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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等背景說明 

 

    本人陳育睿原名陳郁威於 104年 11月更名，在業界從事美容美髮相

關實務工作約 28年，專長領域為美髮與彩妝整體造型設計，主要為現場

的剪、燙、染髮及整體造型設計等相關實務工作，期間也應聘於國內各廠

商擔任新產品上市發表講師、商業髮型設計課程的訓練講師及各縣市職業

工會、相關性質協會由勞動部所委託辦理的相關職業訓練課程擔任職業訓

練講師，且於 97年起開始於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擔任兼任講師教

授美髮彩妝美容等相關類別專業科目。 

    美髮造型設計系於 102學年度新設立，透過學校的公開甄試方式應聘

為專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對於教學工作有豐富的相關經歷，從業期間

除了髮型設計、彩妝造型與整體造型等相關技術性服務工作外並積極參與

及輔導選手參與國內外各類型髮型美容相關競賽及擔任各類型競賽的評

審、評審長甚至是總評審長等職務，並擔任過全國盃、亞洲盃、台中市長

盃、國際盃等競賽的活動主持人工作。 

    對於教學工作抱有高度的熱忱，且樂於分享自己的所學專長，在專業

技術方面的課程授課時也會針對學生的基本學習能力而適度的予以分組，

以利於學生在專業技能實務上的成長。 

也因為在近年的實務教學中經由學習者在專業技能實務操作的過程中

發現學習者在學習技能操作上的問題，因而延深製作出與專業技術課程相

關的教學用具；並且在課程中實務的將這些教具作為教學應用，透過這些

教學用具來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並申請專利，將教學的方式與實務的技

能確切的結合。 

    本教學實務升等送審報告以教學實務之成果組成，將近年來的教學成

效與實務的成果作完整的結合與說明，並在教學過程中因應同學的學習狀

況依照教學內容的需求研發出相關教具，[剪髮教學示意裝置]，此項教具

之研發是因應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剪髮髮片的延伸位置、角度提拉

與髮型層次的結構關係時產生了學習上的盲點，因此，針對學生所遇

到的問題進行思考並尋求解決的方式，進而研究製作出這樣的一個教

學輔助用具。 

並將該教學用具實務運用於剪髮課程的教學中，以立體的實物作

為輔助的講解分析工具，並因此發現學生對於在學習剪髮技術類的相

關課程時有許多的幫助，將此項教學用具運用在教學中可以讓同學更

容易了解髮型層次變化的連結性，更快速的融入課程中且易於學習，

提升學生對於專業技能理論概念的認知，並且透過這樣的一個教具作

為輔助教學的方式結合實務的操作技巧，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容

易將實務技巧與理論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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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成果 

1.1.1主要新型專利 

 

1.新型專利「剪髮教學示意裝置」，發明人陳育睿(第一發明人)、

吳宥霆，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1 月 21 日，公告證書號

M512783，專利公報 （U），42卷 33期，頁 16273-16275，智慧財產

局。字數 1546。同時申請發明專利中 

 

 

1.1.2 其他相關新型專利 

 

1.新型專利「剪髮髮片延伸示意裝置」，發明人陳育睿(第一發明

人)、沈艾琦，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1 月 21 日，公告證書號

M512333，專利公報 （U），42卷 33期，頁 13320-13323，智慧財產

局。字數 1508。 

2.新型專利「頭皮按摩器」，發明人陳育睿， 核准公告日 2014 年

11 月 11 日，公告證書號 M489640，專利公報 （U），41卷 32期，

頁 13320-13323，智慧財產局。字數 1624。 

3. 新型專利「隨身紫外線消毒燈」，發明人陳育睿，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0 月 11 日，公告證書號 M510173，專利公報 （U），42卷

29期，頁 11602-11603，智慧財產局。字數 2539。 

 

 

 

 

 

 

 

 

 

 

 

 

 

 

 

http://twpat5.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3C75560009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b288e889bee79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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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討會論文 

     

    2016年萬能學報 Tetrameric 型界面活性劑在聚乳酸纖維之染色應用第一作者 

    2016年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 藝術髮型 第一作者 

                                    獲得海報發表佳作 

    2016年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 國色天香第一作者 

    2016年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 繁花似錦 

    2015年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 脫髮與頭皮護理 

                                   獲得海報發表第三名 

    2015年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 髮片花藝造型設計運用 

                                   獲得口頭發表第一名 

    2014年新造型新設計學術研討會 人檯裝飾藝術設計製作運用第一作者 

    2014年新造型新設計學術研討會 夢幻芭比娃娃禮服設計製作運用第一作者 

    2014年新造型新設計學術研討會 環保禮服設計探討第一作者 

    2014年新造型新設計學術研討會 夢幻髮型競賽設計製作 

    2013風潮設計與休閒美容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假髮造型設計製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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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承辦活動 

 

    103年萬能科技大學美髮產業實務與發展教師深度研習 

    104年萬能科技大學美髮造型實務運用與發展教師深度研習 

  105年萬能科技大學時尚造型實務運用與發展教師深度研習 

104年產學合作案冠菁行銷顧問公司『個人形象包裝第一期』簽約金額 12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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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理念與學理基礎: 

    早期的技職教育多數以師徒相傳的方式來做為專業技術的傳承，雖然

可以學習到扎實的技能，卻也因為多數的師傅對於專業理論知識的一知半

解而影響學習者對於技能精進的主要因素，近年來教育部規劃出多元入學

的方案，促使學生有更多元的就學機會，也讓學生可以在學校中學習更多

元的專業技能與專業知識並且提升內涵。 

 在師徒傳承的技術傳授世代中，有師傅惟大的觀念且有著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因此，學習技術上必須經過許多的考驗，例

