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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名稱：2015AHMA 第五屆美髮菁英大賽暨國際菁英賞析會
1.2
1.3 活動宗旨與目的：
AHMA 旨在推動美髮藝術、教育，並結合美髮商業互為推動，讓行業走向專業，走向規
範，走向國際。同時協會也為行業提供一個交流互動平台，為業界的發展略盡綿力。
2010 年由葉惠敏（Linda Yip）女士於香港成立 AHMA（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
，並在香港，
中國及臺灣均成立分會。
1.3.1 積極推廣屬於東方的髮型藝術及形象潮流，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1.3.2 提升兩岸四地及亞洲美髮服務的專業水準，改善制度及推廣良性、公平的競
爭。
1.3.3 協助業界建立劃一的專業標準，為業內人士培訓員工提供劃一的參考。
1.3.4 提倡終身學習。
1.3.5

1.4

促進兩岸四地和亞洲各地聯繫研討，合力改善美髮業界營商環境，提升服務素
質和推動美髮經濟產業有序的發展。

舉辦單位
1.4.1 指導單位：AHMA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香港總會
1.4.2 主辦單位：AHMA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台灣分會
1.4.3 贊助單位：香港連達美業集團

1.5 活動資訊
1.5.1 活動日期：2015 年 11 月 25 日(三) AM9:00~18:00
1.5.2 活動地點：典華旗艦【104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5~6 樓】
1.5.3 參賽資格：美髮美容產業界技術者、美髮美容相關科系學生皆可報名參加。
AHMA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台灣分會會員(享有優惠)。
1.5.4 報名時間：2015/5/1(五)~2015/9/30(三)--個人組
1.5.5
2015/5/1(五)~2015/6/30(二)--團體組－趨勢流行˙沙龍表演秀
1.6 活動內容
09:00~17:00
09:00~13:00
10:00~12:30
14:30~17:00
1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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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嘉年展售會、國際作品交流展
美髮精英大賽—個人組比賽
國際菁英賞析會
團體表演-趨勢流行˙沙龍表演秀&頒獎
時尚‧菁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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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比賽辦法
競賽項目---個人比賽組別、團體比賽組別，共兩大類別。
個人比賽組別
1.7.1 新銳之星組－女子剪染設計造型（假人頭）
《主題》採個人賽，比賽以大會指定假人頭為設計自由創作。
a. 時間：採 45 分鐘內完成剪髮造型設計(含服裝配飾穿戴完成)。
b. 評分標準：技術性、創意性、設計感、整體協調美。
c. 假人頭統一由大會規定之型號，可事先作燙、染設計，但不可事先做任何裁
剪或調量，違者予以扣總平均分數 20 分。
d. 髮型：以符合時代潮流具創意之造型；髮型完成時，不可附加任何髮飾或髮
片。
e. 髮色：染髮色彩自由設計；但不可使用暫時性染劑呈現。
f. 賽前可為假人頭做服裝、彩妝及飾品等整體搭配，並於時間內穿戴完成。
g. 可使用電剪(請自行充電)。
h. 競賽全程無電器插座，請自備站立式假人頭支架，比賽提供 AHMA 提帶裝個
人用具，不提供置物盒。使用工具皆由選手自行準備，大會不提供或借用之
服務。
i. 年齡限定 28 歲前(1987 年 11 月 24 日後出生者皆可報名)。
j. 選手參賽穿著：請著白色上衣與黑色褲子。
註：為以示公平，賽前就定位時由監察人員入場，檢查假人頭是否依規定準
備，違者予以記錄存證並扣分。
1.7.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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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梳編組－長髮梳編設計造型（假人頭）
《主題》採個人賽，比賽以 20 吋(含)以上長髮假人頭為設計，自由創作。
a. 時間：採 35 分鐘內完成長髮梳編造型設計(含服裝配飾穿戴完成)
b. 評分標準：技術性、創意性、設計感、整體協調美。
c. 假人頭自備，可事先作染髮設計及電棒、電熱捲之前置處理。但不可事先做
刮髮或分區綁髮等前置，違者予以扣總平均分數 20 分。
d. 依髮型可搭配假髮或飾品，但不得超過髮型面積 1/3 以上之比例。
e. 賽前可為假人頭模特兒做服裝、彩妝及飾品等整體搭配，並於時間內穿戴完
成。
f. 競賽全程無電器插座，自備桌上型腳架，比賽提供 AHMA 提帶裝個人用具，
不提供置物盒。使用工具皆由選手自行準備，大會不提供或借用之服務。
g. 選手參賽穿著：請著白色上衣與黑色褲子。
註：為以示公平，賽前就定位時由監察人員入場，檢查假人頭是否依規定準備，
違者予以記錄存證並扣分。
都市風格組 - 女子剪染設計造型（女子真人模特兒）
《主題》採個人賽，比賽以女子真人模特兒為設計，自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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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間：採 40 分鐘內完成剪髮造型設計。
b. 評分標準：技術性、商業實用性、設計感、整體協調美。
c. 模特兒自備，可事先作燙、染設計，但不可事先做任何輪廓裁剪或調量，違
者予以扣總平均分數 20 分。
d. 髮型：以符合時代潮流具商業實用之造型；髮型完成時不可附加任何髮飾或
髮片。
e. 髮色：染髮顏色自由設計；但不可使用暫時性染劑呈現。
f. 髮長：剪髮操作，現場落髮至少 4 公分(含)以上。
g. 模特兒不可在比賽過程中，幫參賽者作任何技術上之協助或交談。
h. 賽前可為模特兒服裝、彩妝及飾品等整體搭配，並於時間內完成最後調整。
i. 可使用電剪(請自行充電)。
j. 競賽全程無電器插座。使用工具皆由選手自行準備，比賽提供 AHMA 提帶裝
個人用具，不提供置物盒，大會不提供或借用之服務。
k. 選手參賽穿著：請著白色上衣與黑色褲子。
註：為以示公平，賽前就定位時由監察人員入場，檢查模特兒是否依規定準備，
違者予以記錄存證並扣分。
1.7.4

