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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北美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Beautician Association 

（北美國際多元美容師協會） 

亞洲總部  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 

INDBA協會簡介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Beautician Association，北美國際多元美容師協會 

簡稱為INDBA 

為北美跨國性之專業美容協會。致力各類型美容認證。開展美容學習和學術研討，以促

進各國美容藝術整體水準的發展與提高；優秀美容師的評選與表彰，組織各類講座、研

討會、觀摩會等積極促進世界各國專業美容師的交流及合作。2017/10/25正式授權中華國

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為亞洲區認證總部，進行資格檢定審理，並函送INDBA官方認證核

發國際證書。 

性質：致力與全球國際美容專業資格認證的專業機構 

總部：北美加拿大 

官網：http://indba.org/ 

組織機構：由北美國際聯邦政府承認及國際頂尖專家組成的美容學術認證委員會 

二、競賽目的 

1、肯定美容師之技術，提升美容師之國際價值地位。 

2、提供公平競技國際舞台，相互觀摩交流提升水準。 

3、帶動國際美容產業，促進產學就業媒合。 

三、競賽對象 

（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項即可） 

1. 年滿15歲之男女性，具有美睫美甲紋綉新娘妝髮美容相關經驗 

2. 從事美睫美甲紋綉新娘妝髮工作者 

3. 具備美睫美甲紋綉新娘妝髮基礎能力者 

4. 對美睫美甲紋綉新娘妝髮美容有興趣者 

四、競賽項目及獎勵獎項 

1. 競賽項目:溫柔閃萌手比賽。 

獎勵獎項：  

http://ind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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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冠軍1名，頒發獎盃。 

(2) 亞軍1名，頒發獎盃。 

(3) 季軍1名，頒發獎盃。 

(4) 菁英獎、優勝若干名，各頒發獎盃。 

(5) 老師前輩帶領5名以上學生參賽交流，老師將有機會獲聘為競賽監察或裁判。 

(6) 以上於競賽當天上台公開表揚。 

 

2. 競賽項目:樂天閃萌手比賽。 

獎勵獎項：  

(1) 冠軍1名，頒發獎盃。 

(2) 亞軍1名，頒發獎盃。 

(3) 季軍1名，頒發獎盃。 

(4) 菁英獎、優勝若干名，各頒發獎盃。 

(5) 老師前輩帶領5名以上學生參賽交流，老師將有機會獲聘為競賽監察或裁判。 

(6) 以上於競賽當天上台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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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流程 

   

 
1. 索取簡章及報名書表的方式：  

(1) 免費索取專線: 0977-369-898 (LINE ID:  ineyelash) 

(2) 自行印簡章及報名表：請至 https://goo.gl/itw81Y下載 

2.填寫報名表： 

(1) 報名表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2) 通信地址：退補件通知、(請務必填寫)。 

(3) 連絡電話：請填寫公司住宅電話及行動電話。 

(4) E-mail：請填寫有效之電子郵件信箱。 

詳閱簡章 

協會報名 

確認繳費金額 

轉帳匯款繳費 

郵局代碼 700轉
帳帳號 0002717-
0635807 戶名:中
華國際睫毛美容
專業協會胡莉榛 

本協會學員 

溫柔盃$3300，
快樂盃$3800 

一般民眾 

溫柔盃$3500，
快樂盃$4000 

填寫報名表 

寄回或email報
名表 

11699文山指南
郵局1~108 號 

回填線上報名匯
款確認單 

代辦單位報名 

確認繳費金額 

轉帳匯款繳費 

郵局代碼 700轉
帳帳號 0002717-
0635807 戶名:中
華國際睫毛美容
專業協會胡莉榛 

溫柔盃$3300，
快樂盃$3800 

填寫報名表 

代辦處理寄回 
回填線上報名匯

款確認單 

https://goo.gl/itw8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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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方式及繳費方式：  

(1) LINE線上報名: 請將報名費直接匯款至指定帳戶後並將收據照相→傳至本協會line→回填線

上報名表。(LINE ID:  ineyelash) 