如:需要協助照顧小孩、洗衣、燒飯、做家事等等雜事，也因此讓學習的

過程拉長。 

 當然，也有許多師傅在傳授技術實，擔心自己的技術會被徒弟所超越

而對於技術的傳承上就會有相對的保留，也因為早年的技術都是用這樣的

方式作為傳承，所以在專業理論上的蔣樹與分析就普遍顯得不足，這也是

造成學習時間被延長的主因。 

 為了要突破傳統的師徒傳承方式，在專業技術的教學上就必須要有所

突破及改革，以淺顯易懂得方式讓學習者可以用更為容易理解的方式來了

解各種技巧的運用與相關技術理論的整合，這樣才能培育出更多專業的美

髮美容產業人才，也可以讓技職教育的學生能有一片屬於自己專業領域的

發展空間。 

 

 

 

2.1 研究理念:     

 

大學端之技職教育主要在於培養在校學生擁有一技之長，也期望學

生能為自己將來的就業奠定良好的基礎，作好相關的就業準備以利於未

來與就業環境的接軌，因此，在專業技術訓練課程的設計上就必需要讓

學生清楚的了解並學習與未來實務就業的相關技能，所以在教學上除了

要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必須要讓學生穩固基礎的專業技能，並且了解

每一項專業技能的基本概念，確實的學習專業技能的技巧概念，以利於

扎實專業技能的學習。 

學生來自於不同科系，雖然多數學生為相關科系畢業進而升學就讀

美髮造型設計系，也因此這一類型的學生就比較有未來就業之目標，另

一部分學生雖高職為其他科，但對於未來就業有自己的想法，因此，選

擇就讀美髮造型設計系則是為了想要要瞭解如何成為一位專業的美髮造

型設計師或者是新娘秘書、整體造型的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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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會因為學生原來所學科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因此，在教學時必須做到兩者權衡也必須讓較晚起步的學生能盡快的進

入學習狀況中，以符合未來畢業即可就業的教學方針。 

因此，在技術教學中依據實務基礎的根基訓練為主要的訓練方向再

向外延伸，專業技術訓練以基礎理論與技能為課程主軸，由淺入深的方

式讓同學在學習上更容易吸收並獲得專業技能的成長，依據每個學生的

特性與個人學習的進度將教學的方式略做調整，以符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在學習上的需求。 

技術訓練課程中會因為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有教學上的落差，也會因

為學生對於語詞認知上的不同，而在講授方式上就必須要觀察學生的認

知狀況，因此，在剪髮造型設計課程的訓練，為了要讓同學在最簡單的

方式了解髮片與頭皮延伸的關係與對於髮型的影響而衍伸出提升同學學

習成效的相關教具進而提升整體的技能與知能。 

在校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心態與現職從業人員會有些微的差異性，現

職從業人員進修是因為認為自己有所需求，所以在學習上較為主動且更

為積極，並且比較懂得對自我的要求，相對的在學習成效上會有更顯著

的呈現，因此，在對於業界從業人員的課程訓練中比較容易獲得相對的

互動，且在技術訓練中學習者明白自己的需求所以願意花用更多的心思

練習與實務操作，相對在技能上所獲得的成長就比較多。 

然而，部分在校學生在進入技職教育的體系中可能對於自己的未來

仍不明確，也仍然在探索自己對未來的興趣，因此，在學習的心態上會

與現職從業人員的狀況有所落差，緣此，為了提高學生對於技術訓練的

興趣，所以，在課程中會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引導學生的專注力與興

趣，以提升學生對於學習專業技能的興趣，並且讓學生在學習上能有更

容易了解的方式。 

為了要讓學習者更容易且清楚的瞭解專業技術講解的精髓，所以，

教學的方式中除了運用板書的書寫及平面圖示來輔助基本的理論講授與

實務技能的示範教學方式外，並且因應學生的學習與練習狀況尋找出學

生在技能實作上的問題，進而配合不同的課程需求而設計出不同的教學

用具，並且將此類教學輔助用具實務運用在實做課程教學中，也可以讓

學習者更清楚的瞭解講授的課程內容及專業的技能重點。 

本人在本系的教學課程安排是以美髮、美容、彩妝等專業專長為

主，授課的內容有長髮造型、剪燙染髮、彩妝、護膚、化妝設計圖等專

業技能訓練，主要的方向是為訓練學生未來具有擔任美髮造型設計師、

新娘秘書及整體造型設計的專長。 

在授課的內容規劃則是以讓學生與未來就業的方向做為主要的考

量，以教授符合商業需求的實務專業技能養成為主要的教學目標，並且

將髮型與美容彩妝的課程做一個完整的結合，授課的方式採取理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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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專業技能示範實作、小組討論、邀請業界師資協同教學等方式進

行。 

技能課程訓練過程中也會盡量的瞭解學生對於講授的課程內容及實

務示範操作的認知狀況，並且，依照學生的學習與認知狀況在教學方式

上做適度修正，或者是針對個人的問題或盲點採個別講述的方式，以利

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以剪髮教學為例：在剪髮的教學中因為頭型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

