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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5 年是一個不一樣的年代，因為它不僅是網路普及

的時代，而且更是人類進入注意健康身體的世代，康

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因應時代的潮流，配合世人愛

美、愛健康的想法，使人更注意自身的健康美容，特

於2015年11月17日在台北世貿一館與OMC美髮美容

世界協會台灣總會共同舉辦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

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探討21世紀國際美容美髮創

新教育發展現況與趨勢，本硏討會邀請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中國、俄羅斯、斯里蘭卡、美國等國家美

容美髮專家蒞臨專題演講，以提供教育研究者與實務

工作者在教學、課程、創新教育等各面能有深層省思

與對話的空間，提供各領域專家學者之交流平台進行

對話，以激盪跨領域的創新管理與美學視野，期望在

相互切磋交流中能夠互相學習，彼此勉勵，以達到互

助互利的結果。 

本人謹代表康寧大學感謝所有管理學院師生們的協

助，讓康寧大學有機會為這一次學術盛事盡一份心

力，感謝所有與會發表論文的貴賓以及前來共襄盛舉

的各界嘉賓，祝大會圓滿成功，祝福所有嘉賓身體健

康、事事如意。 

 

 

 

康寧大學 管理學院 院長 

  麥愛堂 謹誌 

 

201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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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當代美容美髮教育面臨各種時尚潮流變遷和挑戰，現

代美容美髮教育社會文化中如何在當今的多元社會中

找到教育、教師、學校、課程、教材的價值與定位，

是美容美髮教育者應當不斷予以檢視與評析及重視之

課題。本研討會以探討21世紀國際美容美髮創新教育

發展現況與趨勢為主題，邀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中國、俄羅斯、斯里蘭卡、美國等國家美容美髮專家

蒞臨專題演講，以此研討會提供教育研究者與實務工

作者在教學、課程、創新教育等各面向進行深層省思

與對話的空間。 

這次學術研討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6日所主辦之

2015 臺灣美容美髮國際論壇以及17日之2015 臺灣美

容美髮國際菁英研習營，結合了學術論文與產業技能

兩者之共同平台上切磋琢磨，即使在美容業有關學術

研究較少涉及，但藉著這一次的試探與嘗試，雖然發

表之論文數不多，但是藉由學術界及美容產業之交

流，相信未來有關美容教育的教學研究將回有更多學

界乃至美容專業人士參與，本研討會藉此拋磚引玉，

讓更多在美容產業的教師能在美容教育方面有更多互

補創新的努力與研究，以提升產學及學術互補創新之

效用。 

 

 

 

 

康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  主任 

 

 謹誌 

201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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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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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 

OMC社團法人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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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貴賓及講者 

 
0845-0900 張貼論文海報  

 
 

0900-1200 
本研討會發表者可在海報會場瀏覽

或參加OMC研習活動參考，如下頁所

列 

備註： 

OMC 亞洲區教練/OMC World  冠軍 

Ms. Rose Lee、Mr. Richard Luo、 

Mr. Ivan Wu 暨臺灣團隊 
 

 

1200-1330 

 

中場休息 

 
 

 
1300-1600 

論文發表作者需在張貼展示場地說

明研究特色暨回答現場來賓提問等 

備註： 

關鍵彩妝技巧教學 

俄羅斯彩妝大師 

Ms. Nanara Berenzina 暨臺灣團隊 

 
 

＊參加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者所投之稿件審查通過後，並繳交投稿註冊費用

後，本會將納入編印成論文集光碟。請於2015年11月17日上午08:45前至世貿一館3樓研討會展示教室張貼海

報，會議當天下午01:00~04:00論文作者至少要有1人在場並回答現場來賓之提問，下午04:00結束後發給論

文發表證明。 

＊主辦單位提供發表者海報張貼展示區以供張貼(海報規格：直式A1：84.1(長)x59.4 (寬)公分)，另提供座

椅1張。 

＊研討會發表作者可利用時間參加11月17日2015臺灣美容美髮國際菁英研習營活動。若須參加11月16日之

2015臺灣美容美髮國際論壇，須事先向OMC台灣總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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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灣美容美髮國際論壇議程表 
全球市場趨勢與經營管理 

日期：2015 年 11 月 16 日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2 樓第 3、4、5 會議室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行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時間 議程 貴賓及講者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貴賓致詞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邱柏青顧問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 黃文榮秘書長 

 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陳德雄會長 

1030-1040 開幕典禮 

專題演講 
 

 

1040-1110 

 
臺灣美麗產業海外行銷 

 

昇宏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秋月總經理 

 

 

1110-1140 

 
台灣美容美髮 50 年經營價值 

 

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許景然理事長 

1140-1310 中場休息 
 

 

1310-1400 

 
日本美髮市場概況與經營管理 

横山義幸 

日本 SPC 創設理事長 

 

 

1400-1440 

 

當前台灣的美麗產業如何與國 

際接軌 

 

鄭茂發 名留集

團董事長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韓國美容市場現狀 
崔英姬 

OMC 韓國會長  

 

 

1550-1630 

 

臺灣美容美髮產業之現況與

未 來發展 

 

林秀鳳 小林髮

廊總經理 

 

 
1630-1720 

 
馬來西亞與東協市場之美髮

美 容產業趨勢與品牌形象 

 

陳振東 

CT Grpup 總監 

＊論壇以中英日韓文進行，現場備有同步翻譯憑證件免費借用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內容及與會貴賓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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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灣美容美髮國際菁英研習營課表 
彩妝及美髮技巧教學 

 
 

日期：2015 年 11 月 17 日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2 樓第 3、4、5 會議室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行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時間 議程 貴賓及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關鍵美髮技巧教學 

OMC 亞洲區教練/OMC World  冠

軍 Ms. Rose Lee、Mr. Richard Luo、 

Mr. Ivan Wu 暨臺灣團隊 

 

 

1200-1330 

 

中場休息 

 
 

 
1330-1630 

 
 
 

關鍵彩妝技巧教學 

 

 

俄羅斯彩妝大師 

Ms. Nanara Berenzina 暨臺灣團隊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內容及與會貴賓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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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灣美容美髮菁英邀請賽賽程 
 

健康美麗愛環保整體造型競賽 
 
 
 
 

日期：2015 年 11 月 18 日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2 樓第 3、4、5 會議室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行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活 動宗旨 與目 的  環保新觀念，將環保創意，利用身邊常見之環保素材，只要

符合資源再利用性原則，發揮「創意」 將它改造成，創意作品中融入設計 (即具有提

高效率、改善功能、創造新價值、增加新用途、資源 回收再利用性、環保性、生態

不破壞 )的概念，帶動環保時尚趨勢風潮，並促進業者及學校間專業 技術的交流，拓

展視野，提供創新技術學以致用之展現機會。希望能藉此競賽設計出具有美感、藝 術

感，以達到創造新價值之目的，達到資源永續循環觀念。 

 
 
 
 

場區 時間 內容 

 1030-1210 20 人 學生組競賽/30min 

中午休息 1210-1240  

社會組競賽/30min 1240-1345 20 人 

頒獎典禮 1600-1700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內容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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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傳統圖騰於人體彩繪應用之初探研究 

向翊欣1    黃敏菁2 

           

摘要 

中國傳統圖騰的運用起於商周、盛行於唐宋、鼎盛於明清，具有多元的歷史色彩及

文化特色。將其特有的圖騰意涵，結合時尚彩繪設計，以生活美學的角度出發，以彰顯

傳統美學符碼應用於現代教育之價值。 

本研究共分為二個部份。首先本文將分析現代藝術風格中，圖騰於人體彩繪之應

用，將分析中國傳統圖騰之美學價值與意義，並如何與人體彩繪作媒合與運用。最終將

闡明中國傳統圖騰如何在現代教學中產生嶄新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一、人體彩繪常見的筆法如平筆法所呈現的圖案面積較大，用色較均

勻亦可做出漸層暈染的效果，線筆或圓筆較常運用在構圖設計「強調」的表現，如描邊、

線條的勾勒等，可使設計的整體性呈現立體與畫面的層次感，對於彩妝立體感之型塑有

所啟發。二、中國傳統圖騰運用在彩繪造型中，喜歡的圖案選項以「龍.鳳」為最多，未

來在塑造台灣品牌時，中國傳統圖騰將是最有參考價值的符號。 

 

關鍵字：中國傳統、圖騰、時尚、人體彩繪 

                                                 
1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 講師 
2康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 專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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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新流行的產生都是歷史演進與進化的過程(Sproles,1985)，流行在社會的脈絡裡具

有群眾認同及循環的特質(吳采薇，2012)，藉由商品的消費來展示及維持他人的差異

性，藉以獲得社會地位和滿足(Simmel,1971)，為時下流行的重要觀點。中國傳統圖騰

的設計與運用在許多流行的商品與藝術設計的相關研究中常被廣泛的運用，如傳統藝術

中之花卉植物吉祥圖像應用研究(王蘭亭、劉芝伃，2010)、彩妝設計風格探討-解析國

具臉譜為創作要素(朱美璘，2009)、圖案紋飾研究(林幸蓉，2010)、紋化故事-台灣文

化迷思於女性紋身圖案的運用設計(黃聆君，2009)、藝術陣頭臉譜彩繪之創作-以八家

將為例(薛惠瑛、洪秀如、張琬祺、林欣樺，2011)、文化創意與設計案例解析(蕭明瑜，

2010)等不同領域的研究，但在時尚彩繪的相關研究中卻十分罕見。 

目前台灣時尚美容產業正積極推動的新流行趨勢以「人體彩繪結合美容整體造型設

計」的新服務取向，舉凡商業表演活動、廣告代言主題、舞台及宴會等場合，甚至新娘

彩妝設計中均可見人體彩繪的蹤跡，是本研究將探討中國傳統圖騰的特色與美學，轉化

並運用於時尚彩繪設計中。 

二、研究目的 

美容時尚產業的脈動總一日千里、遍地商機，並已朝向多元化、國際化、客製化的

發展趨勢，同時儼然成為時尚美容產業界所追尋的目標。在現今這個強調體驗經濟與服

務價值的時代裡，除傳遞一般化服務外，顧客更要求一種情緒上的、感性上的、被賦與

的價值與意義，一個值得收藏的回憶；對服務業者而言，提供上述服務價值，成為了與

其他業者間差異化之重點所在(江筱蓓，2008)。美容時尚產業是經濟美學中的顯學，在

高度競爭的產業市場中如何突破重圍，樹立自我的獨特風格與魅力，是美容從業人員及

教學者所需正視的課題。 

中國傳統圖紋本身便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特色與色彩，除了中國傳統「四靈」的

「龍、鳳」圖騰常是刺青(紋身)被選用的圖案，許多傳統中國的節慶慶典、裝飾藝術品、

商業飾品、建築物以及雕刻藝品中，均不難發現許多具有中國傳統藝術色彩的圖紋花樣

被廣泛的採用，正因其有著濃郁的「中國傳統藝術」風格與特色。本研究以生活美學與

藝術觀點討論「中國傳統圖騰」，在時尚(人體)彩繪設計之藝術運用範圍及元素萃取方

向，期能為時尚美學「流行」課題多一份註解，並提供時尚美容相關課程設計及美容相

關從業人員在進行人體彩繪設計時之參考方向。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中國傳統圖騰運用於時尚彩繪設計的差異。 

(二) 探討時尚(人體)彩繪設計認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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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流程及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三大部分，在擬定研究方向與主題後，首先蒐集相關的文獻，將資料

分析與彙整進行結果分析，轉化為本研究與創作的參考標的，最後將本研究相關因素及

討論結果彙整所得結論，擬具相關建議以供學術及實務之參考。本研究流程，如圖1-3-1：  

 

 

 

---------------------------------------------------------------------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資料分析進行創作研究等，(一)除了解「中國傳騰圖騰運用於時尚彩繪設

計」的認知差異、圖騰的喜好等面向。(二)分析人體彩繪相關資料，如人體彩繪常運用

的筆法、顏料的差異性等。(三)本研究創作造型範圍、圖案元素的轉化、色彩的配置等，

均以上述現代藝術及美學的設計風格展現為基準，藉以生活美學的觀點支持時尚美容產

業之創作元素-「人體彩繪」運用的藝術價值，以及「中國傳統圖騰」運用於時尚彩繪

設計領域之藝術與美學觀。 

二、研究限制 

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第三階段 研究創作與 

       資料彙整 

運用 

確立研究主題 

第二階段 研究執行 

第一階段 研究設計 

 

時尚彩繪運用 

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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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來源：時尚彩繪相關文獻有限，須藉助藝術造型、美學等相關理論印證人

