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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北美甲美容博覽會國際菁英賽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Nail & Beauty Expo Taipei 

學生組 日期：2015.12/12(六) 地點：世貿三館（台北市松壽路6號）  

 

◎指導單位：經濟部 

◎承辦單位：TSIA 社團法人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   
活動官網：www.nailexpo.com.tw 服務電話：03-3329151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共同主辦單位：(依筆劃排序) 

1111 人力銀行     EYESBEAUTY 愛美時尚美睫   JEDA 社團法人台灣美睫設計師協會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玩美移動         美傑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康盟國際有限公司                  雅蒂斯企業有限公司          

愛瑪實業有限公司 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依筆劃排序) 

NAILS 藝術美甲美睫伊公主館   日本台灣新聞社                   卡莫登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娜拉波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美髮及美容美體業產業工會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有限公司      

俏佳人藝術美甲美睫           炫彩指妍藝術美甲學院          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依筆劃排序) 

ifune 伊芙妮睫妍企業社      姿華企業有限公司     炫彩指妍藝術美甲新竹店   莎伶有限公司                

睫老闆美妝百貨有限公司     鈶鈞企業有限公司    瑪雅時尚有限公司         達綺妮美甲材料專賣店 

 

一、比賽項目與組別 

類別 項目 主題限定 模特兒 選手現場比賽 報名費 

自然手保  真人 V 1000 

混合靜態 動物樂園 甲片  1000 

美甲紙圖設計 台灣國粹 紙圖  1000 
現場甲片 

壓克力顏料彩繪 
台灣國粹 甲片 V 1000 

美甲 

現場甲片 
凝膠彩繪 

台灣國粹 甲片 V 1000 

美睫 美睫好手  紙圖 V 1000 

紙上創意化妝  A4紙圖 V 1000 

時尚新娘彩妝  真人 V 1000 

面具藝術彩繪  面具  1000 
美容 

宴會創意化妝組  真人 V 1000 
◎學生組：在校學生憑學生證參賽。限就讀公私立之學校，非民間自辦的學苑。 
◎混合靜態、美甲紙圖設計、面具藝術彩繪：每人可報名乙件以上，但每件作品皆須繳交報名費，得獎限一

個作品。最晚於比賽當日11時以前繳交作品。  

※選手須年滿15歲 
※比賽時真人模特兒須年滿15歲，除自然手保須女性外，其餘項目不限男女。 
※比賽項目不限左右手，由選手自己選擇。 
※產品不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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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人數與獎勵： 

◎各項比賽報名人數在9人以下時，該項比賽取消 
◎各項比賽報名人數在 10-15 人時，取前三名。 

◎各項比賽報名人數在 16-20 人時，取前五名。 

◎各項比賽報名人數在 21-30 人時，取前五名、優選 x2 共 7 名。 

◎各項比賽報名人數在 31 人以上時，取前五名、優選 x5 共 10 名 

◎第一名至第五名、優選  頒發獎盃+獎狀 

◎團體獎：同單位報名 8 項以上現場比賽者，取前 8 項最佳成績總合分數進行評比，取前三名，頒發獎狀。 

◎參加獎：參賽者皆頒發參賽證明及紀念品。 

三、報名與繳費方式： 

1. 報名方式：統一於EXPO官網線上報名  繳費 

2. 繳費方式： 

A. 線上ATM轉帳(提供虛擬帳戶)           

B. 親自至比賽報名單位或由學校統一代收繳費(須列印繳費單) 

※ 比賽報到時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 

3. 報名優惠： 

報名並繳費完成 一般學生 報名單位推薦 
報名兩項以上或 

學校團體報名 

早鳥優惠 6/15~8/31 9 折 8 折 7 折 

9/1~10/30 原價 9 折 8 折 

註 1：於 11/10 以前取消報名者，報名費退還 90%；於 11/11 以後取消報名者，報名費不予退還。 

註2：國外選手參賽，須繳交報名費，若得獎可折換現金(面額5折)。 

四、比賽流程 

場地A  場地B  場地C  

09:40~10:00 選手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 理事長致詞、評審長致詞（美甲/ 美睫/ 美容） 

10:20~10:40 
選手入座 

10:3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0:30~10:50 

選手入座 

10:4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0:40~11:00 

選手入座 

10:5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0:40~11:30 

(50min) 
自然手保 

10:50~11:40 

(50min) 