問題，以假人頭在做示範講解時，因為，假人頭為固定之標準頭形的形

狀，且與真人頭形有各種不同的形狀有極大的差異性，因此，發現部分

學習者對於髮片的延伸與提拉的方向會有認知上的差異，雖然，在理論

的講述中，有輔助以圖像式的方式講解，但仍有部分的學習者，並無法

真的可以正確的提拉髮片於正確的位置上做剪裁，而在練習操作剪髮後

出現的髮型常會有歪斜或是層次不對稱的狀況產生。 

通常在做相關課程講解示範時，主要是以假人頭做為主體的教學工

具，並且以假人頭上的髮片做為引導的說明與講解及實際操作示範剪裁

的方式；但有鑑於以上的觀察發現學習者在髮型剪裁時所遇到的問題，

為了要讓學習者更容易且清楚的瞭解髮片延伸的位置、高度與層次的關

連性，因此，對於髮片、角度等與剪髮相關的問題，有了另一個層面的

思考，將一向都以平面的示意圖說方式，延伸製作出立體的示意模組，

再去嘗試於課程中作為講解與示範的教學器具，進而發現，以立體的教

學模組講解示範後，學習者對於髮片應該延伸的方向及提拉高度的位置

的認知較為清楚且確實，也讓學生在剪髮訓練中有更多的進步。 

另外，為了培養學生在未來就業中有多元發展，除了髮型的專業課

程外，在彩妝的課程中，依然以符合商業實務為主要教學的方向，並且

利用課餘的時間加強輔導對於創意性彩妝造型有興趣的學生在技巧上的

提昇與技能的專精，讓學生除了學習就業技能外，仍可以發揮自我的創

意，培養多元的就業技能以提昇未來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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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課程規劃 

  

本人在美容美髮業界實務經驗有 28年，民國 81年成立自己的工作

室，並有聘請員工數人，因此，對於業界所需人才的需求有深入的瞭解，

所以，在課程規劃中，除了以自己對業界人才需求的瞭解外，並請教同業

深入瞭解目前市場人才需求及所應具備的基本技能為依據作為課程規劃的

主要方向，以期讓學生可以在經由正規的課程訓練後獲得足夠的就業能

力。 

 課程內容規劃的方向由理論基礎的認知加入基本的專業技能養成的方

式，由淺入深採漸進模式進行，在穩定基本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後依循課程

的內容做進階教育的訓練，讓學生可以紮實每一個專業技能的步驟，進而

提昇更良好的學習成效。 

 以相關性的聯結概念設計具商業技術概念，以較為淺顯易懂的內容及

簡化的教學方式讓學生了解基本的商業技術概練與技巧，並且讓學生在練

習中強化基本技能的根基，進階課程的規劃是為了要提升學生的專業設計

能力，讓學生更精進，也可以在同時間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差異性，

由此，可以針對學生的問題作為個別指導及分析技能的問題，以利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 

 長髮造型設計、剪燙染髮實務與彩妝技術等三門課程在培育未來的造

型師上有相當的連結關係，雖然都是各自獨立的課程，但是在課程內容的

設計上也朝向培育專業造型設計師為主要目標。 

 當前美髮設計師的培玉雖然在業界中多數惟獨立的一個職業方向，但

是，仍有許多美髮相關業者鼓勵從業人員要有多元的技能，因此，為了要

符合市場人才需求的狀況，在課程設計中就將這三門課程作為一個以培育

現階段產業人才需求具有彩妝技能的美髮造型師為主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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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長髮造型實務 剪燙染髮實務 彩妝技術 

 

基礎

課程

內容 

1. 長髮造型概論 

2. 編髮造型技巧的運用

(一股扭轉、二股扭

轉、三股編織、綜合

編織法) 

3. 梳髮造型基礎運用，

髮片梳理技巧 

4. 手捲法技巧及處何造

型設計 

5. 逆梳刮髮技巧運用 

1. 頭形及頭上主要各點

對於剪髮的關連性認

知 

2. 基本的髮片延伸的概

念 

3. 剪裁及層次結構技巧

的運用 

4. 基本層次剪髮概念與

技巧的實務操作 

5.燙髮與染髮的技巧運用 

1.以平面設計圖的技巧為

訓練依據，讓學生瞭解

每一種臉型的基本修飾

方式為導向 

2.學習各種眉形、唇形的

化法 

3.眼影的漸層暈染及眼型

修飾的技巧 

4.理論講述與實務操作 

課程

目標 

培養學生基本的編梳髮技

巧，瞭解造型的基本概

念，並利用課程的練習，

熟悉相關的梳髮技巧的運

用。 

 

培養學生具備專業的基本

剪、燙、染髮的專業理論

與技巧，提昇學生對於剪

髮造型設計的基本認知，

強化專業技能與知識。 

培養學生在彩妝設計的基

礎概念，運用平面紙圖的

講授與練習，讓學生瞭解

彩妝設計的基本概念與漸

層暈染的技巧。並且讓學

生在平面紙圖中可以將各

種臉型的修飾位置有明確

的認知 

 

 

進階

課程

內容 

1. 包頭梳理造型技巧 

2. 造型編織法實務運用 

3. 商業梳髮造型技巧 

4. 電鉗造型的變化運用 

5. 創意包頭梳髮技巧實

務操作 

 

1. 層次結構的組何運用 

2. 點線面剪髮與髮型設計

的關聯性 

3. 剪髮與燙髮的設計 

4. 剪髮與染髮的設計運用 

5. 剪燙染髮綜合運用 

6.髮型設計的綜合運用，

結合剪燙染髮的造型設

計技巧 

1. 粉底的選用技巧 

2. 粉底修飾運用技巧 

3. 眉型的運用與技巧練習 

4. 眼影的運用眼型調整與

眼線 

5. 裝戴睫毛的技巧 

6. 腮紅運用與唇型修飾 

7. 整體的彩妝造型設計 

 

