□美睫認證組 
38.□美甲美學認證組 
39.□形像設計認證組 
40.□新娘秘書認證組 
41.□眉藝絲繡認證組 
42.□婚禮顧問認證組 
43.□花藝造型設計認證組 

44.□整體造型明師組 
45.□美甲美學明師組 
46.□雕眉塑唇明師組 
47.□彩妝師明師組 
48.□紋繡眉明師組 
49.□美睫明師組 
50.□挽臉明師組 
51.□3D 染眉設計明師組 
52.□窈窕瘦身明師組 
53.□新娘秘書明師組  
54.□時尚彩妝造型認證組
55.□整體造型認證組 
56.□時尚美睫真人認證組
57.□影視特效妝認證組 
58.□經絡認證組 

 1.□女子剪吹組(真) 
 2.□創意包頭組(真) 
 3.□標準冷燙(假) 
 4.□扇型冷燙組(假) 
 5.□花式冷燙組(假) 
 6.□丙級整髮組(第三題) 
 7.□染髮吹風造型組(假) 
 8.□創意編梳組(假) 
 9.□乙級整髮組(第三題) 
10.□疊磚冷燙組(假) 
11.□創意包頭組(假) 
12.□假髮片創作組 
13.□新娘化妝組(真) 
14.□晚宴化妝組(真) 

15.□攝影化妝組(真) 
16.□紋繡眉組(假)        
17.□指甲 3D 粉雕組(假片)
18.□自然水晶指甲組(假)
19.□指甲彩繪組(假片) 
20.□晶鑽彩繪組(假) 
21.□睫毛娃娃燙(真) 
22.□化妝設計圖組 
23.□面具組 
24.□臉譜創意彩繪組(假)
25.□人體彩繪組(真) 
26.□挽臉組(真) 
27.□美容拔粉刺組(真) 
28.□眼部創意彩妝組(假)

二、作品完成組組別如下： 
101.□創意包頭靜態組 
102.□標準冷燙靜態組 
103.□扇型冷燙靜態組 
104.□花式冷燙靜態組 
105.□丙級整髮組(第三題)靜態組 
106.□吹風造型靜態組(假) 
107.□編梳靜態組(假) 
108.□假髮片靜態組 

109.□面具靜態組 
110.□創意面具靜態組 
111.□晶鑽彩繪靜態組(假) 
112.□化妝設計圖靜態組 
113.□創意化妝設計圖靜態組 
114.□指甲彩繪靜態組 
115.□指甲 3D 粉雕靜態組 
116.□臉譜創意彩繪靜態組 

117.□男子剪吹時尚靜態組 
118.□男子平頭靜態組 
119.□人體彩繪檢定靜態組 
120.□熱熔膠飾品靜態組 
121.□云登彩色染髮髮片靜態組
122.□藝術手工皂靜態組 
123.□時尚美睫靜態組 

※報名費：每組 2000 元整(第 34.35.36.37.38.39.40.41.42.43.54.55另訂.44.45.46.47.48.49.50.51.52.53 明師組 6000 元整)

☉附在學有效學生證影印本比賽報名費 1200 元。 

推薦單位：                  選手本人簽名：             

推薦人：                   經手人：        年  月  日 

回  條 
競賽時間：10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下午三時(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1 日截止報名) 
競賽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師生活動中心)(彰化市介壽北路 1號) ※選手報到時間：8點～9點 
備註：1.參加現場動態組比賽者，本會提供午餐(含真人模特兒)※靜態組請於 9:20 前送至指定地點評
分 

2.各組取冠軍、亞軍、季軍、殿軍各一名(各獲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 
3.特優獎若干名(各獲獎狀一張)團體報名人數最多的前三名，該團體獲頒獎盃。 
4.本次比賽為公開性質，選手及作品肖像權,同意供大會及相關單位使用,同意者均可報名，並請簽名。 
5.該組報名人數未滿 6位即列入表演賽。※獎盃請於當日領取完畢，本會不負責保管不補送 
6.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如期舉辦，本會將另行通知擇期辦理，若有未盡事宜， 
當天於大會會場公佈為準。※報名後有異動扣 15%手續費 