體彩繪的藝術層面意義。 

(二)中國傳統圖騰代表甚多，難以將具有中國傳統代表的圖騰做完整及深入研究，

僅以常見之圖案，如的龍、鳳、牡丹、花卉等代表圖騰及色彩運用於人體彩繪設計之探

討。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中國傳統圖紋 

根據歷代傳統圖紋之統計有數萬種，均具有豐富性、多變性，同時也融合了不變的

傳統思想，在中國，傳統的圖騰不僅是美觀的作用，且皆具有「吉祥」的、「祝賀」的

意義，其歷史的傳承與文化思想更直接反應在器物或是圖紋上 (林幸蓉，2001；楊振，

2005；蕭明瑜，2010)。就傳統圖騰而言，被廣泛運用的有代表祥瑞的動物或神獸，以

或具象或抽象形態展現，另，植物花卉、鳥獸的圖案，也都蘊含著中國傳統與歷史綿延

流長的優雅、內蘊、圓融等古典與美學的精神，被沿用之；從「記載的歷史」來看，傳

說的古史最早起源於西元前兩千七百到兩千六百年間的黃帝，隨後中國人就在這廣大的

土地上自創屬於自己一套的科技、政府體制、藝術、思想、社會組織等(蔡承緯，2007)。 

二、圖騰 

在時尚彩繪設計中常以「圖像」或「圖騰」表達創作的意念與主題的意涵，「圖像」

二字，「圖」指實物的、具體的、可見的圖形，「像」可以兼指精神的、抽象的、不可見

的表徵。從象徵的方面來說:記號、符號、標記、信號也是圖像。圖像這個名詞，以西

方藝術史的定義，通常是指image、icon、picture…等等的意思，在東方圖像的意涵就

較廣泛，「圖」是指圖形，「像」是指圖形中的意涵，以圖為媒體來傳達的文化概念，是

比造形更上層的形而上之象徵意義(蔡奇睿，2006)。  

「圖騰」為印地安語「To-tem」的音譯轉化而來，源自北美奧日貝人(Ojibways)奧

季布瓦族方言「ototeman」，意為「他的親族」或「他的氏族」，相當於是整個部族的標

記(林慧君，2003；江華如，2009；維基百科，2012)；圖騰在各原始部落裡不僅具有藝

術價值，它也是一種原始的社會宗教組織，圖騰的造型，大部分是動物或是植物，將其

外型簡化後，變成一種介於寫實與符號間造型樣式，也有的是以似生物又非生物的形狀

來作為圖騰象徵(林慧君，2003；江華如，2009)。而所謂的圖騰，就是以動物或植物為

原形並被古代人們尊之為神的吉祥物，根據辭海的解釋：「原始社會中有假借一種自然

物為符號，以表示一團體或一民族之血統，尊其神聖而崇拜之者，稱圖騰。」目前還保

留這個圖騰儀式的原住民，有北美洲印第安人及澳洲之土人。圖騰也是人類文化中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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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圖型，它靠各式各樣的圖像、符號和表現形式，形成種種特殊不同的意識形態，是

人類最原始的智慧，更是人類社會的文化實體(江華如，2009)。 

從審視的考古資料中，發現中國吉祥物、吉祥圖萌芽於舊石器中晚期，與人類物質

文化史同步發展。由北京山頂洞人之遺物得知，在獸牙上加工裝飾以及對飾品的染色過

程，以產生初步的吉祥觀念在後續時代發展才逐漸有一心得與概念。吉祥圖案起始於商

周，發展於唐宋，鼎盛於明清。經過了唐、宋、元、明、清幾個時代的發展，吉祥圖形

成了擁有長壽、多子、喜慶與富貴與康寧等五大主題。其吉祥物形成的途徑各有所不同，

有的因其自然屬性與特性（如松柏常青、白頭翁寓意長壽），有的取其諧音（蝙蝠為福、

鹿與祿、荷與合），有的為傳說附會的典故（如龍、鳳、麒麟），有的為歷史故事（八仙）

以及藝術加工（盤長、八卦圖）。常見的吉祥圖案運用大致可分為動物、植物、器物和

符號、神祇、文字等五大類(王藍亭、劉芝伃，2010)。 

傳統圖紋是中國文化多年來在技術、視覺、美感、環境、社會、風氣、思想等種種

美學及哲學共同累積的靈采，表現中國特有的線條、構圖、比例、色彩、題材與運用方

式(林幸蓉，2001)。在中國傳統圖案常見的吉祥動物圖騰有龍、鳳、麒麟和龜並列稱為

"四靈"；在中國傳統圖騰運用中最具代性者如「龍」的圖騰，常被轉化與運用於商品設

計中。 

三、人體彩繪 

人體彩繪顧名思義就是以人體為媒材在人體上作畫，在裝飾藝術領域的界定中是屬

於本能的慾望，人類在人體彩繪的運用是由文身延伸而來的；刺青，又稱文身或紋身，

用有墨的針刺入皮膚底層而在皮膚上書畫出圖案或詞彙。人類愛美而產生的文身最早出

現在中國和古埃及，起源於一萬四千年前的石器時代，當時文身被視為財富和社會地位

的象徵，隨後發展成為一個部落的身份標誌、一種原始的裝飾、一種宗教的吉祥物。最

早的人體彩繪是原始人在身上用鯨墨畫出的圖騰，作為護身標誌(陳國蕙、趙涵儒、朱

怡靜，2010；謝妙芬，2011；維基百科，2010)。另外，12世紀在印度即有女性在結婚

時，會在手部畫滿代表祝福與圓滿的細緻圖騰又稱「曼海蒂彩繪 」，意喻婚後能擁有幸

福美滿的婚姻(周育瑾，2008；維基百科，2010)。 

 

 

第一章 人體彩繪設計運用藝術風格展現 

第一節 人體彩繪設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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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體彩繪的運用 

在西方藝術史中1950年代，出現了人體彩繪的藝術家，其中最重要的畫家尤氏‧克

萊茵(Y. Klin 1928-1962) ，其繪畫表現的是繪畫動作本身，而非強調繪畫動作的結果。

他在裸體模特兒身上塗上藍色顏料，並請樂隊在旁演奏，公開地進行模特兒與畫布接觸

的印痕創作，我們也稱之為「人體藝術」(黃椿昇，2002)。而在台灣的紋身歷史可追溯

至四百年前的原住民。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的泰雅、賽夏、排灣、魯凱、鄒及卑南等六族

有紋身的習俗，刺青的部位幾乎包含全身上下。但只有泰雅及賽夏兩族，多紋於頭部、

頤部或頰部。其中以泰雅族較為典型，而兩族又多以「黥面」為特徵(黃聆珺，2009)。

近年來，在台灣則有仿效歐美人體彩繪風格的傾向。由於西方文化對藝術的包容性較

大，所以將彩繪由臉部延伸到全身，在西方稱之「Body Panting」。在台灣將這種在人

體上畫畫的行為稱為「人體彩繪」（陳國蕙等，2010)。 

二、國內人體彩繪的發展與趨勢 

目前在台灣，美容業界與學術界均逐漸重視並且將人體彩繪設計納入專業技術之

ㄧ，在高職美容科及大專院校美容相關系所都有開設彩繪設計的相關課程，以及在各種

美容造型場合中均可見人體彩繪的創作與競賽。近年來紋身已經有涵蓋著人體藝術創作

的新面貌，紋身在台灣現代潮流已成為多樣貌的發展趨勢，也常與流行時尚相結合(黃

聆珺，2009)。目前人體彩繪可分為八個種類：商業、趣味、藝術、戲劇、婚紗、時尚、

寫真、宗教等八種，較常出現的為商業、戲劇、宗教（如八家將）及婚紗造型（陳國蕙

等，2010)。 

「中華國際彩繪藝術協會」及「中華民國人體彩繪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亦積極拓展人體彩繪的專業領域之認證，企盼藉由國家認可的專業技能檢定證照制度之

推展，進而提升人體彩繪從業人員的專業形象及素養。在國際性的競賽中，如OMC美容

美髮技藝競賽中也不難看見人體彩繪的競賽項目。                                   

三、人體彩繪顏料使用之範圍、特性及其差異性分析 

「工欲善必先利其器」，在學習彩繪或進行創作時，必先清楚顏料的性質與特色，

才能得心應手運用得宜。常見的人體彩繪顏料有油性顏料、水性顏料、印度的彩繪顏料、

刺青彩繪顏料、晶鑽彩繪顏料、噴槍彩繪顏料、塑脂彩繪顏料、矽力康彩繪顏料、酒精

性彩繪顏料等；其中較常見與被廣泛使用的有油性顏料、水性顏料、晶鑽彩繪顏料，因

其使用便捷、去除容易較易被大眾所接受。刺青彩繪顏料、噴槍彩繪顏料、塑脂彩繪顏

料、矽力康彩繪顏料、酒精性彩繪顏料等，因素材較特殊取得也較不易，除專業相關從

業人員或教學者外一般大眾為較不易取得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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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通用的人體彩繪顏料特色分析：油性顏料如 表2-1、水性顏料如表2-2、晶鑽顏

料如表2-3。 

表 2-1  油性顏料分析 (周育瑾，2011) 

成       分 蠟、 凡士林、 油脂、碳酸鈣、色料、香料。 

用       法  局部面積使用，使用的方式如蠟筆的方式。 

何 處 常 見 大型表演秀、商業性展演、創意舞台妝、美容整體造型競賽、兒童宴

會或表演、親子聚會表演。 

卸       除 用卸妝油或肥皂清洗即可(勿用太多水) 。 

特       性 不溶於水， 溶於油性。 顏色鮮明立體，可混色。. 

優   缺  點 優點 : 不傷皮膚，不用調色 。  

缺點 : 暫時性使用，怕摩擦沖洗，不能持久，皮膚觸感較黏，有時

大面積難清洗，會阻塞毛細孔。 

價       格 大約在 60~600元之間 

適 用 範 圍 動態性的表演。  

 

表 2-2  水性顏料分析 (周育瑾，2011) 

成        分 碳酸鈣、 甘油、 阿拉伯膠、 色料、 香料。 

何 處 常 見 大型表演秀、時尚新娘彩繪造型、商業性展演、創意舞台妝。 

用        法 如水彩，需沾水使用。 

卸        除 用卸妝棉，或濕紙巾即可。 

特        性 溶於水， 乾了之後， 碰觸較不容易脫落， 可以混色。 

優   缺   點   優點 : 可畫較細緻的畫，顏色選擇較多，不殘留於皮膚較安全。 

缺點 : 怕沖洗，不易長時間維持。 

價        格 大約在 500~5000元間，依面積及主題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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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晶鑽人體彩繪分析 (周育瑾，2011) 

成        分 亮 粉、人體膠。 

何 處 常  見 最常見的彩繪在夜市就常見。 

用        法 通常先用貼紙貼上後，在塗滿白膠，然後在灑上亮粉。  

特        性 顏色閃亮艷麗。 

卸        除 用去光水，或泡在水裡，用力搓洗。 

優   缺   點 優點: 晶炫無比，可維持一星期左右。 

缺點: 95%的白膠為工業用成分為樹酯，非常傷皮膚，皮膚常見紅

腫過敏等症狀。要選用皮膚專用的人體膠。 

價        格 依商家的亮粉品質的粗細而定,大約 50~400 元. 

 

四、人體彩繪常見的筆法及運用範圍  

本研究參酌張嫚雯(2007)；周育瑾(2008) ；董鎂暳(2009) ；周育瑾(2010)；黃燕容、

陳幼珍(2010)；陳國蕙等(2010)提及面具創作藝術之繪畫構圖之成功要素，著重於線條

流暢、平衡對稱、色彩搭配等三個要項。彩繪的方法可分為:工筆法、勾勒法、描邊法、

平塗法、暈染法、漸層法及其他彩繪方法等來表現，在彩繪設計的筆法中，被廣為運用

則是圖騰及線條表現最多。而周育瑾(2010)在人體彩繪藝創作實務中將生活與藝術巧妙

的結合，提倡「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把人體彩繪藝術自然又巧妙的帶入生活中的

每一個角落，在技術層面除了上述筆法外增加了對角交叉法、多層次的潑墨畫法、線條

的印象畫法及臉部點綴畫法。本研究在實務創作過程中整理之運用於時尚彩繪設計筆法

及運用範圍，如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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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人體彩繪常見的筆法及運用範圍 

編號 彩繪筆法 運用範圍 

1 平筆法 雙邊漸層畫法，如花朵、葉瓣等 

2 平塗法 如打底色時、較大面積之圖案設計運用 

3 平筆乾刷法 可做出如羽翼般的效果、亦可運用於雙色漸層之運用 

4 線筆線條畫法 如格子線條畫法 

5 線筆打勾 

（勾勒）畫法 

1.如圖案完成以打勾方式勾邊，增加圖案立體效果 

2.以打勾方式作出長短不一的勾勒線條，形成層次感 

6 逗點畫法 如花瓣、花邊、愛心圖案、幸運草之設計 

7 畫圈畫法 以一筆勾勒的畫法，完成如圖騰之設計、圖案收邊時增加層次

與美感之設計筆法 

8 壓筆、轉筆法 如葉子的各種畫法、花苞設計 

9 ｓ形畫法 如花瓣、葉瓣、圖騰設計 

10 ｃ形畫法 如花瓣、葉瓣、圖騰設計 

11 渲染畫法 以沾較多水分的顏料運用暈染的方式，使圖案產生層次感，或

有如潑墨畫般的效果 

12 拓印法 沾較少水分顏料的筆或海綿，以拓印的方式進行上色，如底色

的運用或動物圖案如狗、貓、熊等設計 

13 圓點畫法 可運用於小花朵（五瓣花）設計、或線條之延伸、或點描畫風

格之運用 

14 水滴畫法 常見於五瓣花構圖運用，又可分為水滴畫法、水滴內拉、水滴

外拉等筆法之運用 

 

五、人體彩繪實務基本工具介紹 

在進行人體彩繪創作時，需對人體彩繪工具有一定的認識，方能在創作時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人體彩繪實務基本工具如下：刷具組(平筆、圓筆、線筆、圭筆、挖棒)、

裝水容器、亮粉、濕紙巾(或乾淨抹布)、面紙、水性彩繪顏料、油性彩繪顏料等。 

六、人體彩繪輔助性材料與工具 

人體彩繪實務輔助性材料與工具如下(如圖2-4)：亮粉、調色盤等，可增加彩繪設計

圖案的立體度及層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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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傳統圖騰與人體彩繪之運用 