 

課程

目標 

培養學生瞭解各種造型的

技巧，除了商業的髮型編

梳外，在課程中以基礎的

編梳概念，培養學生創造

並設計新娘髮型及創意的

包頭概念，讓學生可以瞭

解技巧的實務運用方式，

這樣可以提昇未來在職場

中對於造型設計的專業概

念，也可以讓學生有更多

自主的創意 

培養學生有更專業的商業

髮型設計的概念，強化實

務髮型設計的技巧，在課

程中，運用流行的髮型趨

勢作為授課的重點，搭配

實務讓學生在設計中的技

能更為提昇。 

邀請業界師資分享，讓學

生瞭解業界人才需求及成

為造型設計師的基本要件 

實務的彩妝設計訓練，培

養學生在技能上的專精，

以兩兩相互練習的的方

式，讓學生可以瞭解各種

實務的真人臉型與眼型等

的各種不同變化，來提升

學生的基本概念，並且讓

學生熟練各種彩妝造型的

技巧，以利於學生在未來

有多元的就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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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研究方法 

 

在剪髮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剪髮的髮片延伸方向與角度提拉

的高度位置有認知上的問題時，且每一個人的延伸方向均不盡相同，提高

的角度也不全然正確，在經過多次的講解與實際的操作示範後，仍然，沒

有達到預期的改善成效，因此，重新檢視使用於在職人士的專業技能課程

的訓練方式是否也適用於沒有經過完整訓練的技職學生。 

在剪髮教學的邏輯中一直以來都是以假人頭上的髮片做一個分束的

方式來作為講解示範的依據，當發現對於學生用相同的方式來作講解分析

與實務操作示範沒有達到相同的理解成效時，開始重新思考學生對於髮片

位置認知的概念為何，是否能將示範講解時所說明的髮片做獨立的片狀思

考與放射狀連結的運用，也更加省思高職端的技術類教育，與大學端技術

教育的區別性。 

因此，重新瞭解學生在基本剪髮技能上的學習與技能養成所獲得的

概念，經過與多數學生晤談後發現，多數學生對於剪髮技能的認知僅在於

美髮丙級證照的觀念中；因為，在美髮丙級檢定中的剪髮部分都以 0層次

的剪髮為考題，沒有角度提拉的問題也沒有髮片向外延伸的層次髮型剪裁

方式，所以，才會有對於髮片延伸與提拉高度的認知差異出現，所以，學

生才會有在層次剪裁練習時會有出現層次及髮流垂流點歪斜的問題。 

為了要在教學中讓學生可以更清楚知道髮片與髮型剪裁的重要關連

性與髮片提拉角度與層次的關係，因此，首先將假人頭上的頭髮固定住後

僅留下要示範講解使用的髮片部分，來作為教學講解的方式，在使用這樣

的教學方式後，仍然發現，學生在提拉髮片時，仍然會出現無法達到與頭

形相同的圓周延伸放射狀的方向。 

剪裁髮型時，髮片的垂直延伸梳引方向與頭形有極大的連接關係，

因為，如果在剪髮時，所梳引的髮片沒有依循頭的圓周放射狀梳引髮片作

為剪裁就會讓完成的髮型出現層次的落差，或者是髮型歪斜的形狀，也會

因此影響髮型的完整度，若實務剪裁於消費者的髮型上則可能產生不易整

理的狀況，所以，在訓練過程中就必須先讓學生瞭解正確的方式。 

有鑑於學生對於基本概念的認知有所差異，所以，經由前述假人頭

髮片的方式教學後仍發現問題依然存在，因此，瞭解局部所留下來的髮

片，仍然無法讓全部的學生理解每一個髮片在頭部圓周放射狀的正確位

置，所以，將假人頭髮全部剔除後，以珍珠板依照剪髮時，在頭部主要連

接點的位置剪裁出頭部的弧度形狀製作出各種層次的示意模組及髮片延伸

示意模組，並且透過這樣的教學示意模組來作為課程的講解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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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理基礎 

 