(2) 通訊報名:將報名表(匯款收據黏貼於報名表內) 寄至：11699文山指南郵局1~108 號 

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 收 

(3) 繳費方式請參閱「第九項」 

(4) 經由代辦單位報名，單位名稱陸續更新，請參閱官網→https://goo.gl/itw81Y 

4. 競賽證於競賽當日領取 

受理報名單位： 

請參閱官網→https://goo.gl/itw81Y或 

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eagleeyedlash/ 

  

https://goo.gl/itw81Y
https://goo.gl/itw81Y
https://www.facebook.com/eagleeyed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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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報名日期 

即日起~2018年3月31日止 (以郵戳為憑)  

※為便於賽前評選及製作表揚事宜，請於2018年3月31日前完成報名手續※ 

七、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不符者以電話、簡訊、E-MAIL或書面通知，請注意所填寫之手機號碼、通信地址

等連絡資料務必正確，資格審查不符者，報名表及相關資格證件影本由承辦單位備查不退

回。 

八、競賽費用 (請依競賽資格與需求，確認繳費金額)  

類別 一般 代辦單位報名 本協會學員 

 

溫柔閃萌手 

基礎 

美睫 $3,500 $3,300 $3,300 

美甲 $3,500 $3,300 $3,300 

紋綉 $3,500 $3,300 $3,300 

新娘妝髮 $3,500 $3,300 $3,300 

快樂閃萌手中

級 

美睫 $4,000 $3,800 $3,800 

美甲 $4,000 $3,800 $3,800 

紋綉 $4,000 $3,800 $3,800 

新娘妝髮 $4,000 $3,800 $3,800 

同時報溫柔&快樂2項

(類別可以混搭報名) 

$7,000 $6,800 $6,800  

九、繳納報名費方式說明 

(1) ATM繳款或匯款方式  

1-1 確認繳費金額  

1-2 ATM提款機轉帳方式： 郵局代碼 700 轉帳帳號 0002717-0635807 

戶名: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胡莉榛 

1-3 完成請回填以下匯款確認單  

1-4 確認報名資料皆已備齊後，寄回或email報名表 

11699文山指南郵局 1~108 號 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 收 

※未於規定期限繳納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2)繳交至代辦報名單位（附繳費單）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交費用者，參賽人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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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競賽日期 

2018年 4月 15日(日) 時間：下午 13點 00分至下午 17點 00分 

十一、競賽地點 

地點：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地址 : 105臺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52號 

思 B111美膚教室 

十二、競賽方式 

(一) 美睫 

1. 溫柔閃萌手比賽 

初階假人頭接睫，雙眼 120根數 

時間 前置作業，包含保護顧客及消毒，時間合計 60分鐘 

內容 1. 使用工具為假人頭，有毛髮者 
2. 雙眼120根數。 
3. 若無毛髮需在比賽前自行裝戴假睫毛 
4. 用毛請自行攜帶 

2. 樂天閃萌手比賽 

中階真人接睫，雙眼 180根數 

時間 前置作業，包含保護顧客及消毒，時間合計 90分鐘 

內容 1. 需自備真人操作，評分標準主要著重在依顧客眼型之設計 

2. 雙眼180根數。 
3. 用毛請自行攜帶 

(二) 美甲 

1. 溫柔閃萌手比賽 

指甲彩繪 凝膠真甲上色 指甲凝膠彩繪 

部位 雙手大拇指 右手 4 指+左手4 指 右手中指直線+  

左手中指圓點 

時間 
指甲彩繪、凝膠真甲上色與凝膠彩繪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60分鐘 

 