第一節 中國傳統圖騰運用 

中國傳統圖紋在表現的方法上，可概略歸納為以下(楊振，2005；王藍亭、劉芝伃，2010)： 

(一)象徵 

所謂象徵，是以某種具體的人或事物的圖形，標示一種特定的意義，也就是用具體

的事物來比擬抽象的東西。在中國和西方美術中，「象徵」是一種常被引用的手法。例

如：以「梅、蘭、竹、菊」象徵君子之風，即品格的高尚、堅貞、典雅而有氣節(鄧福

星，2005)；以「桃」象徵長壽、以「松柏」象徵青春。 

(二)寓意 

所謂的寓意是指假借其他事物寄託其本意。例如：葫蘆寓意生命之源、多子、萬壽

綿長、驅邪納福；蝙蝠寓意福氣，單隻的蝙蝠圖紋代表長壽、雙隻蝙蝠代表「雙福」亦

指富貴長壽，石榴則表示多子多孫之意。 

(三)諧音 

運用拼音所造成的同韻字，自古延用至今，例如：蓮花的「蓮」與「連」諧音、荷

花的「荷」與「合」諧音、金魚與「餘」或金玉的諧音、花瓶與「平安」。  

(四)表示符號 

在圖紋中的雲紋符號，是具代表性的祥瑞圖案。有兩則意義:一面代表「天」，另一

方面代表「祥雲」皆為吉祥之兆。此外，還有太極、八卦，係代表陰陽及八種自然現象，

為生命、萬物萬象的根源，亦成為運用廣泛的避邪納福吉祥圖案。 

(五)文字 

在傳統中以「福、祿、壽、囍」等媒材運用最廣泛，吉字圖紋運用極廣，主要是以

漢字字體結構加以美化，增加圖紋相輔的多重涵義，變成一種特殊的圖案。其中「福」

字圖案樣式繁多有二百餘種、「祿」寓意發財與「鹿」諧音，在「祿」字的裝飾上常有

「鹿」的造型、「壽」在漢字中得壽字即有三百多種，運用廣泛、「囍」字圖案不下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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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一個囍字為骨架可納入不同的造型、民風及飾紋。 

第二節 中國傳統圖騰元素的運用 

要能將圖紋運用得體，唯有先了解每一個圖紋的真正內涵，才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茲就常見的傳統圖騰紋飾及涵義歸納整理如下: 

一、瑞獸紋樣 

在中國傳統圖案常見的吉祥動物圖騰有龍、鳳、麒麟和龜並列稱為"四靈"。傳統瑞

獸圖紋種類極多，其表現特別重視圖紋結構的生命感與律動性，以顯現瑞獸旺盛的生命

力，典型的圖紋首推龍紋、鳳紋及麒麟(楊振，2005)。 

(一)龍鳳 

龍鳳是傳說想像中的生物。龍能降雨祈禱豐收、又象徵皇權，龍形的圖紋約在三千

五百年前首次出現，漢代以後演變成象徵天子權威的瑞獸；鳳凰是傳說中的瑞鳥為百鳥

之王，丰姿綽約高貴是吉祥幸福的化身，龍鳳可形容有才能的人，象徵高貴華麗、祥瑞

喜慶(林幸蓉，2001)。 

(二)龜鶴 

龜與「貴」諧音有富貴長壽之意，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裡「龜與鶴」相傳皆有千年壽

命，常為「長壽」與吉祥之代表。 

(三)麒麟 

麒麟在中國是傳說中的神獸，象徵吉祥、祥瑞與龍、鳳、龜並稱「四靈」。在古代

常有「麒麟送子」、「麟趾呈祥」等吉祥話被運用於「生育」或「結婚」時之祝賀用途。 

二、動物紋樣 

動物紋樣是指自然界一般動物的紋樣，如「獅、虎」的造型與紋樣取其萬獸之王意

涵，代表權威之意，「舞獅」在民間是常見的民俗喜慶活動之一，意喻消災祈福；而「羊」

通祥取其吉祥或吉羊之意，最常出現的圖案為「三陽開泰」；「猴」取諧音與侯同音代表

「加官晉爵」之意；雄雞即「公雞」，公與「功」、鳴與「名」同音，喻功名；「白頭翁」

鳥名，老鳥的頭部變成白色用來比喻夫妻相守、白頭偕老及長壽之意(如圖2-18)；「魚」

與餘同音喻生活富裕、財富有餘之意；「蝙蝠」取其與「福」同音代表福氣；「鶴」為長

壽有福之鳥，常與松合在一起如「松鶴長春」；「孔雀」自古就屬珍禽異鳥，孔雀開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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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富貴吉祥。 

三、植物紋樣 

植物紋樣在我國裝飾藝術上，可分為兩種類型(葉劉天增，2002；楊振，2005)，一

由本土文化所形成並發展出的植物紋樣，如史前的植物紋樣。一是受近代東印度與阿拉

伯文化影響所出現的忍冬紋或纏枝花紋之裝飾紋樣，後者的影響較前者大(楊振，

2005)。植物花紋裝飾在瓷器、雕刻品、織物等常為所見，其中以梅、蘭、竹、菊、桂

花、桃花、松、柏、牡丹、蓮花、石榴、佛手、葫蘆、靈芝等最受青睞，意味著人品的

氣度與清高，同時代表著長壽、富貴、堅貞、高潔等情操，是人們心理的投射與夢想。 

四、符號紋樣 

符號〈象徵物〉為指代〈象徵作用〉概念〈被象徵物〉而產生，是某一相應人類群

體共同創造，而用以認同或傳達信息的媒介與工具。符號必須具備相對恆定的涵意與外

在形式，用以模擬其形象去指代其物的相應概念(陳學嬪，2010)。符號的產生是根據普

遍性的詮釋內容形成。如漢字「凶」是會意字，符號來源是說明地上有洞，要是掉下去

會受傷，就是不好的事情。符號的形成一開始是具有任意性的，若是當時是以掉到山崖

是指不好的事來做為詮釋符號的內容(蕭明瑜，2011)。「雲從龍，龍起則生雲」，因為雲

形成於天中，古人就以雲代表天，後世更以青雲喻高官顯爵，祝頌官運亨通則曰「平步

青雲」(圖2-22)；回紋寓意福壽吉祥，深遠而綿延，在清代由以雲紋、潮紋、朝陽紋等

最為廣泛運用，其中常見如意雲紋變形雲紋，如皇帝的龍袍上繡「十二章紋」和五色雲

(如圖2-23)，下端為潮紋(如圖2-24)、 水上是山石寶物，象徵「八寶立水」表是統一

山河(楊振，2005)。 

五、文字紋樣 

中國文字是世界上最富美學與藝術價值的字體之一，除了中國文字本身所具備的功

能與意義外，另有裝飾性與美學的效果，而這正是中國文字的特色與文化，另也是一種

創意與美學藝術的表現。在清代除了常用「福、祿、壽、囍」外，又以卍字圖案被作為

繡紋廣泛運用，「卍」本是佛教的吉祥符號具「萬德吉祥」之意(如圖2-25)，因此以連

續圖案的構成表述，表示連綿不斷萬壽幸福的文字紋(楊振，2005)。另，囍或雙「喜」，

常用於結婚對新人的祝賀，又以囍字組成紋樣；「卍」字，可演變成許多圖案，如向四

端延展相互連接成卍字錦，又化做雷紋俗稱「回文」，讀音萬在古代式符咒或宗族標誌，

通常認為是太陽或火神的象徵，出現於古印度、波斯、希臘，後來被佛教廣為傳用 (林

幸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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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傳統圖騰元素的運用解析 

中國傳統圖騰的運用十分廣泛，常見於瓷器、建築、雕刻品、織物飾品等上中，代表中

國傳統圖騰的紋樣有四靈中的龍、鳳；植物花卉中的花中之王「牡丹」等等。 

(一)白瓷青龍圖 

白瓷瓶上青龍盤踞的青花瓷，為中國的傳統圖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表現，圓型的瓶

身可以將龍的身體變得更有立體感，而『龍』的圖紋一向是中國傳統的四吉祥物之一，

代表著尊貴、榮耀、權力的象徵。 

(二)清朝青花龍鳳罐展開圖 

青花龍鳳罐展開圖所呈現出的鳳凰，有代表力與美的翅膀與尾羽及靈活的舞姿，代

表吉祥的祥雲伴隨在畫面中，使畫面更加生動活潑；一般的鳳凰圖大多以鳳凰尾羽朝下

的圖案呈現，此幅圖紋是最難得的是充滿力量與生動非凡的飛行鳳凰。 

(三)藍布金龍 

龍的圖案放大特寫在藝匠學中為立體的直線，姿態之設計與一般橫向設計，白龍有

極大得差異性，可以清楚的觀察到龍的四爪行走時之力與美的爆發力。 

(四)清朝官服的章濮 

清朝官服的章濮浮，縫在服裝的正中心與背面，圖案有許多種象徵官階的高低，刺

繡鳳凰圖案的官階比較高，讓朝廷中的人看到圖案就可以辨認來者適合官階非常有效

率。 

(五)藍袍金龍 

龍袍中的龍形圖案，綢絲的清涼材質，袖子上面兩隻龍前中心一隻、下襬左右各一

隻，一共有五隻龍的圖案加上象徵海洋波浪潮紋及雲紋圖樣的刺繡，使下襬龍形的圖形

更有活躍於海中的意境。 

(六)雙鳳圖 

在中國傳統服飾上的部份裝飾圖案，兩隻鳳凰中間繡出一朵蓮花，此為中國傳統用

繡最擅用的表現技法左右對稱的圖案，設計上看上去都是一個雙喜造型，充滿吉祥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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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味。 

(七)雙鳳繡牡丹圖 

雙鳳繡牡丹圖，鳳凰與牡丹嵌成左右對稱的吉祥圖形，適合新婚的房間中的掛單或

是牆壁上裝飾，能增添喜氣洋洋的氣氛。 

(八)中國仕女服飾的綉片 

中國仕女服飾的綉片，裝飾在女仕服裝的上衣正中間，刺繡手法與雲南少數民族最

善用的立體綉法相似，牡丹鮮豔亮麗，鳳凰圖的羽翼立體分明，亮麗動人、神氣十足! 

第三章 傳統圖騰運用與設計文獻探討 

檢視相關文獻中發現在具有中國或東方色彩傳統圖紋之運用，有許多的商業設計、

藝術領域、裝飾藝術品、建築物及雕刻藝品的圖紋創作及美容整體造型相關研究中常被

引用，更是代表著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的象徵及時代潮流的傳遞。茲就其相關研究整理

如下： 

在流行商品設計領域有，王蘭亭、劉芝伃(2010)所提出的「傳統藝術中之花卉植物

吉祥圖像應用研究」，主要是探討傳統藝術中之花卉植物吉祥圖像應用在流行商品如商

品包裝袋的設計與應用。 

在美容整體造型設計領域有，1.朱美璘(2009)提及的「彩妝設計風格探討-解析國

具臉譜為創作要素」，研究重點在傳統藝文圖像國劇臉譜的特色運用在美容彩妝設計方

面之研究。2.黃聆君(2009)提出的「紋化故事-台灣文化迷思於女性紋身圖案的運用設

計」主要在探討台灣「紋身」文化與「女性傳統的框架迷思」的相應性，在傳統社會與

現代生活文化間相互關係、及刺青圖騰的創作與轉化。3.薛惠瑛、洪秀如、張琬祺、林

欣樺(2011)所提出的「藝術陣頭臉譜彩繪之創作-以八家將為例飾研究」同樣是以傳統

藝文圖騰運用於美容整體造型上的轉化與創作之研究。 

在藝術設計與文化領域的探討包含，1.楊富裕(1998)提出「視覺傳達設計的後現代

狀況之二:後現代的淵源、類別與本土反應」。2.楊振(2005)提出「清代服飾之圖紋元素

應用於現代設計之研究」。3.楊富裕(2009)提出「敘事設計論作為一種建築美學」。4.蕭

明瑜(2010)提出「文化創意與設計案例解析」、 5. 林幸蓉(2010)提出「圖案紋飾研究」

等，均在探討具有傳統文化與歷史之代表性的圖騰（紋）間的藝術與美學內涵，與在相

關的設計與創作中的應用層面與元素轉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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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體彩繪顏料的特性 

人體彩繪顏料依屬性的不同可分為油性彩繪顏料、水性彩繪顏料、噴槍彩繪顏料、

刺青彩繪顏料、晶鑽彩繪顏料，在學習彩繪之前，若能先清楚顏料的特性與材質，在進

行彩繪設計的過程中便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上述之人體彩繪顏料之使用範圍、特性

及其差異性 

「一般花卉與圖騰的接受度高，但亦須考量彩繪設計時的時間、地點、場合而設計適合

的圖案；在色彩的配置上也須因應出席的場合與服飾搭配運用，較 不易有不協調感」。

若要強調舞臺性的視覺效果可採用對比色調、對比明度或高明度、高彩度的色彩搭配，

盡量選用高飽和度的色彩較能創造出絕佳的視覺效果。 

「若為一般性的場合則搭配服飾、配件等設計，以協調性較佳、一致性高的色彩設計較

能被一般大眾所接受」 

綜合而論，美容造型融入人體彩繪創作可以增添視覺效果，對於整體造型有加分作

用，亦能增添整體造型的獨特性與個性化之表現，以服務美學的觀點而論:客製化、精

緻化的服務已是目前服務業的趨勢，在美容整體造型中適時的點綴人體彩繪設計，能達

到商業服務與創造商機的價值與機會，所以有許多業者與學者持樂觀與肯定的觀點。建

議產學界擬訂一套有計畫性的國際型相關學術研討會，將台灣時尚美容產業與從業人員

推向國際化與精緻化的服務美學境界，提升本土美容產業界的專業素養與多元化的學習

管道及國際觀。 

 

第四章  結論 

探討中國傳統圖騰運用於時尚彩繪設計的差異中發現，中國傳統圖騰本身具有多元

的文化色彩及特色，本研究依據喜愛且具代表的中國傳統圖騰，如「龍、鳳」，新娘彩

繪造型適宜的圖案「玫瑰花」等與時尚彩繪設計適宜的人體彩繪部位，如「背部」、「手

臂」等研究結果結合於實務創作中。中國傳統圖騰運用在彩繪造型中，喜歡的圖案選項

以「龍.鳳」為最多。將人體彩繪的創作以生活美學的角度切入，融入本創作與研究中，

找尋「時尚彩繪之創作與設計」領域在生活藝術的藝術價值取向。 

研究發現人體彩繪運用範圍的廣度可能性及需求極高，經由參與相關研討會及相關

文件資料的分析中得知人體彩繪的使用，不僅僅是用在秀場與節慶活動上，亦在新娘美

容整體造型上，宴會美容整體造型上，因注入人體彩繪之創意造型元素而增加時尚性與

視覺美感的饗宴。人體彩繪藝術與貼鑽的結合並間接的使用在美甲藝術造型上，或日常

生活週邊商品如手機、置物盒、衣飾上，均能增添生活中的情趣與藝術美感。而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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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美容時尚產業從業人員可以做為創作構思的最佳來源，未來在塑造台灣品牌時，中