在美髮業界從業將進 30年的實務工作經驗，清楚的了解在早期的美

髮設計師技術的養成以師徒傳承方式行進，常需耗時數年且多數傳承者均

不懂得相關的專業理論與概念，因此，設計師在傳承時多數以看就是了或

者常說的是就是這樣、就是那樣等方式來塘塞學習者所提出的問題，無法

明確的將學習者的問題作深入的講解，因而衍伸出許多設計師只會做而不

懂得實務說明與講解理論概念的狀況，也導致學習者在學習後也只會做而

不懂得為什麼要這麼做，更不清楚怎麼去作技術及理論上說明的原因。 

在專業實務技術的學習與專精是需要運用各種理論與實務的操作結合

才能完成，也才能獲得良好的成效，若是在課程的教授上單一的僅是示範

技術的操作讓學習者只是用看的方式來學習技術，對學習者來說，很可能

會出現有不明白為什麼要如此操作的原因，也會因此而拉長了學習的時

間，甚至會影響學習者對於專業技能的學習興趣； 然而，若僅是單一講

授理論課程，則會影響學生對於學習的興趣，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

效，因此，在專業技能的授課時需要將理論與實務的技能運用兩者作為完

整的結合，才能提高學生對於技能養成的訓練成效，並且可以在同時間中

了解各種相關的專業技能理論，讓實務的技能與理論都能有一定成效的提

升。 

在課程中以分享為主要的方式引導讓學生與我有更多的互動，不以自

己的能力做為學生學習能力的判斷，把每一個學生都當成是一張白紙，以

便於更容易發現並瞭解學生在課程中是否真的明白所講授與示範操作的內

容及專業技巧，這樣的方式有利於在授課時可以隨時的調整方向，當然，

也有助於讓學生可以更容易瞭解專業技能的學習技巧。 

技術教育是為了要儲備學生在未來就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除了

技能的提昇，也要和理論相輔相成，才能讓學習者對於技術與理論有更多

的連結，因此在教學中，以實務的技巧為訓練的主要方式，在示範的過程

中適度的融入理論的講解，並且讓學生養成隨手做筆記的習慣，將自己的

問題記錄下來，在經由講解及互相討論時，讓學生有更深一層對理論的認

知。 

每個人對於學習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狀況，在技能的學習上更清楚顯

現這樣的落差，因此，在教學時除了講授與示範之外，更應該瞭解學生在

操作時所遇上的問題並加以解決，適時的以學生個人的問題做個別得講解

示範及輔導。 

在訓練課程規劃前預先假設性的設定學習者在學習中可能會出現的問

題，並將之所預設的問題於授課中做示範講解時講述正確的觀念與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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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避免學生在實務操作時出現相同問題，學習者也較容易在操作時

避免出現相同的問題而產生學習上的困難。再經由學生的實務操作過程中

去瞭解並發覺其他問題，再將學生的問題作分析，以利於調整授課講述及

實務技能操作的方式，這樣可以有效的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以自身的專業技能用於教學上，讓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實務的專業技能外

並經常性利用課餘時間參與校外與專業相關的課程研習活動，以增進自我

對於現階段時尚流行的趨勢的體認及專業實務技能的提升，做為對於教學

改進與相關技能延伸的方向，這樣可以讓學生學習專業的基礎技能，並且

讓這些專業技能更趨近於現代化的流行，讓學生能將專業技能與流行趨勢

做為結合。 

另外，善用自己在業界的人脈，依照課程內容的規劃及流行趨勢的轉

變，適時的邀請於美髮、美容、彩妝等相關產業中的專業老師進入課堂中

協同教學，並且與同學分享每個不同階段商業實物流行的相關資訊，也利

用各種機會帶領學生參與也藉辦理的時尚流行資訊的研習，讓學生對於企

業有更多的認知且更了解業界人才需求的概況，藉由這樣的機會可以讓學

生更了解未來在就業上所需要儲備的專業技能與內涵，有利於提升學生在

學習上的自我啟發，更有助於學生與未來就業的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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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專業技能訓練的宗旨是在培育學生在校期間就能擁有一技之長，以備於為未來

就業做好相關的準備，而不是出現畢業即失業的窘境，讓學生擁有在社會立足的能

力。 

要讓學生能在技職教育的訓練課程中習得具有實務與專業的技能，在專業技術

課程上的規劃與銜接教育就顯德相當重要，因為，這是攸關學生未來與產業界實務

聯結重要的關鍵，因此，在基礎訓練上就必須要讓學生習得最惟扎實的基礎技巧，

髮型設計最重要部分就是剪髮造型少計的技巧與概念運用。 

在專業的髮型設計中擁有穩定且扎實的剪髮技巧是成為一個專業髮型設計師的

主要能力，也是提升自己在業界成就的主要方式，所以，在剪髮技術的教學中慧將

各種專業的技能不斷的重複練習，並且作各種方式的分解訓練，經由這樣的訓練方

式來提升學生專業技能的穩定度及技巧的熟練度，進而作實務的商業流行髮型設計

與剪裁技巧的精進訓練，以儲備學生在未來就業的基本能力。 

因此，在專業剪髮技能的訓練過程中，就必須要清楚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即對

於講師於課程中理論講述的認知狀況，尋找出學生的問題點，並針對所發現的各種

問題點做教學改進的省思，同時調整教學的蔣樹及操作示範的方式，因而，延伸設

計並製作出相關的教學用具，用以輔助於剪髮教學中並將相關教具申請新形式專利

取得專利證書讓教學與實務成果完整的串聯，以提升更好的教學品質與成效。 

近年來所取得的新形式專利均與授課內容相關，運用於舒壓 SPA洗髮、頭皮養

護課程的頭皮按摩器； 提昇剪髮技能的剪髮教學示意裝置、剪髮髮片延伸示意裝

置及運用於彩妝造型時的隨身紫外線消毒燈等，均是為了要提昇教學的成效而延伸

出來的因此教學實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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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主題內容 