內容 

1. 需有完整構圖
(一朵完整的花)
圖案：水滴、五
瓣尖、玫瑰 任
一款。 

2. 底色為正紅色粉
質指甲油 

3. 不可使用亮片、
亮蔥、水鑽、貼
紙等 

4. 單色、正紅色凝膠上色，
不可為亮片或珠光 

5. 上色需注意完整性，避免
縮膠 

6. 消毒→甲面拋粗→平衡劑
→固定劑→底膠→色膠→
上層膠 

7. 凝膠需薄刷，不限幾層，
須均勻 

1. 線條須直線 5 條，圓點
需 7 顆。 

2. 直線要求:每條線不得超
過 0.1cm 粗度，不得細
過 0.05cm。 

3. 圓點要求:可使用點硃
筆，每顆圓需要 0.2cm 
寬度，並每顆一樣大需有 
7 顆 

2. 樂天閃萌手比賽 

真甲凝膠璀璨漸層 凝膠透明延甲 

部位 右手 4 指，不含中指 

左手 4 指，不含中指 

右手 中 指+ 

左手 中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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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真甲凝膠璀璨漸層+凝膠透明延甲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90分鐘 

 

內容 

1. 長度、指型不限 
2. 厚度不宜太薄或太厚 
3. 璀燦不限顏色，須至少一色璀璨 
4. 不可上指緣油 

1. 延長須1 公分以上(從AB 點起算) 
2. 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 
3. 厚度不限，名片厚最高分 
4. C-curve 角度不可小於 30 度 
5. 不可上指緣油 

(三) 紋綉 

1. 溫柔閃萌手比賽 

初階 3D 假皮操作，上眼線+眉毛操作不限操作方式( 飄、霧、絲霧等) 

時間 上眼線+眉，雙眼時間合計 60分鐘 

內容 1. 操作 3D 假皮操作： 
2. 上眼線：雙手消毒→清潔假皮眼部→上眼線操作 
3. 眉：雙手消毒→清潔假皮眉毛部位→眉型設計→眉操作。 

2. 樂天閃萌手比賽 

中階 3D 假皮操作，上眼線+霧眉+嘴唇 

時間 上眼線+霧眉+嘴唇，雙眼時間合計 90分鐘 

內容 1. 操作 3D 假皮操作： 
2. 上眼線：雙手消毒→清潔假皮眼部→上眼線操作 
3. 霧眉：雙手消毒→清潔假皮眉毛部位→眉型設計→霧眉操作。 
4. 嘴唇：雙手消毒→清潔唇部→唇型設計→嘴唇操作。 

(四) 新娘妝髮 

1. 溫柔閃萌手比賽 

基礎新娘彩妝與髮型 

時間 彩妝與髮型，時間合計 60分鐘 

內容 1. 模特兒不得紋眼線、紋眉、紋唇，素面，不修眉，不擦指甲油，肩、背、
手臂上好水粉，頭髮打底，著新娘禮服以及保護毛巾入場。 

2. 新娘彩妝 
3. 新娘髮型 

2. 樂天閃萌手比賽 

新娘彩妝與髮型+新娘宴會造型 

時間 新娘彩妝與髮型+新娘宴會造型，時間合計 90分鐘 

內容 1. 模特兒不得紋眼線、紋眉、紋唇，素面，不修眉，不擦指甲油，肩、背、
手臂上好水粉，頭髮打底，著新娘禮服以及保護毛巾入場。 

2. 新娘彩妝 
3. 新娘髮型 
4. 新娘宴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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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競賽評分標準說明  

(一)、美睫 

 評分項目 配分比 
技能(60%) 1. 諮詢表填寫 【5%】 

2. 卸妝、清潔 【5%】 
3. 眼部保護、貼敷下睫毛 【5%】 

4. 選用正確睫毛 【5%】 
5. 睫毛密合度 【10%】 
6. 設計形狀 【5%】 
7. 對稱 【5%】 
8. 吹乾梳順 【2%】 
9. 速度 【5%】 

10. 術後保養、動作 【5%】 
11. 整體感、拍照 【8%】 

態度(20%) 1. 操作過程：正確使用產品及工具 【5%】 
2. 姿勢儀能 【5%】 
3. 動作熟練：輕巧、熟練 【5%】 
4. 對顧客的尊重與保護 【5%】 

