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專業證照補救教學輔導」實施計畫 

一、目標： 

(1)提升學生的專業知能。 

(2)強化學生就業所需之基礎技能。 

(3)提高學生證照通過率。 

(4)協助未取得專業證照學生輔導考照。 

 

二、實施對象： 

    美容造型科專業證照(美容乙級、美容丙級、美髮丙級、男子理髮丙級)認證

未通過之學生。 

 

三、實施時間： 

    5/22 起，乙級：72 小時；丙級：36小時。 

 

四、地點： 

    美容、美髮專業教室 

 

五、實施課程內容： 

1.美容乙級學科、術科內容 

2.美容丙級學科、術科內容 

3.美髮丙級學科、術科內容 

4.男子理髮丙級學科、術科內容 

 

六、課程時間表 

美容乙級 

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授課教師 

1 未定  
方型臉紙圖設計〈一〉攝影妝—彩

色攝影 
專業老師 

2 未定  方型臉紙圖設計〈二〉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3 未定  
圓型臉紙圖設計〈三〉攝影妝—黑

白攝影 
專業老師 

4 未定  圓型臉紙圖設計〈四〉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5 未定  

長型臉紙圖設計〈五〉、修眉 

新娘妝—1.清純新娘妝紙圖、2.清純

新娘妝 

專業老師 

6 未定  長型臉紙圖設計〈六〉、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7 未定  

倒三角型臉紙圖設計〈七〉、修眉 

新娘妝—1.華麗新娘妝紙圖、2.華麗

新娘妝 

專業老師 

8 未定  
倒三角型臉紙圖設計〈八〉、專業護

膚 
專業老師 

9 未定  期中考 專業老師 

10 未定  
菱形臉紙圖設計〈九〉、舞台妝—小

舞台 
專業老師 

11 未定  菱形臉紙圖設計〈十〉、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12 未定  
設計紙圖抽題、修眉、舞台妝—大

舞台 
專業老師 

13 未定  設計紙圖抽題、新娘妝—1.清純新娘

妝紙圖、2.清純新娘妝 

專業老師 

14 未定  專業老師 

15 未定  設計紙圖抽題、攝影妝抽題、新娘

妝抽題(含設計圖)、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16 未定  專業老師 

17 未定  
設計紙圖抽題、舞台妝抽題、新娘

妝抽題(含設計圖)、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18 未定  期末考 專業老師 

 

  



 

美容丙級 

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授課教師 

1 未定  衛生技能 專業老師 

2 未定  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3 未定  一般粧 專業老師 

4 未定  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5 未定  一般粧 專業老師 

6 未定  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7 未定  衛生技能 專業老師 

8 未定  一般粧 專業老師 

9 未定  期中考 專業老師 

10 未定  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11 未定  宴會粧 專業老師 

12 未定  專業護膚 專業老師 

13 未定  宴會粧 專業老師 

14 未定  衛生技能 專業老師 

15 未定  宴會粧 專業老師 

16 未定  一般粧/宴會粧 專業老師 

17 未定  專業護膚/衛生技能 專業老師 

18 未定  期末考 專業老師 

 

 

  



 

美髮丙級 

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授課教師 

1 未定  整髮-側分線、夾捲 專業老師 

2 未定  整髮-側分線、夾捲 專業老師 

3 未定  整髮-不分線、夾捲 專業老師 

4 未定  整髮-手捲+夾捲 專業老師 

5 未定  整髮-手捲+夾捲 專業老師 

6 未定  燙髮-分區、標準燙 專業老師 

7 未定  燙髮-分區、扇形燙 專業老師 

8 未定  燙髮-分區、扇形燙 專業老師 

9 未定  期中考 專業老師 

10 未定  染髮-漂染 專業老師 

11 未定  染髮-白髮染黑 專業老師 

12 未定  剪髮-水平 專業老師 

13 未定  剪髮-水平 專業老師 

14 未定  剪髮-倒 v 專業老師 

15 未定  剪髮-倒 v 專業老師 

16 未定  剪髮-正斜 專業老師 

17 未定  剪髮-正斜 專業老師 

18 未定  期末考 專業老師 

 

 

  



 

男子理髮丙級 

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授課教師 

1 未定  剪刀應用操作技巧 專業老師 

2 未定  剪刀應用操作技巧 專業老師 

3 未定  剪髮變化技巧(一) 專業老師 

4 未定  剪髮變化技巧(一) 專業老師 

5 未定  剪髮變化技巧(二) 專業老師 

6 未定  剪髮變化技巧(二) 專業老師 

7 未定  推剪應用操作技巧 專業老師 

8 未定  推剪應用操作技巧 專業老師 

9 未定  期中考 專業老師 

10 未定  推剪變化技巧 專業老師 

11 未定  推剪變化技巧 專業老師 

12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一) 專業老師 

13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一) 專業老師 

14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二) 專業老師 

15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二) 專業老師 

16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設計 專業老師 

17 未定  推剪平頭變化造型設計 專業老師 

18 未定  期末考 專業老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 

學生參加證照輔導補救課程班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就讀於 貴校美容造型科  年  班，茲同

意學生，參加證照輔導補救課程班，於106年5月22日起，共計36 (72)

小時，輔導期間願配合遵守各項上課規章及生活作息管理，服從輔導

教師之教導，如有違規事件，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理，本人絕

無異議。 

 

此致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家長姓名：              （簽章） 

學生姓名：       

住 址： 

家長聯絡電話： 

學生聯絡電話： 

 

美容造型科 科主任：吳建興 

學校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418號 

電話：03-4117578＃622 

傳真：03-411-7600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