本創作係一種剪髮教學示意裝置，尤指一種頭髮在修剪後應呈現的形

狀之剪髮教學示意裝置。 

現行美髮設計師服務客戶獨立設計髮型前，需透過剪髮教學訓練最基礎的

剪髮，以提升設計剪髮概念。 

基礎剪髮在教授給學員的講解過程中，通常在課堂上是透過黑板繪製

平面圖講解給學員瞭解，由於人的頭型是立體的，且在剪髮過程中，所站

立的位置也會影響所剪裁出來的髮型及其層次的精密度，學員較無法經由

平面圖講解而確實瞭解到實際立體所呈現的髮型，故會造成學員在學習上

的困擾，當學員實際以假人頭進行剪髮訓練，往往無法剪裁出與教師透過

平面圖講解的髮型，使得學員在學習上會有挫折，及學習成效不佳的失落

感。 

因此，如何改善在剪髮教學上所遇到的困境，讓學員能充分了解各髮

型的層次與髮片在頭上所應該呈現的立體型態，此問題為亟待業界解決之

課題。 

當學員在學習基礎剪髮前，以立體模組來呈現欲修剪頭髮處的位置點

及呈現出欲修剪頭髮之形狀，讓學員可充分了解稍後練習修剪頭髮後頭髮

經攤開後應呈現出的形狀是否與該等髮片模組所呈現的形狀相同。 

運用這樣的立體教學模組在講解時可以讓學員更清楚的瞭解髮片的位

置及展開後的髮片形狀，有利於學生剪髮的練習成效，也可以讓學生更清

楚瞭解髮型展開的示意分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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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專利設計圖示 1 

 

 

          

圖表 2專利設計圖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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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法技巧 

以在授課的過程中所發現學生學習上出現的問題，而去研究發展出來的教

學用具，在將這樣的實體教學用具運用於專業剪髮技能的教學中，利用此教學

用具搭配板書平面的圖示於講解說明時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可以讓

學生更容易了解髮片應該的延伸方向與提拉的位置高度，提升學習的成效。 

剪髮教學中頭部共有 15個主要的計計點，美一個點均有其各自對於髮型設

計的重要概念，且每個位置的點在設計中都應該精準，因為，每一個點上面的

頭髮長度對於想要設計的髮型呈現的效果有極大的影響，在國家技能證照考試

中考題設計也是針對各主要的點設定長度，作為檢查標準的依據，因為這是呈

現髮型好壞的主要關鍵，且是法行層次形成的一個主要的依據。 

在課程中做剪髮技術教學分析講解時，運用這樣的實體物件示意裝置作為

教具於課程中輔助講述，可以讓同學清楚每一個點在頭部的正確位置，輔以理

論的說明讓學生可以完整的了解每個點的長度設定對於髮型設計結構的基本作

用及髮型設計的基本概念。 

 

 
圖表 3實務教學用具照片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美髮造型設計師，髮型設計的第一要件就是剪髮的基本技

能，所以，剪髮的訓練就要讓學生習得最為扎實的技巧，因此，在剪裁訓練過程中

每一個髮片的延伸位置、提拉的高度及方向都繪影響到髮型呈現的完整度，要剪裁

出完整且完美的髮型，必須要對於頭型、髮型、髮片、方向、角度…..等等有清楚

的認知，還要具備熟練的剪髮技巧，並且習得各種不同的剪刀運用技巧及剪裁變化

的運用技巧，才能設計並剪裁出優美柔順的髮型。 

在剪髮的訓練中了各種刀法的訓練外，每一個髮片的連接都非常重要，也是影

響髮型每捲完整的主要關鍵，在作剪髮時前後髮片的連接與上下層次的連接位置與

方向常是學習者在學習剪裁的過程中較容易混亂的部分，因為方向及高度的認知不

同，所以，容易讓學習者產生混淆的狀況，如果剪裁髮型實髮片的連接位置不正確

就可能影響髮型連接的完整性，也會影響法行整體的美觀，因此，運用剪髮教學示



19 
 

意模組的分線髮片作課程示範的講解，讓學生可以更清楚了解連接區分線的正確位

置，有助於學生在學習剪髮實可以更得心應手。 

層次為髮型設計與剪裁的主要呈現方式，每一個髮型的設計，都會有一個以上

的層次出現在整體的髮型結構上，但是，在訓練過程中，為了要紮實學習者的基礎

技能，因此，在課程訓練中，會先以單一的層次為訓練的方式讓學生先瞭解並可以

容易運用剪髮的技巧後再做不同層次的剪裁技巧訓練。 

髮型設計的主要概念為瞭解髮片的延伸方向及剪裁技巧的組合運用，想要剪裁

出漂亮的髮型，除了剪刀運用的技巧之外，要非常的清楚頭上的每一個點、每一個

髮片的放射狀延伸位置，將其適當的組合起來才能完成一個髮流柔順糗形體漂亮的

髮型。 

想要完成一個好看又好整理的髮型，就必須要穩定基礎的訓練並且熟練各種剪

髮技巧的運用，因此，在課程中運用這樣的一個教學用具可以減少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可能產生的問題與挫折感，讓學生有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也相對提升訓練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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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層次剪髮髮片示意模組實體教具照片 

 

 

 
髮片延伸教學示意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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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貢獻: 