國傳統圖騰將是最有參考價值的符號。 

 

研究人體彩繪設計認知的差異中發現以下: 

一、彩繪創作範圍與筆法運用 

真人實物彩繪創作領域、舞台展演秀領域、時尚美容相關週邊商品之創作如人台與

假手之創作領域、生活裝飾品之彩繪創作領域等等，其筆法的運用方法及技巧可以有系

統且邏輯性的思考方式，教導學生或美容產業相關從業人員，並可運用由人體彩繪專家

周育瑾(2012)所提出的，所謂「座標式」創意彩繪技巧，兼容傳統的素描技法與現代的

創作技術，以獨特的系統性與邏輯思考的方式，在基礎的構圖、繪圖技法與調色技巧中，

導入藝術造型的點、線、面概念及設計原理，創作出具有具象或抽象意涵的圖騰。也就

是運用基本的形狀、線條、顏色、畫圖之構圖原則，及點、線、面的繪圖運用技巧。在

筆法的運用方面以漸層、點綴、重疊、複印、對稱、鏡射、乾刷、勾勒、立體感、描邊

等實用的手法，可達到靈活的創作目標。 

二、常見的人體彩繪筆法分析 

人體彩繪常見的筆法有平筆平塗(刷)法、圓筆勾描法等，平筆法所呈現的圖案面積

較大，用色較均勻亦可做出漸層暈染的效果，線筆或圓筆較常運用在構圖設計「強調」

的表現，如描邊、線條的勾勒等，可使設計的整體性呈現立體與畫面的層次感，加強美

的設計原理原則。在創作設計中通常是兩者兼併使用、互補不足，使創作作品達到視覺

的美感。另外，市面中有些許設計師採用噴槍彩繪手法，創造另一種專業創作的技巧，

由於筆刷的使用方式與噴槍彩繪運用的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觸感與差異性，筆刷彩繪

在於運筆的方式與表現各種彩繪技法與設計的特徵；而噴槍彩繪的特色在於顏料經過噴

槍的特殊處理後所呈現的分子較細、色彩的飽和度、均勻度較佳、持久性與服貼度易為

人體彩繪顏料之冠，運用噴槍彩繪跟筆刷最大差異點，是在噴槍所產生的平滑與均勻感

是筆刷無法呈現的，而且噴槍可以噴在人體較不均勻表面上(如臉部的輪廓線)，或敏感

部位(如胸部、鼠蹊部)上，其觸感是輕柔而專業的，且因為不是用筆刷直接碰觸身體，

對人體彩繪的模特兒或消費者而言，是專業與禮貌的展現。 

三、人體彩繪之創作在色彩配置及圖案設計 

在人體彩繪的創作中發現 ，人體彩繪的設計如果是表現在商業藝術領域，如記者

會、商業展示會，或是大型表演、媒體發表、美容競賽上，以較「大面積」的圖案配置、

誇張的線條或圖案設計，能吸引較多注目焦點，在色彩的配置上採用對比色相與對比明

度的色彩運用，能有較強烈的視覺印象及視覺表現，ㄧ般非舞台性的展演，或宴會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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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可以接受的彩繪，是像珠寶式的彩繪，畫好後，像ㄧ條項鏈般的可以展現個人的

特色，增加美觀，彩繪顏色的配置與圖案設計的接受度各有不同，原則上是依照年齡、

身分、場合而有不同的需求，年輕族群喜愛能擁有展現自我獨特個性的彩繪圖案，不規

則的圖騰或有個性的圖騰接受度佳、中年的女性朋友以能展現較具時尚與美感的圖紋喜

愛度較佳、兒童族群則以可愛、鮮豔色彩的圖紋較能吸引其目光，由卡通人物轉化而成

的圖案是他們的最愛。 

四、根據實務歸納發現： 

(1)市面上常見的人體彩繪顏料有油性、水性、晶鑽彩繪、噴槍彩繪等，大部分使用者

較喜愛水性人體彩繪顏料，因清洗容易、較不會阻塞毛孔，其他的彩繪顏料則因特性不

同，在不同的創作中亦會搭配使用。 

(2)不推薦油性彩繪顏料的使用，因油性顏料較易組塞毛孔，且使用起來較不方便，油

性顏料不會乾涸當圖案完成後若不小心則會破壞作品，所以一般操作者較喜愛水性顏料

之使用。 

(3)噴槍彩繪因設限於設備無法添購太多、儀器使用的專業度及清洗與攜帶不便，常只

限於教學示範用，學生的使用與學習受到限制，所以較不普遍運用。另外，在「大體美

容」等特殊美容造型中使用度較高。 

(4)本研究採用的顏料以一般常見的水性顏料、油性顏料及晶鑽彩繪顏料為主，因試驗

的結果發現水性顏料的飽和度、延展性、及完成作品的呈現較持久不易被破壞，油性顏

料則因油質性及濕度、溫度的掌控性低，使用技巧上需較費心熟悉才能有較佳的美感呈

現。 

(5)晶鑽彩繪則因其較具舞台性的視覺展現，與水性、油性顏料相互搭配可以有更完美

的呈現面向，此外晶鑽之亮粉具有修飾筆法之不足或缺點的功效，故在彩繪設計中被大

量、廣泛的運用。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提供美容相關產、學界，日後在時尚彩繪專業技能或教學領域

的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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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 in 

Body Painting 

Hsiang, Yi-Hsin1        Huang, Min-Ching2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 was first used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popula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heyday arriv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diverse histor-

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combine unique totem meanings and fashion design 

painting from life aesthetics angle,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des applied to modern education.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ly, we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body painting 

totem in the modern art styles,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mea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 

and how to make use of it in body painting. Finally, we will clarify how 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 can be developed with a brand new meaning in modern teach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common body painting strokes such as flat patterns are used in 

larger areas and color gradient blooming effect can be achieved. Line pen or round pen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sign stressing performance, such as strokes 

and outline designing a holistic perspective with the screen showing layering, which is also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hree-dimensional shaping. Second, the dragon and phoenix are 

the most popular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totem used in modeling. In the future, anyone 

who’s like to create a Taiwan br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s will be the most valuable ref-

erence symbols. 

 

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Totem, Body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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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幸福產業：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影響之探討-以美

容美髮業為例 

 

呂家美      蔡玟璇       鄭宜甄    陳明雅 

摘要 

  科技的演進，時代的進步，讓人們享受到生活的便利，但整體的演化下並非全面的

正向結果，卻也伴隨著負面的影響；加上近年來全球經濟的不景氣，讓國人生活品質受

到負面的衝擊。美容美髮產業雖然蘊含創意、美麗與生命力，但在壓力的工作環境下加

上長時間的工作時數，往往造成美容美髮服務人員的職業倦怠情形，以致降低幸福感

受。為瞭解美容美髮服務業的幸福感概況，能否透過工作價值觀與心理資本的提升進而

締造高幸福感，故本文針對此概念進行分析與探究，以瞭解其相關程度。 

  研究資料的取得透過便利取樣，以台灣中、南部美容美髮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共

發放 225 份問卷，有效回卷率 82%。問卷資料經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Pearson 相關

分析及線性迴歸，探討各變數間之關聯性。 

 

    研究結果證實： 

  心理資本、工作價值觀對美容美髮服務人員的幸福感具有正向影響。此外， 

    1. 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的關係，影響因子由高至低依序為：管理權力、成就感、智  

慧啟發、人際關係、安全感、工作環境、經濟報酬。 

  2. 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關係，影響因子依序為：樂觀、信心與希望。 

    透過了解影響服務人員的幸福感有助於相關教育的反思，研究發現對於美容美髮教

育的人員養成及相關產業的管理亦具有實務意涵。 

 

關鍵詞：美容美髮、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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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美容美髮服務業是一個替顧客量身打造外貌風格與滿足造型特色的產業，在現今充

滿競爭與衝擊的環境下，各行各業無不竭盡所能地力求產業升級，對於勞力密集的美容

美髮流行產業而言，服務流程及員工專業技能的提升成了強化特色產業的重點。大眾對

於生活品質的追求，促使了美容美髮服務業之蓬勃發展，在行政院主計處（2014）臺灣

地區美容美髮受雇員工每月平均工作時數為 205 小時，報告內容並指出：美容美髮業員

工平均每月薪資約為 26,500 元。綜觀美容美髮就業市場，該產業目前仍以女性服務人員

為就業主力，且以勞力需求大的基層工作為主，長久以來美容美髮工作者的工作性質亦

呈現工作時數偏長、薪資較不穩定之情況。 

  由於該產業特性向來重視「勞點」，也就是顧客的指定設計師服務，顧客的勞點代

表其對設計師的認同程度，也關乎著設計師的績效表現。業績的好壞往往影響一位設計

師或美容師的工作心態，甚至是整個店家的營運表現。在不確定的業績壓力與長時間工

作時數的工作環境下，容易造成美容美髮人員出現職業倦怠的情形。特別在培訓美容美

髮助理階段的弱勢處境、低成就動機、工作價值觀等種種因素下，使得服務人員的工作

滿意度可能越來越低，而影響員工的幸福感受。因此，如何提供一個友善且良好的工作

環境、提升服務人員服務品質，成為當前的重要課題。許多企業為延攬優秀人才，留住

績優員工，逐漸開始重視幸福感所帶來的效益；無論是自稱為幸福企業或是期許未來成

為帶給員工幸福的公司，多是以給予員工幸福感為要求，作為提升績效的一種手段。 

雖然美容美髮業主要是以技術為導向，但為提升服務品質強化競爭優勢，人力資源

的培育、留任與管理儼然成為第一要務。因為唯有幸福的員工才能替顧客創造幸福的服

務。故本研究以美容美髮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探討服務人員的工作價

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三者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工作價值觀與心理資本與幸福感的

狀況，進而提出建議，使美容美髮產業服務人員能更有效能且樂於投入工作。 

二、文獻探討與假設 

 (一)、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係來自個人經驗及文化背景的混合產物（鄭伯壎、謝光進，1994），能

使個人賦予工作、職務與組織經驗適當意義，也是人們詮釋工作經驗的判斷標準。因此，

工作價值觀是影響個體工作偏好、職業選擇與生涯規劃的主要因素（Gilbert, So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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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achern, 2008）。歷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價值觀下了各種不同定義，例如Dose（1997）

將工作價值觀的概念定義為以下四種：1.與職業行為相關的工作價值；2.關注於工作行

為的價值；3.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4.企業倫理即價值系統。而張何然、沈明宏(2013)

則指出員工的工作價值觀是一種目標，是一種深層、持久的心理狀態，不僅引領個人的

行為方向，亦可作為個人評估工作事物、行為或目標之依據，以滿足個體需求。至於在

工作價值觀的分類上，因著研究目的、對象與區域之差異，對工作價值觀有不同的分類

模式。Zytowski（1970）、楊其璇與黃麗玲（2006）、張和然與沈明宏(2013)將工作價

值觀歸納為三，分別是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指內在取向，個人可直接從工作中

獲得報酬；外在價值（Extrinsic value）：外在取向，個人透過一般工作經驗後，從工作

中獲得工作以外的報酬；以及附帶價值（Concomitant value）：為綜合取向，個人從事

工作之實質意義。此外，劉玉玲（2007）依據Super 的分類共區分出十五項工作價值觀，

包括：利他主義、審美主義、創意、智慧激發、獨立性、成就感、聲望、管理權力、經

濟報酬、安全感、工作環境、與上司關係、與同事關係、變異性以及生活方式。工作價

值觀是抽象的，非憑空產生，是由個人感官知覺所產生。本研究認為工作價值觀係指，

「當員工從事工作活動時，受到感官的影響加上經驗的累積，構成個人工作行為的動向

和所追求的目標，且為引導個體選擇職業或工作行為時的決策依據」。      

(二)、心理資本 

    心理資本的概念係建立於個體的人格中，強調個人的力量與正向性，是個體於成長

及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種正向的心理狀態，具體表現為：在面對充滿挑戰性的工作

時，有自信並能付出必要的努力來獲得成功；對現在及未來的成功有正向的歸因；持續

不懈朝向目標，且為獲成功在必要時能修正方法、調整目標；當處逆境及被問題困擾時，

能承擔且迅速復原，以致成功。 

  心理資本是中國人講求真善美，其中的「真」(林敏，2012)，是確定事物的本質、

是赤子之心，以認識心理為基礎。根據 Luthans＆Youssef（2004）的見解，心理資本是

由信心（confidance）、希望（hope）、樂觀（optimism）、韌性（resilience）所組合而成。

心理資本是不假外求的，是指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學習適應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正向

心理特質，是一種獨特的、可測量的、可訓練發展的心理特質。 

  當心理資本概念逐漸開始被重視後，漸有許多專家對心理資本的概念、構成要素及

對領導和員工的影響進行了初步探討和研究，本研究認為：所謂的心理資本是指個體在

成長過程中，學習適應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正向心理特質，是促進個人成長與提升績

效的有效心理資源。  

(三)、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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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福感源自於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自 1970 年代以來，心理學領域逐

漸開始探討人類正向情緒、快樂取向等相關研究並發展幸福感概念，成為學術界聚焦之

主流議題。林敏（2012）的研究中指出 Diner（1984）主張「幸福感」是一種主觀的情

緒狀態，包含正向情感、低度的負向情感，以及一般的生活滿意。正向的情感包含快樂、

愉悅、享受、高興、樂趣等感覺，負向情感包含不快樂、沮喪、生氣、挫折或焦慮等基

本感覺。換言之，「幸福感」是由幸福、健康、快樂和成功所組合而成之綜合感受。此

外，東、西方對於幸福感的詮釋也有不同的向度(陸洛，1998)，西方幸福感偏重外在因

素的評量，認為是透過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和負向情緒所結合而成，而中國幸福感則是

引入「和諧」的概念，意即個體的幸福與否，在於是否能與外在條件因素達到和諧。綜

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幸福感受員工對於生活品質的需求左右，並包含正向情緒及對整體