紙上創意化妝 

(A4圖紙) 

11:00~11:50 

(50min) 

宴會創意化妝組 

(真人/ 先完成髮型服裝) 

11:30~12:00 評分(30min) 11:40~12:10 評分(30min) 11:50~12:20 評分(30min) 

12:00~12:20 
選手入座 

12:1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2:10~12:30 

選手入座 

12:2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2:40~13:00 

選手入座 

12:35宣佈比賽注意事項 

12:20~13:10 

(50min) 

現場甲片壓克力顏料彩繪/  

現場甲片凝膠彩繪 

12:30~13:20 

(50min) 

美睫好手 

(紙上嫁接/ 創意) 

13:00~13:50 

(50min)  

時尚新娘彩妝 

(真人/ 先完成髮型服裝) 

13:10~13:40 評分(30min) 13:20~13:50 評分(30min) 13:50~14:20 評分(30min) 

13:50~14:10 作品就位   
13:40~15:00  場地整理 14:10~14:40 

(30min) 

混合靜態/ 美甲紙圖設計

/ 面具藝術彩繪評分 
  

15:00~15:20 宴會創意化妝組、時尚新娘彩妝夢幻組、面具藝術彩繪走秀 

15:20~16:30 

學生組頒獎典禮 

◎貴賓致詞 (教育部官員、學校校長、主任、國際評審) 

◎頒發評審委員聘書 

◎各組比賽得獎選手團體獎 

16:30~17:30 場地整理 (隔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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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賽規則 

(一)美甲 

◎ 自然手部保養—雙手 50分鐘 

1. 流程為：消毒  去色 修型 軟化 修甘皮 修

指緣拋光上色 

2. 以自然指甲為基礎。指甲形狀，比賽前須為方型，修整

後為圓型，可使用一般拋光棒，不可用皮革製拋光棒。 

3. 比賽前一週不可進行清潔甘皮等手部保養。賽前由評審

檢查，違者一律扣總分10分。 

4. 比賽前，模特兒必須已塗上兩層鮮紅色指甲油。塗擦指

甲表面即可，不需塗擦指甲內層。賽前由評審檢查，違

者一律扣十分。 

5. 比賽時不可做去角質、敷手膜等深層保養之動作，違者

一律扣總分10分。 

6. 指甲油塗擦程序：於左手五指上底層油塗兩層紅色粉

質指甲油，指甲前端亦須塗指甲油塗上層亮油。擦錯

手一律扣總分10分。 

7. 右手至拋光即可，不必上甲油，違者一律扣總分10分。 

8. 禁止使用指緣油及美甲儀器。 

9. 參賽使用之產品與工具需擺放整齊保持乾淨，列入評分

範圍。擺放位置則不列入評分。 

10. 模特兒真甲長度，每指須不得低於指肉0.2公分以下，違

者一律扣總分10分。 

11. 模特兒手部不得有刺青或飾品，違者一律扣總分10分 

12. 模特兒之甲床須1.2公分以上（五指） 

◎ 現場甲片壓克力顏料彩繪— 

5片長甲片 60分鐘 （主題：台灣國粹） 

1. 五片競賽型長甲片，現場統一由大會提供，甲片號碼為

1 / 3 / 4 /5 / 6。 

2. 比賽開始前不可以在甲片上塗上任何的指甲油和護甲

油，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3. 比賽用的工具或其他的東西可以在比賽前準備好，所有

工具可於入座後擺放好。 

4. 所有項目要在比賽的時間內完成，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5. 技法可為顏料彩繪、鋼筆彩繪。 

6. 可使用亮片、水鑽，不可以使用彩繪貼紙，違者扣總分

10分。 

7. 選手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護底油或亮光油。 

8. 作品完成後，由大會提供紙卡黏貼。 

◎ 現場甲片凝膠彩繪— 

5片長甲片 60分鐘 （主題：台灣國粹） 

1. 五片競賽型長甲片，現場統一由大會提供，甲片號碼為

1 / 3 / 4 /5 / 6。 

2. 比賽開始前不可以在甲片上塗上任何的底層膠，違者取

消參賽資格。 

3. 比賽用的工具或其他的東西可以在比賽前準備好，所有

工具可於入座後擺放好。 

4. 所有項目要在比賽的時間內完成，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5. 技法可為勾勒、雙色等。 