   在進入美髮造型設計系的教學過程中，除了運用自深專業技術作為課程的分

享，也盡力的去了解學生對於技術上的需求及培養學生對於未來就業的技能準備，

因此，在整體的教學課程規劃上有完整的進階程序，並且在過程中有完整性的連

接，將教學中所發現學習者的問題認真去思考並加以解決，且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

去研究設計出相關的教學用具來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成效，並且將所設計出來的 

教學用具申請新型專利並成功的曲的專利證書，讓實務教學的連結更具系統化。 

 技術教學是一種技能的傳授，隊於教學者來說我們應該要有更周全的準備才能

讓學生在學習實能夠更容易的了解我們所想要傳達的知識，也必須讓自己不斷的成

長，與時尚同步並且學習更多元更專精的技能，在教學中才能與現場的專業實務作

最確實的連結，所以，深為教學者就必須要不斷的參與專業的研習課程以便於了解

更多現階段中與商業實務相關的流行資訊與流行的趨勢及新的技能展現的方式。 

 流行並不是技術的全部，所以，自我的專業技能提升也顯得更為重要，參與實

務的專業研習可以提升自己的眼界，讓自己有更多的思考與創意的能力，並且可以

讓自己學習其他專業老師的優點，以教學相長的理念作為基礎，不斷的重新學習才

可以讓自己不斷的創造更多的創意，學習其他人的授課方式也能讓自己有更多的教

學經驗成長，將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專業技能轉化成為自己授課的能量；再經由授

課的過程去了解學生的需求及學習的狀況，然後，作自我的檢視及課程規劃的調整

就是為了要讓學生在課程中可以獲得相關的專業技能，也可以讓學生儲備更好更多

的就業能量 

 除了參與專業課程的研習還承辦了本系教師在暑期的深度研習課程，與其他教

師共同參與與本系專業學能相關性質的研習課程，藉由這類邀請業界協助辦理的深

度研習課程來了解現階段在業界對於人才需求及與相關產業連結合作的方向，並經

由產業界的專業老師提供專業實務的相關課程及流行時尚的趨勢分析，並且將研習

的成果實計融入教學課程中，這也是讓學生能有多元學習及與產業界實際連結的最

好方式，也可以讓學生的學習隨時的與業界相結合，對於未來的就業有更多的幫

助。 

讓學生擁有專業的就業技能是課中主要的目標，因此，以學生的需求及學習吸收的

狀況為教學方向調整的依據，提升專業課程訓練的成效，這樣才能讓學生擁有更好

的未來就業規劃。 

 學生在學習到一定的程度之後，運用自己與業界的關係連結各種商業性質的活

動帶領具有基本能力的學生時計參與各類型活動，如:選美造型、商業展演造型..

等等，也可以在參與這些活動時了解學生在訓練上不足的部分，藉由這樣的方式去

了解課程訓練中與專業實務的差異，以便於在課程進度及訓練方式的調整。 

 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生在專業證照的技能，且參與勞動部舉辦的美髮、美容、

男子理髮等與本系相關的專業證照，也有助於提升學生未來在就業上的專業能力正

名，在訓練過程中更可以讓學生穩定扎實專業技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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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生的個人能力及興趣培養學生參與國內外相關的各項競賽，以培養創意及

自我啟發作為競賽的訓練目標，可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也可以讓學生有更

多的創意發揮空間，讓學生先行自我創作，再由學生的創作中了解學生的專業技

能，然後依照學生所習得的技能及創意的概念作技術上的個別指導，如此，可清楚

學生所習得的技能不足的部分，可以在往後的訓練中針對個別的狀況作技術上的指

導與調整，經由這樣的訓練方式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美一個學生對於技能的認知及習

得知能的狀況，也有助於我在教學時及課後輔導的方向調整。 

 將教學的內容及方向統整後發現，要讓學生可以習得完整且扎實的專業技能，

就必須要先強化自己的專業技能及吸收更多新的流行資訊讓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創意

思考的空間及創意設計的想法，並且，要隨時關注學生的動太了解學生學習的狀

況，以便於隨時可以作授課方式及課程內容的調整，這樣才能讓學生在最輕鬆的狀

態中習得應該習得的專業技能及理論概念，同時才能協助學生作好未來就業規劃的

專業技能提升。 

 雖然在過程中要花許多心思去了解學生的學習及吸收狀態，但是，只要看見學

生在參與各項活動時能有很好的表現，就會覺得這樣的訓練方式很值得，也可以提

早讓學生做好對未來就業的專業技能準備，讓學生可以經由這些知能與技能的訓練

培養出對於未來有更好的就業競爭力 

 

 

 

 

 

      4.1教學實務與研發教具申請新型專利 

1.新型專利「剪髮教學示意裝置」，發明人陳育睿(第一發明人)、

吳宥霆，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1 月 21 日，公告證書號

M512783，專利公報 （U），42卷 33期，頁 16273-16275，智慧財產

局。字數 1546。同時申請發明專利中 

2.新型專利「剪髮髮片延伸示意裝置」，發明人陳育睿(第一發明

人)、沈艾琦，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1 月 21 日，公告證書號

M512333，專利公報 （U），42卷 33期，頁 13320-13323，智慧財產

局。字數 1508。 

3.新型專利「頭皮按摩器」，發明人陳育睿(原名陳郁威)， 核准公

告日 2014 年 11 月 11 日，公告證書號 M489640，專利公報 （U），

41卷 32期，頁 13320-13323，智慧財產局。字數 1624。 

4. 新型專利「隨身紫外線消毒燈」，發明人陳育睿， 核准公告日

2015 年 10 月 11 日，公告證書號 M510173，專利公報 （U），42卷

29期，頁 11602-11603，智慧財產局。字數 2539。 

 

http://twpat5.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3C75560009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b288e889bee79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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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個人成效: 

1.以實務教學所延伸製作的教具分別獲得 103年度及 104年度萬能科技大學

教具製作 A級獎勵 

2.102年度以實務教學作品參與 OMC亞洲盃國際錦標賽獲得夢幻髮型組

第四名 

3.102年度愛沙龍股份有限公司邀請擔任 OMC亞洲盃國際錦標賽[與名

師有約]國際舞台演出舞台秀藝術總監 

4.103年度以實務教學作品參與於韓國舉辦的 IBEA國際美容大賽獲得

煙燻妝金牌、晚宴髮型金牌、時尚男士剪髮金牌並獲得等同於全場總

冠軍的評審團大賞 

5.103年獲得苗栗縣社區大學優良講師 

6.103年度教育部第十屆技職之光競賽卓越獎教師組 

7.103年度亞洲美業金紫荊大獎頒獎典禮獲得年度風尚人物獎 

8.105年取得男子理髮丙、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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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指導學生成效: 