生活滿意的個人感官認知。 

    在幸福感相關理論方面，透過彙整幸福感相關研究（施建彬，1995；陸洛，1998；

黃馨萍，2003；徐光志，2006；郭哲君，2010；林敏，2012），可將其分為四個主流，

說明如下：  

1.需求滿足理論（Need Satisfaction Theory）：此理論認為個人的需求被滿足則產生「幸

福感」，若長期處於需求未滿足的狀態，個人就會產生不幸福的感受。 

2.特質理論（Trait Theory）：此理論認為幸福感可因個人的特質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感受

與體會，較屬於主觀性的感受。 

3.判斷理論（Judgement Theory）：認為幸福感會透過自己過去的經驗、與他人比較及與

自己理想狀況比較而產生，當目前的狀況比標準好時就會引發幸福感，反之則造成不幸

福感。 

4.動力平衡理論(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此派提出幸福感不僅受到人格特質之影

響，短期的事件所造成的波動亦會產生變化。大部分時候個體之幸福可保持一種穩定的

狀態，只有在特別事件發生，干擾此平衡狀況時，個體幸福感才會有所轉變。此理論與

判斷理論皆整合了長期個人特質與短期生活事件共同帶來的影響，試著突破單一因素理

論所造成的限制。  

  綜上所述，需求滿足理論的觀點認為只有在需求達到滿足時，個體才會感到幸福，

是由下而上的思考模式；人格特質理論的觀點認為幸福感常取決於人格特質及看待世事

的角度來取決，是由上而下的思考模式；動力平衡理論認為幸福感的獲得，會受到穩定

的人格因素及生活事件的影響，屬於上下雙向的思考模式；判斷理論學派的觀點認為幸

福是與參照標準比較之結果，同屬上下雙向的思考模式。其最大的共通點皆認為個體的

幸福感是透過生活經驗的累積來滿足自我需求所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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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幸福感之定義，認為幸福感是主觀感受，包括對個人情緒、認知、身心健康狀

態的感受；同時也受到外在環境的支配與影響。本研究參考陸洛(1998)的定義，主張主

觀幸福感是一種來自對生活滿意的程度與個體所感受的正、負情緒強度的整體感受。 

(四)、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關係 

近二、三十年來，以幸福感作為研究題目或研究變項的相關研究有明顯增加之態

勢，彙整國內探討及研究相關變項關係之文獻，整理如表 1。 

表 1 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配合研究目的，探討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三者之間的關聯性，認

為幸福感是一種外在因素的評量，是由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和負向情緒所結合的，主觀

幸福感結合個人短期情緒和長期認知，不僅包含人類認知功能與幸福感的關係，也兼顧

情緒對幸福感的影響。從表 1 發現，工作價值觀的認同程度越高，就有越佳的幸福感表

現；心理資本所產生的正面能力越強，越能增強幸福感的正向強度。綜合上述，本研究

提出下列假設： 

  H1 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曾艾岑 

(2009) 

不同世代教師工作價值

觀與幸福感相關研究 

教師對工作價值觀認同程度愈高，就有愈佳的幸

福感表現。 

林 敏 

(2012) 

心理資本與主觀幸福感

之關聯性-以人力資本、

社會資本為干擾變項 

心理資本的信心(樂觀)產生的正面心理能力，影

響個體主觀幸福感的強度，亦即心理資本能力愈

強，愈能增強主觀幸福感正向的強度。 

陸 洛 

(1998) 

中國人幸福感之內涵、測

量及相關因素探討 

幸福感的概念中確與生活滿意和正向情感有相當

密切的關聯，負向情感(以心理症狀為指標)具有

同等強度相關性。 

朱國榮 

(2009) 

工作壓力與工作生活品

質關聯性之研究-心理資

本之中介效果 

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及工作時間的不定性，常使人

員處於高度的壓力下，顯示心理資本對角色模糊

與幸福感、角色衝突與幸福感、工作壓力之間均

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 

張珮琦 

(2008) 

個人背景及幸福感與工

作滿意度、組織承諾、離

職意向之關聯 

員工越幸福，其工作滿意及對組織承諾就越高；

越不會產生離職傾向。 

藺寶欽

(2009) 

心理賦權、心理資本對組

織公民行為之影響-轉換

型領導之仲介角色 

心理賦權、心理資本分別對轉換型領導及組織公

民行為有正向的影響；心理資本在透過轉換型領

導的中介角色中亦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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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1 工作價值觀之物質安全，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1-2 工作價值觀之自我表達，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1-3 工作價值觀之行為控制，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1-4 工作價值觀之生活品質，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2 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H2-1 心理資本之信心，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2-2 心理資本之樂觀，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2-3 心理資本之希望，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H2-4 心理資本之韌性，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透過相關文獻整理，衡量構面與研究假說建立整體

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二)、研究變數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所使用之研究工具，係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與整理，及參

H1 

工作價值觀 

․物質安全 

․自我表達 

․行為控制 

․生活品質 

 

心理資本 

․信心   

․希望 

․樂觀    

․韌性 

幸 福 感 

․情緒幸福感 

․心理幸福感 

․社會幸福感 

H2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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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各學者編製之各種工作價值觀量表與心理資本量表及幸福感量表，結合研究者對職場

之觀察，配合本研究個別需求所改製之「美容美髮從業人員幸福感探討」問卷。問卷分

為四個部分，問卷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調查；問卷第二部份為工作價值觀量表；問卷第

三部份為心理資本量表；問卷第四部份為幸福感量表。本問卷以美容美髮從業人員(主

管與一般技術者)為答題對象。其中除了「個人資料」外，其餘三部分量表均經過學者

專家(年資五年以上)進行專家效度分析，再依據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量表信效分析

結果加以修改，刪除部分不適用之題目，編製成本研究所需之正式問卷。以下對問卷內

容和問卷發展過程說明：  

1.基本背景資料 ：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擔任職務、年資共六類。  

2.自變數 

 (1).工作價值觀：本研究參考林璐安、林定玉、李宜柔、林雅雯(2007)引用Super(1970)

所發展編製的「工作價值觀量表」其中分析出的四種類型，作為本研究中工作價值

觀的分類依據，包括物質安全(material)、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行為控制

(behavior control)及生活品質(goodness of life)，以進一步探討現今美容美髮從業人

員的工作價值觀。其中物質安全包括「經濟報酬」、「安全感」、「工作環境」、

「與上司關係」、「與同事關係」與「生活方式」等六個次因子；自我表達包括「創

造性」、「智性啟發」與「變異性」等三個次因子；行為控制包括「獨立性」、「聲

望」與「管理權力」等三個次因子；生活品質包括「利他主義」、「美的追求」與

「成就感」等三個次因子。本問卷採李克特氏的6點尺度計分、依「非常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至6分，加總後即為個人工作價值觀的強度。工作價值

觀共分為四個層面，合計45題：「物質安全」18題；「自我表達」9題；「行為控制」

9題；「生活品質」9題。  

(2).心理資本：本研究採用林敏（2012）研究中 Luthans 心理資本的信心、希望、韌

性、樂觀等 4 個具體要素所發展出來的 24 個項目之心理資本問卷。本問卷採李克

特氏的 6 點尺度計分、依「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加

總後即為個人心理資本的強度。心理資本分為四個層面，共 24 題：「信心」6 題；「希

望」6 題；「韌性」6 題；「樂觀」6 題。 

3.依變數  

主觀幸福感：本研究採用林敏（2012）研究中依據陸洛（1998）所編製的「中

國人幸福感量表」精簡版所修正的題目，主要在測量個人感受的一種心理狀態，包

含了正、負向情感以及整體生活滿意三個部份，合計 13 題。本問卷採李克特氏的 6

點尺度計分、依「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加總後即為

個人幸福感的強度。幸福感分為三個層面，共 13 題：(1)情緒幸福感 4 題。(2)心理

幸福感 5 題。(3)社會幸福感 4 題。 

(三)、樣本結構與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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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對象 

  鑑於單位配合度及研究之適當性選擇美容美髮產業為研究單位，並以中、南部美容

美髮從業人員為研究樣本，主要考量乃鑒於美容美髮服務人員在產業激烈競爭的環境下

工作，以替顧客打造光鮮亮麗的容貌為己任，故希望獲取相關從業人員的心理層面資

訊，了解其心理感受與認同度，進而確實掌握市場概況。 

 2.資料分析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軟體進行統計檢定與驗證。量表均採用李克特氏的六點量表，所

蒐集資料經整理及編碼後，刪除填答不完整的問卷再進行統計驗證。資料分析方面，透

過 1.描述性統計了解問卷填答人員的背景資料、填答狀況等變項的分佈情形；2.相關分

析：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的大小，表示兩兩變數之間關係程度究竟是分散或集中；3.迴

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主要目的是做預測，以線性迴歸分析探討「工作價值觀」、

「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關聯性。 

3.變數分析結果   

(1).因素分析 

  「美容美髮從業人員幸福感探討」問卷所獲得的資料，先經過 KMO 取樣適當性檢

定及巴氏球形檢定。分別為：「工作價值觀」KMO 值=0.94、巴氏球形檢定分別為 7594.81，

顯著性=0.000；「心理資本」KMO 值=0.95、巴氏球形檢定分別為 3452.59，顯著性=0.000;

「幸福感」KMO 值=0.92 巴氏球形檢定分別為 1699.68，顯著性=0.000。本研究 KMO

值皆達 0.9 以上，表示本研究之資料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通過檢定以後，續以因素分析

中的主成份分析萃取共同因素，依據特徵值大於 1 作為選取共同因素個數的原則。結果

「工作價值觀」萃取出智慧啟發、成就感、人際關係、工作環境、管理權力、安全感、

經濟報酬等七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73.1%變異量；「心理資本」萃取岀信心、樂觀、希望

等三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66.4%之變異量；「幸福感」萃取出情緒幸福感、心理幸福感

二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67.0%之變異量。 

(2).信度分析 

  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各構其信度測量 Cronbach's α=0.97、0.96、0.94，

α 值均大於 0.7 以上，顯示各因素之內部具有一致性，因此此量表具有高信度。 

4.修正研究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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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問卷信、效度分析後工作價值觀分為智慧啟發、成就感、人際關係、工作環境、

管理權力、持續性、經濟報酬七個因素；心理資本分為信心、樂觀、希望三個因素；幸

福感分為情緒幸福感、心理幸福感兩個因素。接續探討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與幸福感

式否具有正向的關聯性。 

四、研究結果 

(一)、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發放 225 份，實際有效回收為 194 份，回收率為 86%。剔除填答不完整

問卷，有效回收問卷數有 184 份（82%）。發放日期為 104 年 1 月 24 日至 104 年 3 月 2

日止，樣本抽取地域以中部、南部為主進行資料分析。在樣本結構方面，性別以女性較

多（70.1%）；婚姻以未婚居多（71.7%）；年齡以 21~30 歲的人最多（47.3%）；學歷以高

中職最多（50.5%）；職務以髮型師、美容師為主要（63%）；本公司年資以兩年為最多

（17.4%）；相關工作總年資以十年為最多（12%）。 

(二)、研究變數之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數之描述統計，主要是計算各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值，

而相關分析則是以 pearaon 積差相關分析法，檢視變項間相關程度與顯著水準，分析結

果如表 2。 

表 2 主要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相關分析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別 0.30 0.46 1         

2 婚姻 0.28 0.45 -0.09 1        

3 年齡 2.17 0.83 0.04 0.56** 1       

4 學歷 1.81 0.89 0.06 -0.08 0.02 1      

5 職務 3.17 0.70 0.01 -0.29** -0.46** -0.03 1     

6 本公司年資 4.52 4.36 -0.03 0.52** 0.66** -0.14 -0.44** 1    

7 工作總年資 8.54 6.79 -0.02 0.50** 0.79** -0.17* -0.56** 0.79** 1   

8 工作價值觀 4.72 0.64 0.06 0.06 0.11 -0.15* -0.20** 0.19* 0.12 1  

9 心理資本 4.64 0.67 0.06 0.07 0.05 -0.17* -0.14 0.16* 0.07 0.82** 1 

10 幸福感 4.59 0.80 0.06 0.07 0.13 -0.09 -0.12 0.21** 0.09 0.73** 0.84** 

n=184；**P<0.01 *P<0.05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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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關係數而言：工作價值觀與本公司年資、心理資本與本公司年資、幸福感與本

公司年資兩兩變數間為「正向的低度相關」（r<0.4），並達顯著水準，與假設相符。年齡

與婚姻、本公司年資與婚姻、本公司年資與年齡、工作總年資與婚姻兩兩變數間為「正

向的中度正相關」（0.4≦r≦0.7），並達顯著水準，與假設相符；工作總年資與年齡、工

作總年資與本公司年資、心理資本與工作價值觀、幸福感與工作價值觀、幸福感與心理

資本變數間皆為「正向的高度正相關」（r>0.7）。根據因素分析與相關統計可發現，整體

而言，該產業員工的情緒與心理幸福感皆呈正向認同反應，平均數在 4.59(6 點尺度)，

唯標準差較大，顯示存在個體差異。  

(三)、工作價值觀對幸福感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推論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之間具有正向影響。表 3 為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的

回歸效果，包括智慧啟發、成就感、人際關係、工作環境、管理權力、持續性、經濟報

酬七個變數對於幸福感的迴歸分析結果，資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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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作價值觀對幸福感之線性迴歸分析表 

變數名稱 幸福感 2R  F 值 

工作價值觀 
   

0.73*** 0.53 206.93*** 

智慧啟發 0.61*** 0.37 105.73*** 

成就感 0.65*** 0.42 130.59*** 

人際關係 0.59*** 0.35 96.16*** 

工作環境 0.55*** 0.31 80.65*** 

管理權力 0.67*** 0.44 145.02*** 

安全感 0.57*** 0.32 87.27*** 

經濟報酬 0.39*** 0.15 32.45*** 

n=184，*p<0.05 **p<0.01 ***p<0.001 

   

