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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函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二段117號
聯絡人：林憶伶
電子信箱：elin@wfu.edu.tw
聯絡電話：05-2267125轉21234
傳真電話：05-2062090

受文者：遠東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鳳科大人字第10300008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報名表、簡介及議程.PDF，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本校辦理103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A-1 廣度研

習）「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研習」。目前校外

名額仍有餘額，謹請惠予宣導相關科群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院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

業要點」辦理。

二、本校（A-1 廣度研習）「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

研習，課程宗旨在提供技專教師實務經驗，使參與教師由

研習活動進一步了解OMC (Organisation Mondiale Coiffure)

世界盃競賽規則及相關的實作示範。教師透過此研習，除

了能適時地掌握世界盃整體造型設計資訊外，更能提升教

師實務經驗，藉以培訓學生知識與技能，使學生能學以致

用，達到產業人才需求的目標，落實技職務實特色，進而

提升產學績效。

三、活動報名時間：103年6月20日至103年6月30日止。

四、計畫聯絡人：黃永東老師（本校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聯絡資訊:05-2267125 轉62202。

五、相關研習簡介、議程及報名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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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技專校院

副本：明志科技大學 教師赴公民營專案辦公室、本校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本校人事

室(不含附件)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6/20
15: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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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A-1 廣度研習「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研習」 

活動報名表 

 

教師姓名  職稱  性別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任教 

學校 
 

任教 

科系 
 

任教 

科目 
 

學歷  E-mail  

電話 

（O）： 

（H）： 

（手機）： 

（請務必填寫，以利聯絡） 

通訊地址  

 

備註： 

※ 報名時間：6月 20日至 6月 30日。 

※ 本報名表填妥後，請將電子檔 email至 ydhwang@wfu.edu.tw，（吳鳳科技大學美容美

髮造型設計系  黃永東老師 ），如有相關疑問，歡迎來電洽詢：05-2267125＃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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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A-1 廣度研習「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研習」 

活動簡介 

 

提案學校  吳鳳科技大學  

研習方案  A-1 廣度研習  

核定名額  30  

開放名額  20 (已報名人數：13)  

研習領域  其他(美容美髮造型設計)  

辦理方式  整合型  

研習主題  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  

研習簡介  

為提供技專教師實務經驗，吳鳳科技大學與合作企業美國標榜美髮學

院-台灣分院共同規劃，由該分院提供研習課程的專業講師，本校負

責統整和執行此研習活動，使參與教師由研習活動進一步了解 OMC 

(Organisation Mondiale Coiffure)世界盃競賽規則及相關的實作示

範。教師透過此研習，除了能適時地掌握世界盃整體造型設計資訊

外，更能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藉以培訓學生知識與技能，使學生能學

以致用，達到產業人才需求的目標，落實技職務實特色，進而提升產

學績效。  

研習機構  嘉義市髮藝美容造型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  

研習地點  嘉義市國華街 245號 6樓  

研習時間  103-07-23 ～ 103-07-25  

聯絡人  黃永東  

聯絡單位  吳鳳科技大學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聯絡人電話  05-2267125 05-2267125   轉 62202  

傳真  05-2260822 05-2260822     

聯絡人 Email  ydhwang@wfu.edu.tw  

 



吳鳳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A-1 廣度研習「OMC世界盃造型理念和實務教學研習」 

活動議程 

日期 

時間 
7月 23 日(三) 7月 24日(四) 7月 25日(五) 

8：10 

| 

9：00 

報到 

主題：OMC 世界競賽男士

技術類競賽規則說明與

「男士技術類創意髮型」

賞析 

實務示範：OMC「男士技

術類創意髮型」 

主講人：卓聖水 教授/助

教：唐宥紾 

主題：OMC 世界競賽女士技術

類與長髮時尚類競賽規則說明

與「女士技術類創意髮型」賞析 

實務示範：OMC「女士技術類

創意髮型」 

主講人：方曉羚 教授/助教：唐

宥紾 

9：10 

| 

10：00 

始 業 式 

活動簡介 

主持人 蘇銘宏校長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10：10 

| 

12：00 

主題 1：國際技能&OMC

競賽組織介紹 

主題 2：OMC 國際評審資

格認證辦法說明 

主題 3：OMC 國際學校校

際盃競賽規則 

主講人：法國 OMC 美髮

美容世界協會台灣聯合會

OMCPP 常務理事/蔡宜臻

教授 

剪髮實作：OMC「男士技

術類創意髮型」 

吹整實作：OMC「男士技

術類創意髮型」 

美學概念：染髮設計概念

說明 

作品賞析：OMC 世界盃金

牌作品集 

主講人：卓聖水 教授/助

教：唐宥紾 

剪髮實作：OMC「女士技術類

創意髮型」 

吹整實作：OMC「女士技術類

創意髮型」 

美學概念：染髮設計概念說明 

作品賞析：OMC 世界盃金牌作

品集 

主講人：方曉羚教授.曾素美老

師/助教：唐宥紾 

主持人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12：00~13：10 中 午 休 息 

13：10 

| 

15：00 

主題：OMC 世界競賽協會

彩妝競賽規則說明與「人

體彩繪」實務示範 

主講人：李永中老師/助

教：唐宥紾 

主題：OMC 世界競賽男士

前衛時尚類競賽規則說明

與 OMC「男士技術類經典

剪髮造型」實務示範 

主講人：卓聖水 教授/助

教：唐宥紾 

主題：OMC 世界競賽女士前衛

時尚類競賽規則說明與「女士時

尚類長髮晚宴髮型」與「新娘造

型」實務示範 

主講人:方曉羚 教授/助教：唐宥

紾 

主持人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15：10 

| 

17：00 

主題：OMC 美髮美容世界

協會美甲競賽規則說明與

「指甲彩繪」實務示範 

主講人：黃翠如 教授/助

教：唐宥紾 

剪髮實作：OMC「男士技

術類經典剪髮造型」 

吹整實作：OMC「男士技

術類經典剪髮造型」 

美學概念：技術類與時尚

類競賽重點分析 

作品賞析：OMC 男士前衛

時尚類作品集 

主講人：卓聖水 教授/助

教：唐宥紾 

剪髮實作：OMC「女士時尚類

長髮造型」 

吹整實作：OMC「女士時尚類

長髮造型」 

美學概念：技術類與時尚類競賽

重點分析 

作品賞析：OMC 女士時尚類作

品集 

主講人：方曉羚教授.曾素美老

師/助教：唐宥紾 

主持人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造型系蘇健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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