創意設計組 –女子長髮創意設計造型（女子真人模特兒）
《主題》採個人賽，比賽以女子真人模特兒為設計，自由創作。
a. 時間：採 35 分鐘內完成女子長髮創意造型設計。
b. 評分標準：技術性、創意性、設計感、整體協調美。
c. 模特兒自備，可事先作燙、染設計及電棒、電熱捲之前置處理。但不可事先
做刮髮或分區綁髮等動作， 違者予以扣總平均分數 20 分。
d. 以符合時代潮流具創意之造型，主要依模特兒頭髮創作，可依髮型可搭配假
髮或飾品，但不得超過髮型面積 1/2 以上比例。
e. 賽前可為模特兒服裝、彩妝及飾品等整體搭配，並於時間內完成最後調整。
f. 競賽全程無電器插座。使用工具皆由選手自行準備，比賽提供 AHMA 提帶裝
個人用具，不提供置物盒，大會不提供或借用之服務。
g. 選手參賽穿著：請穿著白色上衣與黑色褲子。
註：為以示公平，賽前就定位時由監察人員入場，檢查模特兒是否依規定準備，
違者予以記錄存證並扣分。

團體比賽組別
1.7.5 趨勢流行˙沙龍表演秀
a. 參賽人數限定：模特兒 6-8 位男女不拘，技術操作者上限 12 位含彩妝師、服
裝師等。
b. 評分標準：理念及主題表達、創意性、技術性、設計感、整體協調美。
c. 表演時間：共計 6~8 分鐘含影片介紹。
d. 髮型設計以商業造型延伸變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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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創作造型以髮型為主，呈現整體造型(含彩妝、服飾等整體)。
f. 參賽作品限參賽團體親自創作，且尚未公開之作品，違反以上原則之得獎作
品，將取消得獎資格。
g. 比賽採取二階段評比－
第一階段初選報名申請，不需費用--繳交團隊介紹影音檔、作品集電子檔(光
碟)審核，選出進入決賽之隊伍，共 10 名。
第一階段初選作品截止時間：2015/06/30(二)以郵戳為憑。
入選公告時間：2015/07/31 開會後公告。
第二階段決賽入選團體需繳交報名費--得以上台展演，展演評分標準以公告
為主。
h. 走秀音樂、團體影片介紹請燒錄為光碟繳，交期限為 2015/10/30(五)前 。
i. 舞台、燈光設計、音響設備由大會提供固定樣式，由參賽團體自行編排順序。
j. 每組團體應附上報名表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且詳實填寫表內各項資料，未
符合活動規定及逾期交件者皆不予受理。參賽團體含人物肖像，請於交件時
附上肖像權所有人簽名之同意書 （如肖像權所有人未成年，則由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簽具）。
k. 參賽者作品之著作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無償將參賽作品使用
於國內外公開展覽（含網路）、製成攝影作品集、紀念品等，或無償印刷、
再製、改作、義賣等，並連同攝影作品公開展示參賽者之姓名及作品主題簡
介。
l. 選手參賽穿著：請著白色上衣與黑色褲子。
视觉设计作品比赛分组 (限定非台湾区选手)
参赛作品规格与附则
a. 参赛作品可为彩色或黑白照、拍照角度可为正面或其他角度，场景室内外、
街头皆可，请勿出现不雅姿势或地点，作品皆为直式格式。
b. 参赛者可同时报名不同组别，但参赛作品不得重复使用。
c. 每人每项仅限提供一组 2 张作品参赛，交件内容如下：
(a) 模特儿半身照作品 1 张)及模特儿照片全身照(1 张)。
(b) 一律冲洗放大输出至 8×10 吋光面照片参赛，共 2 张。
(c) 另外需附上数字著作原稿光盘：规格八百万画素以上、300dpi 分辨率，档
案不可大于 2MB，格式为 TIFF 檔或 JPEG 檔。
d. 参赛作品限参赛者亲自创作，且不得参加过其他比赛，违反以上原则之得奖
作品，将取消得奖资格。
e. 每组作品应附上报名表暨著作权让与同意书，且详实填写表内各项资料，未
符合活动规定及逾期交件者皆不予受理。如参赛作品含人物肖像，请于交件
时附上肖像权所有人签名之同意书 （如肖像权所有人未成年，则由法定代理