6. 可使用亮片、水鑽，不可以使用彩繪貼紙，違者扣總分

10分。 

7. 作品完成後，由大會提供紙卡黏貼。 

◎ 混合靜態—10片長甲片  

（主題：動物樂園） 

1. 以現場展示的方式評分，作品須於比賽當日11時以前繳

交，超過時間取消資格。 

2. 展示盒於報名後由大會提供，盒子大小約為18 x 10 x 4

公分，甲片自備，須為競賽型長甲片。 

3. 甲片號碼為1 / 3 / 4 / 5 / 6、1 / 3 / 4 / 5 / 6（順序不限，可

自行排放），如果甲片使用不符規定或缺甲片，將會在

總分扣10分。 

4. 參賽甲片作品要完全的完成才能帶來比賽。作品須放在

展示盒內，甲片盒不得有破損或做任何記號，違者一律

扣5分。 

5. 參賽者須繳交作品主題及創作理念，未繳交者扣5分。 

6. 可使用噴槍、彩繪、粉雕、凝膠製作，可使用裝飾品。 

7. 作品以平面或立體呈現均可，高度必須以外盒能蓋上為

限。作品超過高度限制，將會在總分扣10分 

8. 不得使用黏土類的材料、轉印貼紙，及軟模、軟水晶等

現成的模具翻模製作。違者總分扣50分。 

9. 如有侵犯版權將會被在總分扣10分，包含禮盒的

LOGO，除非具有合法的使用權。 

10. 參賽者不可佈置盒內，只可使用配合甲片色系之單一色

紙板襯托。違者扣5分。 

◎ 美甲紙圖設計 （主題：台灣國粹） 

1. 參賽者所使用的紙圖，請上EXPO比賽網站下載，自行

列印在白色紙張上，不可做背景。 

2. 紙圖尺寸為A4，厚度不限。 

3. 紙圖須黏貼於美國卡紙（黑色）裱板正面(美術社有賣)，
裱板尺寸為A3。每件作品限繳交一張裱板。 

4. 不得在紙圖上填寫姓名或做任何標記。 

5. 指甲形狀、長度不限。 

6. 不可使用色鉛筆、鋼筆及原子筆、自來水筆等筆類。 

7. 可使用貼紙、金銀線等飾品完成；作品可突出紙面。 

8. 只可以使用彩繪顏料或凝膠彩繪膠。可使用任何種類指

甲油。 

9. 作品請於11/30(一)以前親送或郵寄至大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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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睫 

◎美睫好手 50分鐘 

1. 紙上嫁接，參賽者所使用的紙圖，現場統一由大會提供。 

2. 限使用黑色絲絨(圓毛)睫毛、粗度0.15、長度捲度不限 

3. 嫁接之眼型為大眼娃娃型，雙眼，上睫毛。 

4. 選手自備檯燈、延長線，以及睫毛嫁接用品。 

5. 評分重點為速度及美感，時間內嫁接根數越多及整齊漂亮者，分數越高。 

6. 每根睫毛與睫毛的距離0.5cm，分數越高。 

 

(三)美容 

◎紙上創意化妝 50分鐘 

1. 題材不拘。 

2. 大會提供 A4 圖紙，蓋大會章才屬有效。完成之作品，

不得蓋住大會章。非大會提供紙張者，不予計分。不可

用模型圖。 

3. 化妝材料不拘、自備。 

4. 利用（50cmX60cm 以內）厚紙板為底框，可事先作好周

邊彩繪裝飾。 

5. 畫好的圖紙，可以依設計需要大小裁剪。但勿剪掉大會

章。 

6. 紙框、紙張超過者扣 10 分。 

7. 使用模型圖者扣 20 分。 

8. 不可使用噴槍。 

9. 報名時可領取一張空白樣張，以便設計練習。 

10. 評分重點：創意設計 30%、色彩搭配 30%、整體美感 40% 

◎時尚新娘彩妝 50分鐘 

1. 自備真人模特兒。 

2. 頭髮及周邊造型可賽前完成。 

3. 臉部不可事先打上粉底、面霜，必須保持素臉。 

4. 以白紗禮服不誇張之造型為主。 

5. 要戴假睫毛，手拿捧花（不限材質）。 

6. 頭部裝飾不得超過頭皮高 30 公分，兩側不可超過肩寬。 

7. 先打上粉底、面霜扣 30 分。 

8. 未著白紗禮服者扣 20 分。 

9. 未戴假睫毛，未拿捧花者各扣 10 分。 

11. 不可使用噴槍。 

12. 依規則第 6 項規定，誇張而偏離主題者扣 10 分。 

13. 評分重點：化粧技巧 30%、色彩搭配、30%整體造型 40% 

14. 模特兒需參加走秀及頒獎典禮 

 