1. 工作價值觀之「智慧啟發」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37% 的變異量；

迴歸模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105.73、顯著性考驗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模式（F=105.73，P<0.001）表示迴歸模式

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迴歸係數（β=0.61，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

本研究推論假說 H1-1 工作價值觀之智慧激發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2. 工作價值觀之「成就感」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42% 的變異量；

迴歸模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130.59、顯著性考驗 P

值 0.000，整體模式（F=130.59，P<0.001）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

水準；迴歸係數（β=0.65，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2 工作

價值觀之成就感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3. 工作價值觀之「人際關係」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 2R ）35% 的變異量；

迴歸模型之整體模式（F=96.16，P<0.001），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係數（β=0.59，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3 工作價值觀

之人際關係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4. 工作價值觀之「工作環境」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31% 的變異量；

整體模式（F=80.65，P<0.001）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迴歸

係數（β=0.55，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4 工作價值觀之工

作環境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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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價值觀之「管理權力」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44.0% 的變異

量；迴歸模型之整體模式（F=145.02，P<0.001）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

顯著水準；迴歸係數（β=0.67，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5

工作價值觀之管理權力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6. 工作價值觀之「安全感」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32.0% 的變異量；

迴歸模型之整體模式（F=87.27，P<0.001）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

水準；迴歸係數（β=0.57，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6 工作

價值觀之持續性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7. 工作價值觀之「經濟報酬」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15% 的變異量；

迴歸模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32.45、顯著性考驗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迴歸係數

（β=0.39，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1-7 工作價值觀之經濟報

酬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檢驗共線性發現，VIF 值等於 1.000，顯示此迴歸式配適良好，變數間無嚴重共線

性問題。根據表 4-2-2 得知工作價值觀對幸福感具有正向影響力，其影響因素由高至低

依序為：管理權力>成就感>智慧啟發>人際關係>安全感>工作環境>經濟報酬。 

(四)、心理資本對幸福感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推論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間具有正向影響。表 4 為心理資本構面之信心、樂

觀、希望三個變數對於幸福感的迴歸分析結果，資料顯示： 

1. 心理資本之「信心」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54%的變

異量；迴歸模型之整體模式（F=214.38，P<0.001）表示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係數（β=0.74，P<0.01）亦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2-1 心理資本之

信心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2. 心理資本之「樂觀」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66%的變

異量；迴歸模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353.39、顯著性

考驗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模式（F=353.39，P<0.001）表示迴

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迴歸係數（β=0.81，P<0.01）亦達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2-2 心理資本之樂觀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3. 心理資本之「希望」預測變項可解釋幸福感效標變項（ 2R ）24%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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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迴歸模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57.01、顯著性考

驗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模式（F=57.01，P<0.001）表示迴歸

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迴歸係數（β=0.49，P<0.01）亦達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 H2-3 心理資本之希望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獲得支持。檢驗

共線性發現，VIF 值等於 1.000，顯示此迴歸良好，變數間無共線性問題。 

表 4 心理資本對幸福感之線性迴歸分析表 

 

n=184，*p<0.05 **p<0.01 ***p<0.001 

  根據表 4 得知心理資本對幸福感具有正向影響力，其影響因素由高至低依序為：樂觀

>信心>希望。 

(五)、研究假說驗證結果 

    根據前述各節的說明及分析結果，本研究所提的假說中 H1-1~H1-7 工作價值觀之智

慧激發、成就感、人際關係、工作環境、管理權力、持續性、經濟報酬與幸福感之間皆

具有正向影響且達顯著效果，均獲得支持；H2-1~H2-3 心理資本之信心、樂觀、希望與

幸福感之間皆具有正向影響且達顯著效果，獲得支持。有關本研究相關假說的驗證結

果，經彙整後如表 5 所示。 

變數名稱 幸福感 β 2R  F 值 

心理資本 0.84*** 0.71 437.36*** 

信心 0.74*** 0.54 214.38*** 

樂觀 0.81*** 0.66 353.39*** 

希望 0.49*** 0.24 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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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假說驗證結果彙整表 

假說 驗證結果 

H1 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立 

H1-1 工作價值觀之智慧激發，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2 工作價值觀之成就感，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3 工作價值觀之人際關係，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4 工作價值觀之工作環境，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5 工作價值觀之管理權力，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6 工作價值觀之安全感，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1-7 工作價值觀之經濟報酬，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2 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立 

H2-1 心理資本之信心，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2-2 心理資本之樂觀，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H2-3 心理資本之希望，對幸福感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美容美髮產業員工幸福感狀態 

    根據本研究所進行的中南部美容美髮店家員工抽樣調查發現，該產業員工們認同美

容美髮產業是幸福產業，特別就「情緒」與「心理」層面的幸福感而言，普遍大家都認

同從事該產業所帶來的幸福感受，唯樣本反映出高度的個別意見差異，顯示在不同店家

服務，員工所感受的幸福感具有相當成程度的差異性。 

2.工作價值觀與幸福感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美容美髮產業抽樣調查所得之問卷結果，經問卷信、效度分析後工作價

值觀分為智慧激發、成就感、人際關係、工作環境、管理權力、安全感、經濟報酬七個

次因子，其中，工作價值觀的「管理權力」、「成就感」、「智慧激發」所產生的正面能力

較強，愈能增強幸福感正向的強度，可見在美容美髮行業裡，大多數的人認為越能從工

作中發揮專長而得到成就與成長，就越能獲得幸福感。曾艾芩（2009）研究中提到教師

的工作價值觀對幸福感有著顯著的相關，是當個人從事工作活動時所追求的工作特性或

屬性，是與工作有關的目標，並且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並能促使幸福感的產生，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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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幸福感之間存在正向關聯性，於本研究中得以驗證。 

3.心理資本與幸福感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美容美髮產業抽樣調查所得之問卷結果發現，心理資本中的「樂觀」、「信

心」所產生的正面能力較強，愈能增強幸福感正向的強度，可見擁有自信以及樂觀的人

他們用積極的視野看待事物，也較能表現出積極正向的態度處理問題，員工懷抱「希

望」，也才讓自身感受到幸福。相較於林敏（2012）研究中以軍人為研究對象的樣本，

測量工具的心理資本量表顯示，軍人們的心理資本包括：對目標鍥而不捨的「希望」、

激發個體獲取成功的「信心」、對於現在及未來成功歸因的「樂觀」、身處逆境的復原能

力「韌性」等四個要素，有些許不同處。然而相同的是，從研究結果得知心理資本的信

心所產生的正面心理能力，會影響個體主觀幸福感的強度，亦即心理資本能力愈強，愈

能增強主觀幸福感正向的強度。 

(二)、學術涵意 

歸納本研究之學術涵意如下，根據 Deci & Ryan( 1985)、Ryan & Deci( 2000)的自我

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見解，人們能否體驗到幸福感，取決於那些與個人

自我實現需要有關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滿足。本研究所提出的工作價值觀的內涵，可解釋

Deci, Ryan（2000）提出的三種基本需要－自主性（autonomy）、能力（competence）、關

係（relatedness）。此外，心理資本的正向強化更能有助於幸福感的形塑，因為保有性格

優勢(Character strengths)是幸福感的重要支柱，本研究也證實此一觀點。 

    再則，如同 Hartman(2006)的個案研究中所提，良好性格的培養有助於幸福感的發

生，重點之一便在於學生對於工作場域的選擇，本研究證實美容美髮產業是個幸福產

業，認清這個事實有助於學生的認同並鼓勵投入該產業，只要慎選店家，相信可以開創

美好幸福的未來。 

(三)、實務意涵  

    本研究結果可供實務界之參考，歸納如下。 

   1.工作價值觀 

    研究結果顯示賦予基層員工適度的「管理權力」、「成就感」、「智慧啟發」是一般美

容美髮行業有效維持員工個人的幸福感的前三項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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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管理權力方面： 適當賦予基層員工更廣泛的工作管理權責；積極鼓勵員工適度參

與公司的決策；強化基層員工服務品質之管理手法與技術的運用，以培養及賦予基層員

工自行解決服務品質問題的決策能力。 

(2) 成就感方面：明確訂定考核目標，使員工能達到自我實現，從中獲得成就感；透過

自我專業技術的開發及服務態度強化，從中得到顧客的尊重及肯定。 

(3) 在智慧激發方面：在員工遇到困境時，主管應給予員工適當處理方法的機會，學習

解決問題的能力。擬定教育訓練，使員工能多方面的聯想及創新。 

    而在落後指標方面以「經濟報酬」墊底的情況剖析，顯見工作價值觀的指標中，相

關從業人員對於經濟報酬的評價是最低的，相較於主計處公佈的 2014 產業平均薪資而

言，仍有進步空間。 

    2.心理資本 

  在心理資本方面，影響幸福感較高的前兩項因素為「樂觀」及「信心」，為維持員

工幸福感受，提出以下建議：   

(1) 主管與員工皆應強化正面思考、多方思維的能量。 

(2) 藉由員工旅遊、聚餐等活動，促進員工之間的感情讓彼此相處融洽。 

(3) 工作上發現問題時應勇敢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才能面對、克服而採取行動，從

而建立自信。 

(4) 降低負面情緒，提升信心以獲得良好生活。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1.影響美容美髮從業人員幸福感的因素很多，在本研究中，僅以美容美髮從業人員

的工作價值觀、心理資本兩個變項來探討與幸福感的關係，但仍存在許多複雜與不確定

的因素，皆有可能對幸福感有所影響。建議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探討美容美髮從業人員幸

福感，使得研究更為嚴謹充實（例如：休閒生活、生活壓力、人際關係、和人格特質…

等）。 

  2.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而心理資本除量化的資料調查外，亦可採用質性

研究，藉由深入訪談、實地觀察、資料分析的結果，印證、補充量化研究的結果，使研

究結果更臻完善。 

  3.研究的範圍只限於美容美髮服務業作為研究對象之探討，進行全面性之評估，由

於各行業別不同，各服務產業之特性亦會有所不同，有待後續研究者予以分類、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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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較完整性之探討（例如：新娘秘書、美甲師、造型師的幸福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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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lbeing industry: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work val-

ue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beauty and hairdress-

ing industry 

 
LU, CHIA-MEI3   TSAI, WEN-HSUAN4   CHENG, YI-CHEN3    CHEN, MING-YA4     

Abstrac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ave enabled people to enjoy many conveniences in life. 

Howev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had not only positive but also negative impacts. Further, 

the rec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has negatively impacted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in Tai-

wan. Although innovation, beauty, and vitality are inherent in the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

dustry, under a stressfu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prolonged hours, personnel in this industry 

often exhibit occupational fatigue, which, in turn, reduces employee well-being.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value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deter-

mine whether their enhancement can improve employee well-being.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using a survey of 225 employees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82%. Subsequentl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computed, and a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Study results confirmed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ork valu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mployee well-being in the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service industry. 

1.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values and well-being 

in descending order of influence: management authority, sense of achievement, wisdom in-

spir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afety, work environment, and financial reward. 

2.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in descending order of influence: optimism, confidence, and hope.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ll-being of service personnel in the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dustry facilitates reflection on related educational fields as well as industry 

and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nurturing personnel through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educa-

tion or employee management.  

Keywords: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Work Valu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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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芳香療法課程美感經驗之探討 

江柏瑩5   張仁家6   楊庭達7 

 

  摘要 
近年來芳香療法蔚為風潮，芳香療法的發展，從薰香按摩到另類、輔助療法，其服

務應用領域，涵蓋美容、保健、休閒、醫療…等，而服務品質成功關鍵乃在人才培育，

其中，芳療師之教育訓練課程，除了芳療按摩及相關學理等職業專業能力外，應加強芳

香療法中的美感體驗，以培養其身心靈之自我覺察力，方能正確推廣芳香療法的療癒力

量。本研究旨在探討芳香療法學習歷程中的美感經驗。研究者運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

等方法，以某一職業訓練「芳香精油美體人才班」為研究對象，進行教學個案研究，探

討學生對於芳香療法課程之美感經驗及教學省思；研究發現，學生於芳香療法的課程美

感經驗包含專注投入、聯想感動、發現覺察等，並經由上述的經驗，獲致愉快充實、情

緒釋放、驚奇美好的心理歷程。最後結論包括全文之綜結，及芳香療法教學之意涵。 

關鍵字：芳香療法、美感經驗、課程美學 

 

一、 前言 

近年來，國內養生保健風潮盛行，芳香療法做為養生保健的美麗時尚產業，從薰香

按摩到另類、輔助療法，其服務應用領域涵蓋美容、保健、休閒、醫療、照護等，極具

市場開發潛力，為因應產業發展需求，專業芳療師不僅涉及美容照護，其教育訓練顯得

相當迫切與重要。 

目前國內推行專業芳療師認證的民間單位，引進 ICIM國際綜合療法醫學會、NAHA 美

國國家整體芳療協會、INHA美國國際自然療法師協會、IFA美國國際芳香師協會…等之

芳療認證課程，進行系統化的教學;國內公私立美容學門之相關科系，如美容造型設計

系、化妝品應用管理系、美髮造型設計系，亦逐漸興起保健觀念，將芳香療法納入專業

必修或選修課程;而政府單位雖無相關芳療證照考試，勞動部職訓局仍開設許多芳療 SPA

人才、芳療精油美體班等在職、失業勞工之職業訓練課程。 

為提升芳療產業品質，人才培訓是產業成功的核心關鍵與服務價值，芳療師除了專業

技能的訓練外，尚應加強美學與人文素養，深化美感經驗，將美感融入服務過程中，使

服務更為精緻優美，且另人感動。現今芳香療法相關研究多關注臨床醫療、產業發展、

消費行為….等，職能、課程、教材的相關議題尚有待討論，有關學生於學習歷程中的

美感經驗，將能提供教材教法及教育訓練規劃、服務培訓的諸多想法與會回饋。 

                                                 
5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6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教授 
7中華芳香精油全球發展協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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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討論學生於芳香療法課程學習之美感經驗，以及教師教學省思，研究者運