人／监护人签具）。
f. 参赛者作品之著作使用权归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得无偿将参赛作品使用于
国内外公开展览（含网络）、制成摄影作品集、纪念品等，或无偿印刷、再制、
改作、义卖等，并连同摄影作品公开展示参赛者之姓 名及作品主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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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视觉设计组-都市风格组（真人图片组别）
a. 技术性，创意性，设计感，整体协调美感，照片质感为评分标准，合并总分
为比赛成绩
b. 比赛发型以符合时代流行趋势造型
c. 比赛头发颜色可以自由搭配
d. 最后造型时不可附加任何发饰和发片
e. 可做适当的后期图片修葺，但占比例不可超过 30%
f. 决赛时根据组委的要求，重新还原发型及整体造型制作过程，模特可以与图
片一致，发型需要 90%以上一致
g. 其它细节详见，参赛作品规格与附则。
1.7.7 视觉设计组-创意设计组（真人图片组别）
a. 技术性，创意性，设计感，整体协调美感，照片质感为评分标准，合并总分
为比赛成绩
b. 比赛发型以符合时代流行趋势造型
c. 比赛头发颜色可以自由搭配
d. 作品完成时假发及配饰不能超过发型面积比例 2/3 以上
e. 可做适当的后期图片修葺，但占比例不可超过 30%
f. 决赛时根据组委的要求，重新还原发型及整体造型制作过程，模特可以与图
片一致，发型需要 90%以上一致。
g. 其它細節詳見，參賽作品規格與附則。
1.8 美髮精英比賽獎勵(未定案)獎勵如下
1.8.1 個人組(真人模特兒) ---創意設計組、都市風格組，各組取一名
冠軍：獎金 NT$35,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亞軍：獎金 NT$25,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季軍：獎金 NT$15,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1.8.2 個人組(假人頭) --新銳之星組、時尚梳編組，各組取一名
冠軍：獎金 NT$20,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亞軍：獎金 NT$10,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季軍：獎金 NT$5,000 元、獎牌乙座 + 獎狀乙張 + 遊學。
※國際特別獎：各國家選手，選出一位為最佳作品，獎狀乙張
※優秀獎：各取 5 名，獎狀乙張。
1.8.3 趨勢流行˙沙龍表演秀團體，各取一組
最佳創意設計獎：獎牌乙座、獎狀 12 張(創者每位 1 張) 、提供 COLLECTION
BOOK 的作品拍攝刊登(1 名)。
最佳整體造型獎：獎牌乙座、獎狀 12 張(創者每位 1 張) 、提供 COLLECTION
BOOK 的作品拍攝刊登(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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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視覺設計組-真人图片组别
最佳人氣獎：獎牌乙座、獎狀乙張。
最佳專業圖片獎：獎牌乙座、獎狀乙張。
1.8.5 贊助商獎：由贊助商自由任選提供獎項。
贊助商提供-真人組-每位 5,000 元(同等價值商品)。
贊助商提供-假人組-每位 3,000 元(同等價值商品)。
贊助商提供-沙龍舞台效果表演賽-每組 10,000 元(同等價值商品)。
贊助商提供-圖片比賽分組-每位 3,000 元(同等價值商品)。
1.8.6 本協會保留此活動及獎項內容之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a. 各獎項之獎金、獎品，依財政部規定申報扣繳。得獎人領獎時，將以得獎金