衛生行為(20%) 1. 工作前正確消毒清潔雙手、戴口罩 【5%】 
2. 使用合格衛生產品 【5%】 
3. 過程中工具清潔，擺放整齊 【5%】 
4. 可重覆使用之器具，用畢立即置入
待消毒物品袋 

【2%】 

5. 不可重覆使用之器具，用畢立即置
入垃圾袋 

【3%】 

(二)、美甲 

1.溫柔閃萌手 評分項目 配分比 

指甲彩繪(30%) 
 
 
 

1.產品的使用控制  【5%】 
2. 彩繪技巧細緻度 【10%】 
3. 配色美感 【5%】 
4. 指甲油上色技巧 【5%】 
5. 構圖整體美感 【5%】 

凝膠真甲上色(35%) 
 

1. 有無氣泡 【7%】 
2. 甲面平整度(凹凸/ 厚度) 【7%】 
3. 指緣乾淨度 【7%】 
4. 色彩均勻度、亮度 【7%】 
5. 整體性(甲型、長度不限但需統一) 【7%】 

指甲凝膠彩繪(35%) 
 

1. 平衡感 【10%】 

2. 指面協調度 【7%】 
3. 技巧掌握 【10%】 
4. 手工精緻度 【5%】 
5. 圖案乾淨度 【3%】 

2.樂天閃萌手 評分項目 配分比 

真甲凝膠璀璨漸層(65%) 1. 產品控制、有無氣泡  【5%】 
2. 璀璨比例、技巧性  【15%】 
3.甲面平整度(凹凸/ 均勻/ 厚度) 【15%】 
4. 整體甲型(甲型/ 長度)  【5%】 
5. 指緣乾淨度  【5%】 
6. 亮 度  【5%】 
7. 整體設計美感  【15%】 

凝膠透明延甲(35%) 1. 產品控制、有無氣泡 【5%】 
2. C-Curve 角 度  【5%】 
3. 高點位置一致性、高度(全長 1/2)  【10%】 
4. 甲面平整度(凹凸/均勻/厚度) 【5%】 
5. 整體甲型 (甲型/長度/塑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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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緣乾淨度  【2%】 
7. 紙 模 (上翹/下墜) 【3%】 
8. 亮 度  【2%】 

(三)、紋綉 

1.溫柔閃萌手 評分項目 配分比 

工作前準備(10%) 
 
 

1. 工作前消毒雙手/工具使用前消毒 【2%】 
2. 正確標示待消毒袋與垃圾袋 【1%】 
3. 毛巾擺放、工具準備齊全、色乳( 完
整中文標示) 

【3%】 

4. 眉筆、眼線筆、唇線筆消毒 【2%】 
5. 色料顏色的選取是否合宜 【2%】 

技術操作(80%) 眉 
(35%) 

眉型形狀/對稱度/粗細是否合宜 【7%】 
色澤的選擇/色澤勻稱度/深淺漸層 【7%】 
動作熟練輕巧 【7%】 
操作手法的力度/深度 【7%】 
假人頭練習皮的潔淨度 【7%】 

眼線 
(35%) 

形狀/對稱度/粗細是否合宜 【7%】 

色澤的選擇/色澤勻稱度  【7%】 
動作熟練輕巧 【7%】 
操作手法的力度/深度 【7%】 
假人頭練習皮的潔淨度 【7%】 

整體感(10%) 【10%】 
衛生行為(10%) 1. 桌面工具是否擺放整齊 【1%】 

2. 可重複使用之工具用畢置入待消毒
袋 

【2%】 

3. 口罩是否遮住口鼻 【3%】 
4. 戴手套保持雙手潔淨 【2%】 
5. 頭髮潔淨度、是否梳、綁整齊 【2%】 

2.樂天閃萌手 評分項目 配分比 

工作前準備(10%) 
 
 

1. 工作前消毒雙手/工具使用前消毒 【2%】 
2. 正確標示待消毒袋與垃圾袋 【1%】 
3. 毛巾擺放、工具準備齊全、色乳( 完
整中文標示) 