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以某一職業訓練「芳香精油美體人才班」為研究對象，

進行教學個案研究。 

二、文獻探討 

(一).芳香療法 

芳香療法的拉丁文:「Aromatherapy」，aroma代表香味、香氣，therapy則代表療法、

治癒，芳香療法其意為利使用植物之果實、花卉、根、莖、葉，所萃取出的芳香精油能

量，依據人類在身體、理智與心靈深處的需要，利用薰香、按摩、泡澡….等多元方式，

已達調理、修護身心靈的治療方法。 

芳香療法的歷史可追朔至古埃及時期，埃及人於祭祀時，焚燒精油，並將其應用在

美容、沐浴、香料及屍體的防腐，中國則將針灸，結合植物，例如蔥、艾、薑…..等來

治療疾病(洪雅慈譯，2011；林思宇，2011)。二十世紀以降，芳香療法與精油的應用與

發展日趨多元，1920年代義大利醫生Gatti和Cajola，認為嗅覺對於中樞神經系統有極大

的影響，1937年，法國化學家蓋特佛賽(Rene Maurice Gattefosse)，因一次實驗意外，灼

傷手部，以薰衣草精油治療傷口，效果相當良好，他並發現植物精油不僅可治療皮膚問

題，也能強化身體的自主防禦能力，因此正式提出Aromatherapy「芳香療法」一詞，1950

年代，奧地利保養專家瑪格麗特．摩利（Marguerite Maury），首度將精油應用於按摩，

改善客人肌膚、睡眠、風濕痛等問題，同時，客人的心理狀態也得到提升；1977年，英

國芳療師-羅伯．滴莎蘭德(Robert Tisserand) 所著《芳香療法的藝術》，引起大眾學

習芳香療法的興趣與重視(牛爾譯，2014)。 

芳香療法在減輕疼痛、紓緩壓力、養生保健、美容SPA…等方面，發展迅速，成為

時尚、趨勢產業，芳香療法更是被視為一種安全的補充和替代醫療(CAM)方法（翟秀麗，

2011），逐漸與心理諮商、醫療照護、安寧療護等結合，相關人才培訓、教材開發，也

愈形迫切與重要，而有關芳香療法的研究，目前仍著重在臨床醫療、身心靈照護(卓芷

聿，2012;陳美伶、朱惠謹、廖基元，2010;Jumbo D., Kimura. Y., Taniguchi. M., et al, 2009, 

David W. Sibbritt, Christine J. Catling, Jon Adams, Andrea J. Shaw, Caroline S.E. Homer, 

2014）、精油應用(蕭長青， 2011)….等，有關芳香療法之教材及專業職能，有黃宜純

(2009)的<芳療師專業能力與教材開發之探討>及黃薰誼(2013)的<芳療從業人員教育訓

練需求之研究>…等篇，相當缺乏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從業人員訓練的研究，此重要議

題，仍尚待深入研究 。 

 

(二).美感經驗的概念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53 
 

經驗是一系列主觀的歷程，有關於時間的一種心理作用的過程，也就是當我們的內

在心意結構與外在客體交互作用時，所產生的具體的、連續又不斷變化的心理作用，而

美感經驗則是人們在從事審美活動時，內心所經歷的一種經驗（陳瓊花，1996）。 

 

「美學」(aesthetic)詞源於希臘文aesthetikos，意指感覺的認知、感官的覺察，十八

世紀中葉的德國哲學家A.Baumgarten(1714~1762)以「美學」(aesthetics)，來稱呼。

有關美的研究(劉文潭譯，2001)。在美學史上，各種關於美的學說與論述不一，並多偏

重哲學的理論，美學大師Tatarkiewicz分析美學經驗的概念，指出十九世紀前半期，在

諸多偉大的哲學體系之中，美乃是美學的主要概念，到了後半期，美感經驗便入主美學 

(劉文潭譯，2001)，本文研究者依Tatarkiewicz整理有關美感概念的發展，如附錄表1。 

 

從美學經驗的概念發展脈絡，可以發現或從藝術的、詩的、建築的、宗教的、心理

的、哲學的觀點論述，美感經驗各有不同主張，最終對於美感經驗卻有部份共識-美感

經驗來自於觀看者與對象之間的關聯性、全神貫注的、愉悅的。其中Dewey的完整經驗

(an experience)，更被往後許多教學美感經驗的相關論述引用，Dewey(1934)認為美感

經驗是完整經驗的極致表現，當經驗的主體沈浸於某事時，專注的參與，理性與感性交

融，成就一種統一的經驗，並有自足完滿的感受。周淑卿分析美感經驗則指出，由於對

象與觀看者有密切關聯性，易於引發注意，並專注於觀察對象的細微特質，引起思考與

感受，思考與感受的作用使情緒由緊張、不確定過渡到平和、舒緩狀態，即為美感經驗

的性質(周淑卿，2010)。Markovic主張美感經驗的三個特點包括一、審美的動機、認識

和參與，二、審美的認知，意即語義、象徵與想像，三、審美的情感(Markovic,2012)

因此，綜合上述，美感經驗是一種專注投入的參與、情感聯想的體會、發現驚奇的覺察

之自我滿足及愉快完滿的個體經驗，美感經驗能使人以情感人、並得到理性思考與感性

想像的平衡。 

(三).課程中的美感經驗 

「課程美學」為運用美學的理論與原則於課程研究中，包含藝術、課程活化、課程

設計、教材、意義、美感性質、教與學、師生互動等相關概念(林素卿，2009)。E. 

Vallance(1991)認為 「課程的美學探究即是對課程情境中美感的特質，進行系統性的探

究」，Barone(1983)則提出教育的經驗，即存在美感的特質，當課程中包含「動態的形

式」（dynamic form）、「內在的情感投入」(intrinsic emotion)及「美的張力」(aesthetic 

tensions)時，即構成美感經驗。 

然而課程美學並非美學、藝術教育課程，如何運用美感理論於課程教學之中，

Greene(1978)指出教室即美感空間，教師須引發學生好奇及主動參與，方能激發美感經

驗，Eisner(2002)倡言美感在教育中的可能性，教育應當養成藝術家，此藝術家指的是

在各領域中，得以發展觀念、感覺、技巧、想像、充滿想想像力的人。美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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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yana(1976)提出美感經驗需有素材(material)、形式(form)、表現(expression) 

等三個因素，基於此觀點，教學的美感效果亦透過「媒材」，即所謂任何形式的教材與

教具，「形式」即課程組織、教學模式、教學情境等，「表現」即教師協調媒材與形式後

的教學(洪詠善，2010)。 

有關課程美學的研究對象，從藝術課程、自然科學、數學、公民課程，範圍愈見寬

廣，研究者試圖探討其教與學的美感經驗，或美感教學策略、形成美感經驗的教學原則….

等(陳錦惠，2004;洪詠善，2007;江欣穎，2008;吳思穎，2010;林筱玲，2010;周淑卿，

2010)。芳香療法是美麗的服務產業，學生於課程學習，其最終目的以美容、保健、醫

療、照護等服務形式展現，芳療師的教育訓練除了技術養成外，美感教育尤為重要，具

美感的服務，需能讓顧客感覺體貼並受感動，甚至是帶給顧客超出期待的驚喜，因此，

在芳療從業人員的養成上，於教育訓練的課程學習階段時，即應讓學生透過美感體會的

經驗，在學習上獲得啟發，並將此美感經驗融入服務過程中。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的個案研究法，以台灣東部某一職業訓練「芳香精油美體人才班」為

研究對象。研究者之一為教學個案之教師，於「芳香療法的理論與實務」課程中，依據

研究目的與教學構想，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學習，並於課堂中記錄教學個案觀察與

資料蒐集，及徵詢參與度高的五位同學進行半結構深度訪談，研究者於該課程上課時間

為每週七小時，為期十二周。質性研究主要是描述的，關注洞察、發現、詮釋，研究者

對過程與意義較感興趣，且透過文字與圖畫得到了解，研究者本身即為資料收集與分析

的主要工具(胡幼慧，1998；Creswell，1994)。 

(二).研究對象 

職業訓練「芳香精油美體人才班」，總計二十七人，皆為女性，年齡介於二十至六十

歲間，學歷方面，高中職畢業者二十人，大專畢業者七人；工作經歷與芳療相關者二人，

受訪學生背景資料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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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訪者背景資料 

代號 A B C D E 

年齡 33 40 60 50 54 

學歷 高職 大學 高職 高職 大學 

經歷 美容師 幼教經營 會計 舞者、Spa 

經營 

幼兒園園長 

身心靈諮商

師 

主訴 

身心狀況 

壓抑、逃避 

老是覺得疲憊 

精神不佳 

較易焦慮 

容易悲觀 

健康尚可 

容易傷感 

胃痛 

支氣管過敏 

個性急躁 

經常肌肉酸

痛 

疲憊、 

失眠 

肩頸酸痛 

精油 

使用 

茉莉、乳香、

依蘭、雪松、

杜松漿果 

檀香、快樂鼠

尾草、羅馬洋

甘菊、廣藿

香、高地薰衣

草 

葡萄柚、苦

橙葉、甜

橙、橙花、

檸檬、蜂香

薄荷 

羅馬洋甘

菊、高地薰

衣草，岩蘭

草、佛手

柑、苦橙葉 

檸檬尤加

利、葡萄

柚、絲柏、

薄荷、紅百

里香 

 

(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研究者自編之半結構訪談大綱為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訪

談大綱如下: 

1.基本資料? 

2.參與動機? 

3.參與課程的身心狀況? 

4.哪些課程最能引發妳的專注與興趣?為甚麼? 

5.課程內容教材或上課方式有哪些新的發現?讓你感到驚奇、愉快，或驚嚇、不舒服? 

6.回想學習芳香療法的歷程及感受?  

(四).課程設計 

本課程係針對芳療初學者所設計之入門基礎課程 分述課程目標、課程單元、課堂

形式、作業要點如下： 

課程目標: 

1. 使學生了解精油的內涵及調香、運用技巧 

2. 使學生熟練芳療保健的按摩技能與服務美感 

3. 引導學生了解精油與身心狀態的關聯 

4. 引導學生關注自己及他人的身心感受 

課程單元: 

1.課堂型式  

2.呼吸練習、想像練習 

3.教師課程講解、示範教學 

4.分組討論、角色扮演、相互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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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組分享、小組對話 

6.教師回饋    

作業要點:每天精油嗅吸練習，並記錄練習心得 

    1.使用何種精油 ?使用方法?劑量? 

    2.精油滴出來的速度、色澤、觸感? 

    3.嗅吸的感受?帶給你什麼樣的情緒? 

    4.描述它的味道?聞起來像什麼? 

    5.聯想到什麼? 

    6.喜好程度?(1到10分) 

    7.身心的感受(使用同一精油，七天有什麼變化?） 

    8.與他人分享心得  

(五).資料蒐集 

研究者於教學中進行教室觀察，隨時紀錄學生學習反應、互動情形及教學反思;並

於課程第六週開始，於每次課程最後一節課，進行教師與小組(共五組)對話，在彼此交

談過程中，學生表達自己的學習狀況與感受，並提供對組內其它成員，及它組成員的課

堂觀察之三角校正資料;第十週開始，研究者立意抽樣出席率、參與率高，並有受訪意

願學生五名，進行課後深度訪談，以訪談大綱引導受訪者分享學習經驗，每次約為一至

二小時，研究者除了紀錄、蒐集資料外，亦扮演傾聽者及支持者角色。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錄音內容轉譯成文字資料，由受訪者校對訪談逐字稿之內容

後，遂進行資料編碼，受訪者分別編號為A、B、C、D、E，資料編碼舉例說明:A-08，即

受訪者A第八段陳述。為利資料分析，研究者重複閱讀、檢視訪談資料，並歸納概念、

分析主題，發展適當主題名稱，以呼應訪談大綱與研究目的。 

              四、課程中學習的美感經驗分析 

(一)專注投入 

參與職業訓練課程的學生，多為培養第二專長，及學習興趣而來，多數以為芳香療

法就是每天做按摩紓壓，每天美美的，上課後，經由實務的操練和學理的涵養，主動投

入並專注學習的學生，能獲致愉快充實的感覺，並計劃於結訓後持續練習，或直接就業，

從事芳療行業，但仍有部分學生仍需適當引導。技術重覆練習到熟練的過程，學生易有

倦怠感。 

 

以前有學過一點點美容按摩，但是當時因為小孩還小，要照顧小孩，所以就沒再繼

續。我第一段婚姻有四個小孩，現在這段婚姻又生一個，我以為能找到幸福，但先生工

作不穩定，脾氣暴躁，白天小孩上學後，我不想在家，所以我出來上課，課程內容理論

部份，剛開始很排斥，我喜歡按摩手技的練習，還有精油嗅吸練習，我來上課，感覺有

事做，心情才會好，而且感覺時間過得很快，專注在一件事上，使我感到愉快(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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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只想學按摩手法，因為可以幫助家人，做身體紓壓。之前為了獨子創業開安

親班，一路陪著他，參與所有的事務，一切按計劃一步一步完成，我很開心，現在忙完，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每天來學習芳療按摩，精油使用，假日我就到自己的一小塊田裡

種種菜，感覺特別輕鬆，平常，我也會把家人、兒子，當做模特兒來練習精油，他們都

好高興，說很專業喔!我想去老師店裡兼差，不然技術不練就會忘光。學習，讓我重新

回到學生時代，人也變年輕了。(B-35) 

 

我很注意健康的問題，為了身體健康，我練很長一段時間的氣功。我覺得大家都很

努力學按摩手技的部份，我自己特別喜歡調香的部份及精油的嗅吸練習，因為隨時可

練，還有能掌握精油的調性。我想做芳療師，除了手技還要練習外，對精油的認識也不

夠，所以我們幾乎每天互練，有時會覺得累，但基本上,學到很多技巧，也就值得，因

為技術還不夠，想先去實習，磨練一下(C-28) 

 