◎宴會創意化妝組 50 分鐘 

1. 自備真人模特兒。 

2. 頭髮及周邊造型可賽前完成。兩側不得超過肩寬，高度

不得超過 40 公分以上。 

3. 臉部不可事先打上粉底、面霜，必須保持素臉。 

4. 以晚禮服實用之造型為主。勿太誇張。 

5. 要戴假睫毛。 

6. 不可使用噴槍。 

7. 先打上粉底、面霜扣 30 分 

8. 未穿著晚禮服者扣 20 分。 

9. 未戴假睫毛者扣 10 分。 

10. 不符競賽規則第二項者扣 10 分。 

11. 評分重點：創意設計 30%、色彩搭配 30%、整體美感 40% 

12. 模特兒需參加走秀及頒獎典禮 

 

◎面具藝術彩繪  

1. 自備面具，形式不拘。 

2. 彩繪主題、材料不限。 

3. 可加框裝飾，尺寸以不超過（35cmX40cm 以內）。 

4. 曾參加過其他競賽得獎的作品，不得參賽。若得獎即取

消名次。 

5. 賽前完成作品，競賽當日聽從廣播，再擺放指定位置，

接受評分。 

6. 外框尺寸超過者扣 10 分。 

7. 未依時間放置指定位置，接受評分者，視同棄權。 

8. 裁判、監察發現曾參加他場競賽作品，請即通報大會處

理。 

9. 評分重點：彩繪技巧 30%、創意設計 30%、整體造型 40% 

10. 選手需拿作品參加走秀 

◎授權報名單位：(依區域排序)  

台北市 1111人力銀行  JEDA台灣美睫設計師協會  美傑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康盟國際有限公司 雅蒂斯台北教育中心 愛瑪實業有限公司 

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卡莫登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娜拉波股份有限公司  莎伶有限公司  香港仔  莉莎美甲專科學院     

匯巨國際有限公司  奧黛莉赫本美甲美睫時尚館  瑪優菈藝術美甲教育學苑  時尚美容短期補習班 

新北市 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姿華企業有限公司  鈶鈞企業有限公司  玉玄美甲美睫  彩漾美甲美睫   

桃園市 雅蒂斯企業有限公司  俏佳人藝術美甲美睫  睫老闆美妝百貨有限公司  Rose美容美體時尚會館/美甲足spa館   

TSIA社團法人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  伊娃美睫     艾蜜莉時尚美甲美睫學苑  克萊兒美甲部屋   

私立貝爾莎莉美容美髮短期補習班   花指甲時尚美甲美睫學院  采宸美學社  建興美材行  娜娜美甲美睫國際認證中心   

粉妝美甲時尚館  莎菲兒美容工作室  蕾蜜絲嫁睫美學館 

新竹市 炫彩指妍有限公司  雅淇美髮商店  瑪雅時尚美甲美睫沙龍/學院 

台中市 Nails藝術美甲美睫沙龍‧伊公主館  玉泰行  長虹精品百貨有限公司  畫龍點睛彩妝美甲 

嘉義市 典馨美學   

台南市 EYESBEAUTY愛美時尚美睫  ifune伊芙妮睫妍企業社  Amy藝術美甲美睫沙龍  台南市美髮及美容業產業工會  

思迪美甲美睫沙龍  達綺妮指甲彩繪專賣店 Linda時尚造型美學 霖森坊美甲材料行 

高雄市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有限公司  花漾美指小鋪  Nails K.專業美甲沙龍‧美甲學苑  米堤美指美睫工坊  芊姿時尚美學技能教育中心   

亞蔓馨美甲美睫學苑  珏色時尚美甲美睫館  美麗殿堂美學中心  雅漫㜓時尚整體造型  愛神-美甲.美容.彩粧   

蕾蕾美甲工作室  茉莉藝術美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