【3%】 

4. 眉筆、眼線筆、唇線筆消毒 【2%】 
5. 色料顏色的選取是否合宜 【2%】 

技術操作(80%) 眉 
(25%) 

眉型形狀/對稱度/粗細是否合宜 【5%】 
色澤的選擇/色澤勻稱度/深淺漸層 【5%】 
動作熟練輕巧 【5%】 
操作手法的力度/深度 【5%】 

假人頭練習皮的潔淨度 【5%】 
眼線 
(25%) 

形狀/對稱度/粗細是否合宜 【5%】 
色澤的選擇/色澤勻稱度  【5%】 
動作熟練輕巧 【5%】 
操作手法的力度/深度 【5%】 
假人頭練習皮的潔淨度 【5%】 

唇 
(25%) 

嘴唇形狀/對稱度是否合宜 【5%】 
色澤的選擇/色澤飽和度 【5%】 
動作熟練輕巧 【5%】 
操作手法的力度/深度 【5%】 
假人頭練習皮的潔淨度 【5%】 

整體感(5%) 【5%】 

衛生行為(10%) 1. 桌面工具是否擺放整齊 【1%】 
2. 可重複使用之工具用畢置入待消毒
袋 

【2%】 

3. 口罩是否遮住口鼻 【3%】 
4. 戴手套保持雙手潔淨 【2%】 
5. 頭髮潔淨度、是否梳、綁整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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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娘妝髮 

 評分項目 配分比 
技術操作(80%) 髮型 

(35%) 
1. 髮型收妥乾淨度 【5%】 
2. 夾子有無外露 【3%】 
3. 髮型弧度與澎度 【5%】 

4. 瀏海是否配合造型 【3%】 
5. 整體感(是否合乎主題) 【5%】 
6..髮型與新娘臉型的切合度 【3%】 
7..髮型潔淨度 【3%】 
8..髪飾搭配是否合宜 【3%】 
9..髮型整體感 【5%】 

化妝 
(35%) 

1.化妝:(1)化妝水(2)乳液 【2%】 
2.粉底(1)均勻度(2)自然(3)無界限 【3%】 
3.臉型修飾是否合宜 【3%】 
4.眉型-(1)眉色(2)對稱度(3)形狀 【3%】 
5.眼影(1)色彩(2)自然對稱(3)漸層自然 【3%】 
6.眼線-(1)眼型修飾(2)線條順暢 【2%】 

7.假睫毛-(1)選用(2)修剪合宜 (2)裝戴 【2%】 
8.鼻影-(1)立體(2)自然 【2%】 
9.腮紅-(1)色彩(2)自然均勻(3)對稱 【2%】 
10.唇膏(1)色彩是否合宜(2)自然(3)均
勻 

【3%】 

11.彩妝整體感 【5%】 
12.造型: 是否符合主題 【5%】 

新娘整體感(10%) 【10%】 
衛生行為(10%) 1. 桌面工具是否擺放整齊 【1%】 

2. 可重複使用之工具用畢置入待消毒
袋 

【2%】 

3. 口罩是否遮住口鼻 【3%】 
4. 戴手套保持雙手潔淨 【2%】 
5. 頭髮潔淨度、是否梳、綁整齊 【2%】 

態度(10%) 1. 操作過程：正確使用產品及工具 【3%】 
2. 姿勢儀能 【2%】 
3. 動作熟練：輕巧、熟練 【2%】 
4. 對顧客的尊重與保護 【3%】 

十四、競賽場注意事項 

(一)競賽人應於賽前 20 分鐘辦妥報到手續。 

1.攜帶身分證，(務必身分證與報名人相同) 

2.假人頭及模特兒檢查 

3.測驗自備工具檢查 

4.領取競賽證 

(二)競賽人應自備模特兒一名於報到及競賽時接受檢查其條件為： 

1.年滿15歲以上。 

2.以素顏應檢。 

3.欲接睫部位不得事先做任何處理。 

4.至事前審查為止，需與模特兒一同入席，若未同時入席，不得參加比賽。 

(三)競賽人所帶模特兒須符合上述條件並通過檢查。 

(四)競賽人服裝儀容應整齊，並穿著美觀大方的服裝，佩戴競賽證，長髮應梳理整齊並紮妥，不

得佩戴會干擾競賽進行的珠寶及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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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賽人若有疑問，應在規定時間內就地舉手，待監評人員到達面前始得發問，不可在場內任