報名費匯款戶名：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 
總行代碼：008                             帳號：520100133462 

報名費郵政劃撥帳號：22528540 戶名：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E-mail：ton521025@hotmail.com可報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會址：彰化市永泰街 30 號 電話：(04)7279380、7281279 傳真：(04)7283287 
承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彰化縣女子燙髮職業工會、台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聯合會 
協辦單位：全國各縣市公(工)會、協會、全國各級美容學校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延用，可傳真報名   大會會長：葉水通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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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賽 組 別 及 時 間  
組別 組別名稱 時間 模特兒 競 賽 規 則 暨 得 分 要 領 

一
、
現 

場 

組 

1 女子剪吹組(真) 50 分 真人 事先可染燙，比賽時須剪 3 公分以上，亮度及整體造型。
2 創意包頭組(真) 50 分 真人 裝飾品不可超過三分之一，弧度、亮度、整體造型。
3 標準冷燙(假) 35 分 假髮 含分區，以丙級檢定標準為主。
4 扇型冷燙組(假) 35 分 假髮 含分區，以丙級檢定標準為主。
5 花式冷燙組(假) 35 分 假髮 顏色燙具不拘，具亮度、整體美、富創意 
6 丙級整髮組(第三題) 35 分 假髮 以丙級檢定標準為主。
7 染髮吹風造型組(假) 30 分 假髮 事先可剪、染、燙、現場吹整、髮長不超過頸部 
8 創意編梳組(假) 40 分 假髮 須編梳互相結合，裝飾品不超過髮型三分之一整體美
9 乙級整髮組(第三題) 35 分 假髮 以乙級檢定標準為主。
10 疊磚冷燙組(假) 40 分 假髮 亮度、角度、間隔、距離、整體搭配。 
11 創意包頭組(假) 40 分 假髮 裝飾品不可超過三分之一，弧度、亮度、整體造型。
12 假髮片創作組 40 分 假髮 自由發揮弧度、亮度、整體造型，尺寸 A3 範圍內。
13 新娘化粧組(真) 30 分 真人 粉底、髮型、裝飾品可賽前完成，模特兒可紋眉，須著新娘白紗及頭紗。
14 晚宴化粧組(真) 30 分 真人 粉底、髮型、裝飾品可賽前完成，模特兒可紋眉，須著晚宴禮服(不可著新娘白紗)。
15 攝影化粧組(真) 40 分 真人 彩色不拘須符合主題，模特兒請圍白色圍巾，圍巾自備。
16 紋繡眉組(假) 40 分 假皮 假皮、工具材料自備，以均勻色為主，只紋繡眉右眼。
17 指甲 3D 粉雕組(假片)  50 分 假片 彩繪造型，色彩搭配及立體美感之表現(指甲 5 片大會提供 0 號尺寸)
18 自然水晶指甲組(假) 60 分 假 美感及細膩度之表現材料工具自備前置作業可先準備好評分右手五指。
19 指甲彩繪組(假片) 50 分 假片 彩繪造型，色彩搭配及立體美感之表現(指甲 5 片大會提供 0 號尺寸)
20 晶鑽彩繪組(假) 40 分 圖紙 圖紙、圖型大會提供，具整體性、精緻性、色彩搭配。
21 睫毛娃娃燙(真) 35 分 真人 工具及材料自備，自由發揮，弧度、亮度及接觸點的表現。
22 化妝設計圖組 30 分 圖紙 設計圖大會提供，乙級新娘妝標準華麗圖型，檢定標準評分。
23 面具組 50 分 面具 面具自備可加飾品(型號中、鳳眼)、色彩搭配。 
24 臉譜創意彩繪組 40 分 臉譜 臉譜及工具材料自備，具整體性、精緻性、色彩搭配。
25 人體彩繪組(真) 60 分 真人 頸部以上,正面彩繪.粧.髮型.裝飾品指 甲 可賽前完成.現場彩繪背部延伸右手評分.圖案不拘.整體搭配。
26 挽面組(真) 25 分 真人 挽面的方向、角度、力道、塗粉厚薄與清除後的鎮定處理。
27 美容拔粉刺組(真) 25 分 真人 不分男女、臉部可先清潔，以拔粉刺的多寡及大小，紙張不可破。
28 眼部創意彩妝組(假) 30 分 圖紙 圖紙、圖型大會提供、具整體性，精緻性、色彩搭配。
29 新娘秘書(真) 50 分 真人 粉底打好，髮型裝飾品可先完成，彩妝、彩繪現場化。
30 整體造型組 50 分 真人 粉底打好，髮型，彩妝、現場操作。 
31 凝膠彩繪組(假) 40 分 假片 工具自備(5 個長甲片，大會提供) 
32 男子剪吹時尚組 50 分 假髮 工具自備，比賽時須剪 3 公分以上，具角度、弧度、亮度美。
33 男子平頭組(假) 50 分 假髮 工具自備，比賽時須剪 3 公分以上，具角度、弧度、平角度。
34 人體彩繪認證組 50 分 胚布 工具自備，胚布大會提供。
35 芳療認證組 分 工具自備學科。
36 挽臉認證組 分 真人 挽臉的方向、角度、力道、塗粉厚薄與清除後的鎮定處理。
37 美睫認證組 分 假皮 假皮，工具材料自備，依大會規定。 