     4.3.1 指導考取相關證照 

美髮乙級 11 

美髮丙級 5 

美容乙級 21 

男子丙級 1 

其他相關證照 新娘秘書乙級 36 

 

 

     4.3.2 指導參賽獲獎 

     國際賽 冠軍 35、亞軍 13、季軍 6、殿軍 3、佳作 43 

      全國賽 冠軍 11、亞軍 11、季軍 9、殿軍 4、佳作 26 

 

2016 年 IBEA 國際美容大會 

新娘化妝金牌、銀牌；煙燻妝金牌；舞台妝金牌；青年剪髮金牌；

評審團大賞全場總冠軍 

2016 年台灣國際盃髮型美容美睫美甲競賽 

國際創意髮型冠軍、亞軍，國際晚宴化妝季軍 

2015 中華民國全國盃髮型美容競賽  

創意髮型組冠軍、亞軍 

2015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國際新娘化妝組亞軍 

2015 台中市長盃全國髮型美容競賽  

新娘秘書白紗組冠軍；新娘秘書晚宴組亞軍 

2015 國際髮型美容美睫競賽暨認證大會 

創意包頭真人組冠軍、亞軍；創意包頭靜態亞軍；男子時尚剪吹季

軍 

2015IBEA 國際美容大會  

晚宴髮型組金牌；新娘髮型組金牌；髮型類組 全場總冠軍 

2015 美國密西根國際菁英盃  

新娘秘書白紗組冠軍；創意包頭組冠軍 

2015UAPP 亞洲專業攝影聯盟新娘整體造型競賽 

時尚新娘白紗組冠軍、全場總季軍； 

時尚新娘晚宴組亞軍、季軍、殿軍 

2015 中華民國全國盃髮型美容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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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髮型組冠軍、亞軍；熱熔膠槍造型組冠軍；晚宴化妝冠軍 

2014/11/22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 

胸花現場組冠軍；捧花現場組亞軍 蝶古巴特安全帽亞軍；創意面具

殿軍；晚宴髮型殿軍 

2014/10/23 亞洲盃時創造型創意競賽 

時尚珠寶捧花冠軍；珠寶捧花季軍 ；人像藝術造型設計冠軍；創意

髮型冠軍、亞軍、季軍；時尚剪髮設計冠軍；創意紙圖設計冠軍、亞

軍 

2014/6/20 全球創意玩髮  

最佳人氣獎、評審團特別獎 

2014/5/24 環球亞洲盃創意彩妝大賽 

新潮剪髮冠軍；創意髮型冠軍、亞軍 ；晚宴髮型冠軍、亞軍；創意

紙圖冠軍 

2014/5/3 台灣盃全國髮型美容競賽 

時尚新娘妝第二名；晚宴包頭第二名 

2014/4/26 2014 IBEA 韓國國際美容大賽 

新娘髮型 Bride style 金牌 ；新娘妝 Bride make-up 金牌；創

意剪髮 Creative cut 金牌 

2014/3/29 第八屆議長盃全國美容美髮大賽 

面具彩繪第三名 

2014/3/23 2014 第三屆美國密西根國際菁英盃 

人體彩繪冠軍；夢幻芭比禮服冠軍；晚宴包頭 冠軍 

2013/12/29 2013（第 35 屆）國際盃髮型美容競賽 

人台裝飾藝術組亞軍 

201312/11 2013 第二屆國際盃美髮美容競賽 

創意包頭 B 組冠軍、亞軍，乙級化妝設計圖 B 組冠軍，乙級指推第三

題 冠軍 

2013/11/28 中華民國全國盃髮型美容競賽 

眼部創意彩妝組冠軍；創意造型包頭組冠軍；造型編梳組冠軍、亞

軍、季軍；創意包頭真人組亞軍、季軍；亞軍晚宴化妝組 季軍；創

意包頭靜態組 季軍 創意面具組季軍 

2013/11/02 城市盃全國髮型美容技藝競賽  

新娘包頭組(假)  冠軍 

2013/10/24 亞洲盃時尚創意造型競賽 

時尚新娘秘書晚宴組冠軍；整體造型組 冠軍、亞軍；創意髮絲芭比

娃娃設計組冠軍、亞軍、季軍；人像藝術造型設計組冠軍、季軍 

2013/10/20 臺中市 2013 市長盃 幸福婚禮在臺中 美容美髮技藝大

賽」  新郎創意造型-真人組冠軍、亞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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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學生參與活動成效: 

2016台灣原住民生存發展協會北京文化交流團指定隨團造型 

2016台灣原住民生存發展協會原住民舞蹈展演指定造型 

2016年八大電視台灣第一等節目專訪錄影造型 

2015萬寶祿國際慈善皇后全球總決賽造型 

2015御樂古箏樂團活動指定造型～箏 琴 三地兩岸相見在桃園 

2015原風采時裝秀平面 DM造型 

2015北京經貿參訪原住民服裝秀造型 

2015城市小姐選美造型 

2014巴黎國際時裝周模特大賽亞洲台灣賽區造型 

2014世界美顏小姐全球總決賽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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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