意走動高聲談論。 

(六)競賽時間開始10 分鐘後即不准進場。 

(七)競賽人對於工具操作應注意安全，如發生意外傷害應自負責任。 

(八)競賽人不得攜帶規定(如應考人自備器材)以外的器材入場，否則相關項目的成績不予計分。 

(九)競賽人除遵守本須知所訂事項以外，應隨時注意辦理單位或監評人員臨時通知的事宜。 

(十)各比賽項目及時間分配詳見「各比賽試場及時間分配表」，競賽人依組別和競賽證就競賽崗

位依序參加競賽，同時應檢查主辦單位提供之材料，如有不符，應即告知監評人員處理。 

(十一)競賽過程中模特兒不得給競賽人任何提醒或協助，否則立即取消競賽資格。 

(十二)各競賽項目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並依照監評口令進行，各單項競賽不符合主題者，不予

計分。 

(十三)競賽時間開始或停止，須依照口令進行，不得自行提前或延後。 

(十四)競賽人員務必於通知測驗日時間內到達規定地點參加競賽，逾時以棄權論，事後不得要求

或請求退費。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補充之，並保有活動內容及時間地點變更的

權利。 

(十五)競賽選手如有嚴重違規或作弊等情勢，經評審議決並作成事實紀錄，得取消其競賽資格。 

(十六)競賽人於競賽中因故要離開試場時，須經負責監評人員核准，並派員陪同始可離開，時間

不得超過10 分鐘，並不另加給時間。 

(十七)報名時未依規定勾選競賽項目者，視同報名溫柔閃萌手初階受理，報名後不得申請更正，

亦不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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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比賽流程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地址 : 105臺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52號 

思 B111美膚教室 

4月 15日(日) 

時間 活動主題 

13:00 報到 

13:30-13:40 開幕及致詞 

13:40-13:50 溫柔閃萌手&樂天閃萌手 

同時準備進場時間 

13:50-14:50 
溫柔閃萌手比賽 樂天閃萌手比賽

13:50-15:20 

14:50-15:20 溫柔閃萌手休息&評分 

15:20-15:30 樂天閃萌手休息&評分 

15:30-16:00 致詞及頒獎 北美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Beautician Association 

北美國際多元美容師協會 

Allison Ai Hu 

理事長 

16：00-16：30 全體合照 

16:30- 賦歸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補充之，並保有活動內容及時間地點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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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競賽人自備器具 

美睫自備器具建議 

工  具 數  量 備  註 

照明檯燈 1 台 充電式（非插電式） 

鋪床軟墊 1 床 真人樂天組適用 

床單及蓋毯 各1 床 真人樂天組適用 

枕頭 1 個 真人樂天組適用 

小毛巾(素色) 2條 固定用 

垃圾袋 1 個 (20cm x 30cm)  

消毒物品袋 1 個 (20cm x 30cm) 

化妝棉,棉花棒 適量  

卸妝品 適量 不限廠牌 

睫毛清潔品 適量 不限廠牌 

面紙 適量  

口罩 1個  

術後修護品 適量 不限廠牌 

接睫膠水 適量 不限廠牌 

接睫睫毛 適量 不限廠牌 

接睫工具 

(夾子、剪刀、睫毛刷、吹風器、

膠帶.眼膜.等) 

適量 不限廠牌 

 

酒精棉球或酒精噴劑 適量  

模特兒 1名 真人樂天組適用 

原子筆 1支  

美甲自備器具建議 

工  具 數  量 備  註 

照明檯燈 1 台 充電式（非插電式） 

小毛巾(素色) 2條 固定用 

垃圾袋 1 個 (20cm x 30cm)  

消毒物品袋 1 個 (20cm x 30cm) 