38 美甲美學認證組 分 假 材料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39 形像設計認證組 分 真人 材料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40 新娘秘書認證組 分 真人 材料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41 眉藝雕繪認證組 分 假 假皮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42 婚禮顧問認證組 分 真人 材料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43 花藝造型設計認證組 分 花 材料工具自備，依大會規定。
44 整體造型明師組 40 分 真人 粉底打好，髮型，彩妝、現場操作。 
45 美甲美學明師組  
46 雕眉塑唇明師組  
47 彩妝師明師組  
48 紋繡眉明師組  
49 美睫明師組  
50 挽臉明師組  
51 3D 染眉設計明師組  
52 窈窕瘦身明師組  
53 新娘秘書明師組  
54 時尚彩妝造型認證組  
55 整體造型認證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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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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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創意包頭靜態組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3 範圍內。
102 標準冷燙靜態組  假髮 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並接受評分。 
103 扇型冷燙靜態組  假髮 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並接受評分。 
104 花式冷燙靜態組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3 範圍內。
105 丙級整髮(第三題)靜態組  假髮 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並接受評分 
106 吹風造型靜態組(假)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並接受評分。
107 編梳靜態組(假)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3 範圍內。
108 假髮片靜態組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3 範圍內。
109 面具靜態組 面具自由選 自備面具，當日 9:30 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0 創意面具靜態組  面具 自備面具，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1 晶鑽彩繪靜態組(假)  圖紙 自備圖紙，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2 化妝設計圖靜態組 設計圖自由選 設計圖自備，當日 9:30 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3 創意化妝設計圖靜態組 設計圖自由選 設計圖自備，當日 9:30 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4 指甲彩繪靜態組 指甲片十片自備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5 指甲 3D 粉雕靜態組 指甲片十片自備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6 臉譜創意彩繪靜態組  臉譜 臉譜自備，自由創作，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尺寸 A4 範圍內。
117 男子剪吹時尚靜態組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指定地點評分。
118 男子平頭靜態組  假髮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指定地點評分。
119 人體彩繪檢定靜態組 手、胚布均可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指定地點評分。
120 熱溶膠靜態組(假)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指定地點評分。
121 云登彩色染髮髮片靜態組  髮片 自由發揮，當日 9:30 分前攜作品至現場報到，指定地點評分。
122 藝術手工皂靜態組  
123 時尚美睫靜態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