額扣除稅金後之金額給付。
b. 參賽作品未達水準者，獎項得從缺。
c. 參賽者與參賽作品的攝影師視為自動放棄其攝影作品的著作權及所享有的獲
得報酬權。
1.9 報名費用：
1.9.1 個人比賽組別
新銳之星組 NT$3,500 元+指定用頭一頂 NT$1000 元，【額外加購一頂 1,500 元】
AHMA 會員 NT$2800 元+指定用頭一頂 NT$1000 元
時尚梳編組 NT$3,500 元；AHMA 會員 NT$2,800 元。
都市風格組 NT$4,000 元；AHMA 會員 NT$3,200 元
創意設計組 NT$4,000 元；AHMA 會員 NT$3,200 元
1.9.2 團體比賽組別
沙龍舞台效果表演賽 50,000 元；AHMA 團體會員 40,000 元。
即日期，加入 AHMA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台灣分會會員，報名參賽可享優惠。
1.10 比賽地點：典華旗艦【104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5~6 樓
1.1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4 年 9 月 30 日止，請將報名表及相關文件填妥以郵寄、MAIL、
LINE 或專人送達。
1.12 收件地點: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台灣分會 Asia Hair Masters Association Taiwan Branch
會址：104-62 台北市敬業一路 141 號 2 樓
連絡人：吳瑞雯 0928-119-535
E-mail: jannie@ahma.asia
AHMA 台灣分會 Line-ID：ahma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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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報名匯款帳號：

台灣企銀(總行代碼 050) 吉林分行 001-62-160494 吳瑞雯
2.0 國際菁英賞析會
活動時間：2015/11/25(三) PM10:00~12:30
活動地點：典華旗艦-5F【104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活動主題：看見趨勢，遇見未來
美髮沙龍人資發展與經營趨勢論壇
活動費用：1,200 元。AHMA 會員 1,000 元
3.0 趨勢流行˙沙龍表演秀入場卷
活動時間：2015/11/25(三) PM15:00~17:30
活動地點：典華旗艦-6F【104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活動費用：2,500 元 AHMA 會員 2,000 元
4.0 時尚‧菁英聚
活動時間：2015/11/25(三) PM18:30~21:00
參與對象：評審、國內、外美髮業界菁英相關人員。
活動方式：餐叙
晚會地點：典華旗艦-3F【104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
晚會費用：1,500 元 AHMA 會員 1,200 元
即日期，加入 AHMA 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台灣分會會員，報名參賽可享優惠。
可上 AHMA 網站下載，或連結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5pjbbu4ib3ljng3/AAAZoHPuGZUuPUuiMgv8JXAt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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