化妝棉,棉花棒 適量  

鐵類消毒杯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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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 1瓶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去光水 1瓶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口罩 1個  

真甲用磨棒(薄)180/180 適量  

指緣軟化劑 適量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鋼推 1支  

橘木棒 適量  

甘皮剪 1支  

接合膠 1瓶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磨甲棉 240/240 適量  

粉塵刷 1個  

紅色凝膠罐裝或指甲膠 1罐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黑色及白色罐裝膠 2罐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平衡液 1瓶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基底膠 適量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上層膠 適量 須有完整中文標示 

凝膠去漬液 1瓶  

去漬清潔棉 適量  

指甲清潔刷 1個  

濕紙巾/廚房紙巾 適量  

凝膠筆 1支 視個人需求 

UV 燈或 LED 燈 1台  

酒精棉球或酒精噴劑 適量  

模特兒 1名  

原子筆 1支  

紋綉自備器具建議 

工  具 數  量 備  註 

照明檯燈 1 台 充電式（非插電式） 

小毛巾(素色) 2條 固定用 

垃圾袋 1 個 (20cm x 30cm)  

消毒物品袋 1 個 (20cm x 30cm) 

化妝棉,棉花棒 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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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1個  

不鏽鋼托盤 1  

不鏽鋼消毒罐 1  

機器或手工筆 1  

針或針片 適量  

色乳 適量 需有完整中文標示 

一次性拋棄式布帽 1個  

一次性拋棄式隔離衣 1件  

手套 1雙  

酒精棉球或酒精噴劑 適量  

眉尺 1隻  

眉筆 1隻 需有完整中文標示 

延長線 1條  

戒杯、色料杯、色料杯架 適量  

新娘妝髮自備器具建議 

工  具 數  量 備  註 

照明檯燈 1 台 充電式（非插電式） 

毛巾(素色) 2條  

垃圾袋 1 個 (20cm x 30cm)  

消毒物品袋 1 個 (20cm x 30cm) 

化妝棉,棉花棒 適量  

口罩 1個  

合格化妝品 適量 需有完整中文標示 

假睫毛 1  

禮服 2件 新娘禮服,宴客服 

飾品 不限  

包頭工具 1雙  

原子筆 1支  

延長線 1條  

髮棉或髮片 不限  

其他相關工具 不限  

模特兒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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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2018 第二屆北美 INDBA閃萌盃國際交流大賽報名表 

競賽項目及組別 

□美睫 □美甲 □紋綉 □新娘妝髮 

□溫柔閃萌手 

(假頭基礎操作) 

□樂天閃萌手 

(真人中級操作) 

□溫柔閃萌手 

(基礎操作) 

□樂天閃萌手 

(中級操作) 

□溫柔閃萌手 

(基礎操作) 

□樂天閃萌手 

(中級操作) 

□溫柔閃萌手 

(基礎操作) 

□樂天閃萌手 

(中級操作) 

姓

名 

中文   性別 出生 

日期 

年 月 日 

英文      

電

話 

住家   E-mail 

信箱 
 

 

行動   

通訊地址 

 

□□□□□ 

哪裡得知比

賽訊息 

□協學會網站   □協會學員  □朋友介紹 □老師帶領參加(老師是:                   ) 

□FB粉絲團    □其他                                                  
代辦單位 

名稱 

 

國民身份證影印本黏貼處 

(正面,請實貼) 

 

(本國人限貼身分證影本) 

(外僑請貼外僑居留證影本) 

(大陸地區配偶請貼長期居留證影本) 

(反面) 

轉帳匯款單

浮貼處 

請將匯款單或 ATM轉帳收據浮貼 

或填寫轉帳後五碼及戶名 

 

備註欄 

(填表須知) 

一、報名序號欄及審查結果欄請勿填寫,請用正楷且不得用鉛筆書寫。 

二、應繳驗之證件均繳交影印本即可。 

三、匯款:郵局代碼：700轉帳帳號 0002717-0635807  

戶名：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胡莉榛 

報名日期:                                 報名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