只要當背部舒壓課的模特兒，我都會睡著，我特別喜歡呼吸、韻律練習。年輕時在

學校練舞，沒注意運動傷害，現在常常腰酸背痛，也不能再跳了。上課讓從我重新認識

自己的身體，還有如何利用芳療來做身體保健，我不像其它同學，對某些精油的味道會

排斥，我都喜歡，這樣會不會很奇怪?其實，我投資過芳療SPA，但當時不會經營，又不

懂精油，最後只好收店，現在慢慢了解精油的奇妙之處，也許我還會重新再來(D-16) 

 

我是幼教出身的，對靈命有濃厚興趣，從年輕時學到現在，我現在也是名身心靈諮

商師，也擔任講師授課，學精油是想結合我的心理諮商工作，來幫助更多人，只是我對

芳療按摩這部份，還是不行，不過精油香氣與記憶、聯想的部份，很吸引我，增加我臨

床輔導的幫助，但精油的內涵，還是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完全認識，很久沒當學生，

趁著空檔來學習，生活很充實，覺得來上課，時間過得很快，認真的女人真的最美麗，。

(E-19) 

 

 (二)聯想感動 

精油嗅吸練習是芳香療法常見的課程，藉此增加對精油內涵、功效的認識，教師先

以視診、問診方式，了解學生不同的生活背景及身心狀況，給與精油調配，課程前期先

做嗅吸練習，並請學生為小組成員、親友或戲劇電影中的角色，試調配精油，增加臨床

實務經驗。從嗅吸體驗的過程中，學生主要的感動經驗是能靜心觀察、再一次品味，並

做判斷，決定使用何種精油，而平常太表達的學生能侃侃而談，表現出心裡的各種情緒。 

 

練習精油認識時，老師幫我調的精油有茉莉、乳香、依蘭、雪松、杜松漿果,我喜

歡那種苦甘的大自然味道，喜歡程度是九分，讓我聯想到的畫面是在典雅的房間裡，一

個人靜靜的想事情。阿嬷是族裡的巫師，她曾告訴我，若是我夢到掉牙齒，就是表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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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人會過世，我本來不太相信，不知是不是巧合，後來還真的發生三次，所以我很怕

作夢，更怕作到掉牙齒的夢，我對生離死別很傷感，容易因此心煩，常常不願接受已發

生的事，也不知如何解決，我的婚姻也讓我很辛苦，芳療一方面讓我找回工作的熟悉感，

一方面也幫助我放輕鬆，我想念小時候的自由自在。(A-30) 

 

我的精油有快樂鼠尾草、檀香、羅馬洋甘菊、高地薰衣草、廣藿香，前味感覺清新

提神，中味沉靜木質香，後味則帶草根香，這個味道讓我感到平靜、無雜念，我喜歡的

程度是七分，讓我聯想到兔子在青綠的草原上快樂的奔跑，空氣中瀰漫青草味，但有一

次，嗅吸的感覺像塑膠味，後來又感覺像古龍水的味道，同學都在笑我是在想念我先生。

我喜歡草原，喜歡安靜，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注意到小組的某位同學，她看起來笑嘻

嘻，但我感到她內心很苦，特別能感到她的憂慮。(B-42) 

 

我的精油是葡萄柚、苦橙葉、甜橙、橙花、檸檬、蜂香薄荷，這個味道讓我想起家

人，我的爸爸媽媽，和我的先生，我喜愛的程度是八分。從結婚已來，生活不是一直很

平順，偶有波折，但都能化解，感恩父母對我的培育，感謝先生的陪伴，也謝謝他讓我

有機會再出來學習。小時候，媽媽做菜包，會用月桂葉當襯底，有菜包吃很幸福，因為

有媽媽的味道，另外有一次，陪女兒到外地學校，返家途中，路過193線，濃濃的柚香，

讓我和先生停下車來，193線人本來就少，我和先生兩個人靜靜享受安靜花香的時光，

也讓我感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浪漫。(C-38) 

 

每一種精油我都喜歡，老師為我調的羅馬洋甘菊、高地薰衣草，岩蘭草、佛手柑、

苦橙葉，我的喜愛程度是十分，我想起我大學時的學舞經驗，我從小愛跳舞，跟老林老

師學舞，還參加老師的舞團，老師很疼我，認為我很有天分，但天天練舞，我感到身心

疲憊，為求表演時的完美，我們不停不停的練舞，累得要命，老林老師很獨裁，沒人敢

向他反應，只有我敢向他說，並且不惜休學、退出舞團，老師很驚訝也很傷心，大學畢

業後，我真的就不再跳舞，雖然當時很不愉快，現在還是會懷念老師。我每次做完精油

練習就會自拍，同學覺得我很自戀，其實我是想紀錄身體表情，每天要更好更美。(D-22) 

 

結束幼教工作後，我從事心靈諮商工作，有自己的工作室，看別人比看自己多，學

習精油，讓我在心靈諮商輔導的工作更加得心應手。老師幫我調的精油檸檬尤加利、葡

萄柚、絲柏、薄荷、紅百里香，我喜愛的程度是八分，聞起來剛開始有點刺鼻，接著是

薄荷的清新感，最後有泥土的味道，我聯想到我的一生，從小到大的生命歷程，如跑馬

燈般的旋轉。年輕時，在我生下第三個女兒時，我哭了，在重男輕女的婆家，阿嬤卻沒

有責罵，反而安慰我平安健康就好，但我還是會想生個兒子，來報答阿嬤，了不起四千

金，還好最，後生了兒子。我的個性較強勢，學習精油幫助我自己能柔軟沉澱下來，正

向的能量也讓我更確定未來心靈諮商的路，只是我怕學不好。(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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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覺察 

藉由多元的課程進行方式，學生看見不一樣的觀念，有不一樣的體驗，而當覺察到

問題時，先是驚訝，然後很想改變，但又猶豫不決，經教師的鼓勵，及一段時間的累積

後，習慣慢慢建立，最終感到有美好的收獲，但真正的豐收，有待持續的堅持，學生主

要表述是平常並不會發現覺察新的事物，也不會特別想去找新鮮的事物。 

 

我本來話不多，上課時，老師要我們分享，奇怪的是，我也總是能講很多，隨心自

在的講，自己覺得很無厘頭，但小組裡的成員卻能聽出我的心聲，我發現我需要靜靜的

一個人好想想未來，但我靜不下來，老師生命靈數的分析及小組彼此建立等，我才發現

我之前學到的按摩技法，只有技術動作操練的部份，覺得從事美容方面的工作是很勞力

的事，以前做美容SPA的經驗實在太粗糙了，需要有更細膩的內在觀察，才能看到自己

及別人真正的需要(A-48)。 

 

課程中的角色扮演，很爆笑，芳療是高雅又氣質的課程，課程中插入「我的少女時

代」這個單元，我以為老師是怕我們太悶，給我們上角色扮演，已經五十多歲的小鳳姐

戴捲捲的長假髮時，老師又幫她畫勾人的煙燻妝，要她扮演二十歲的她時，原本很媽媽

氣質的她，擺出各種妖嬌美麗的姿勢，鬥得大家笑到東倒西歪的，轉變實在太大了，簡

直變臉，她當年一定是很活潑時髦的漂亮小姐，另一個「替身」角色扮演，我選擇演婆

婆的角色，好像角色對調，我對戲裡的媳婦，要求也比較多，最後老師要我們找出「我

的少女時代」自己適合的精油及「替身」裡想扮演的角色所適合的精油，這讓我學到如

何關照自己人生不同的階段及角色，原來換個角色想，真的角度就不一樣(B-62) 

 

我不知道精油除了調性還有個性，我通常聞到不喜歡的精油，我就不再碰它，之前

有老芳療師幫我調精油，一直讓我聞到滷肉飯的味道，我請同學聞聞看，也是滷肉飯，

我不是不喜歡滷肉飯，而是我已經煮了一輩子的飯，這會讓我想到又要在廚房油煙味的

空間裡辛苦的煮飯，但是老師要我試著多聞幾次後，調好呼吸，去慢慢感覺，終於我好

像有聞到木質香，我發現我的節奏可能還是太快，學會慢，能體會更多。(C-54) 

 

我已經不想跳舞了，雖然我總想起過去跳舞的美好，但現在運動傷害已造成，想跳

也不能跳了。我嘗試過很多種按摩手法，來舒緩身體的疲勞，而且一定使用精油按摩，

對SPA按摩的認知是愈痛愈有療效，現在了解不當的按摩可能會愈按愈累，甚至造成肌

肉的傷害，還有用保養品的經驗，我喜歡香味，保養品中的香味原來是人工香料，對人

體的傷害很大，也是引起過敏的主因之一，市面上很多保養品中，有那麼多的有害化學

成份，我還真的嚇一跳，十幾年都這樣傻傻的塗塗抹抹，因為也不知道如何判斷，和選

用養品，保健觀念還真的不能沒有，只是習慣一下子改不了(D-36) 

 

這個課程，對我來說，是很棒的經驗，完全顛覆以前的學習經驗，但目前還不能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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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是芳香按摩實務，雖然大家都是女生，但要我寬衣解帶，讓同學練習背部舒壓，覺

得很不好意思，我自己從事心靈輔導，但我自己也有多跨不出去的地方，能不能我只學

理論?不要學按摩手技，…好像又不能，我的手很笨，會很難嗎?我怕學不好，客人會不

舒服，我喜歡調香與身心靈療癒這一部份的課程。(E-50) 

五、結論 

美感經驗需要引導與學習，林逢旗(1998)認為美育是一種指引與邀約，美育除了「指

引」(pointing )作用的說理分析外，還須激發想像與聯想的「邀約」(inviting) ，經

由教師的引導，學生多能發現與感受美的經驗與存在。依平日教學觀察及深入訪談後的

學生課程中的美感經驗分析，可以發現: 

 

(一)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或因工作經歷、身心狀況、情緒喜愛而影響上課的態度與

認知，但由興趣或需求引發的專注與投入，或是專注與投入後所獲致的成就感，能使學

習更有動力與效果，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利用各種方法激發其學習興趣並予支持

鼓勵，使學生能主動探索並獲得內在的自我滿足。 

(二)氣味與記憶的聯結，不僅在聯結現在與過去，亦能利用這種聯結改善學習。透

過這種方式能將一個人的心情表現出來。學生透過嗅吸練習中，回憶聯想兒時或曾經的

記憶，或美好或傷痛，經歷一層層生命影像的回顧後，更能深層關照自己，並關照它人。

但需注意的是，課堂情境、氣氛及時間的掌握，必要時教師需做單獨的個人回饋。 

(三)以往學生上課的經驗以單方面知識吸收之填充教育居多，芳香療法因需面對面

做深度的身心靈對話，有些學生上課較為拘謹，不習慣它人碰觸身體，或不習慣與人分

享生命故事，有時只想做觀察者，但又擔心成為被觀察者，教師需創造不同的教學形式、

情境，並依上課成效做適當調整，以引導學生放鬆，建立信任關係，方能感受新奇美好

的發現與覺察。 

 

當然，未必每位同學皆能感受到完全相同的美感經驗，或者感受的強度不一，本研

究選擇出席及參與率高者做為訪談對象，研究者並以話題來回引導，希望在信任、和諧、

瞭解的關係中，讓受訪者分享經驗，然因深度訪談涉及隱私，僅能徵詢願意接受訪談者

五名，進行研究，為本研究之限制，而未來研究方向應可擴展到師生互動間的美感、芳

療服務美感、芳療照護美感、不同背景之學生間的美感差異、芳療與性別等研究課題，

使芳香療法發揮外內兼具的美感特質，以提升其美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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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1.美感經驗的概念(研究者彙編) 

美感經驗論述 概念 代表學者 

<倫理學> 美感經驗是在觀看和傾聽中獲得愉快

的經驗，這個經驗能使意志中斷，有不

同的強烈程度，是個人獨有的，源自於

感官 

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單純主義 

(The simplest the-

ory) 

無法約化為其它經驗的一種特殊經驗 馮德(W. Wundt) 

費希納(G.T. Fechner) 

柯恩(J. Cohn) 

快樂主義 

(The hedonistic 

theory) 

美感經驗是一種客觀的快感 

美感經驗的價值，等於快感的影響力及

強度 

桑塔耶那 

(George Santayana) 

繆勒．弗蘭斐爾斯(R. Mul-

ler-Freienfels) 

一群認知的理論 

(A group of cogni-

tive theories ) 

主張美感經驗是一種認知，美感經驗是

一直覺，心靈在美感經驗中發現到關於

世界之視覺本質的一種解釋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費德勒(K. Fiedler) 

幻想主義 

(Illusionism) 

美感經驗是一種有意的幻想，美感經驗

中的假想說，是在判斷和扮演中看出虛

構，美感經驗是一種遊戲 

朗格(K. Lange) 

哈特曼(E. Von Hartmann) 

蓋格(M. Geiger) 

移情說 

(The theory of 

empathy) 

當主體將它本身的活動移入對象之

中，美感經驗隨而產生 

費肖爾(F. T. Vischer) 

李普斯(T. Lipps) 

觀照說 

(The contempla-

tion theory) 

美感經驗是一種專注的經驗 杜卡思(C. J. Ducasse) 

西格爾(J. Segal) 

孤立說 

(The isolation the-

ory) 

美感經驗集中在一個簡單的對象 閔斯特堡(H. Munsterberg) 

哈曼(R.Hamann ) 

心距說(The psy-

chical distance 

theory ) 

觀賞者要將全副注意力集中在一個對

象上 

布洛(E. Bullough) 

無所為說 

(The disinterest-

edness theory) 

美感經驗使人擺脫實務，不理會關係個

人利害之事 

伊利基那(Erigena) 

康德(Immanuel Kant)  

完形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

ogy) 

在知覺中，整體先於一部分 阿恩漢(R. Arnheim) 

左勞斯基(J. Zora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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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說 

(The euphoria the-

ory) 

只要理性知識發生作用，就沒有直覺，

沒有美。詩在傳達一種強烈的感受 

賽林科特(E. Selincourt) 

布瑞芒(Henri Bremond) 

完整經驗說 

(an experience) 

日常經驗成為完整經驗時，才具有審美

性質完整經驗是一個整體，它是完整、

圓滿、和諧的經驗 

伯納德·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 

杜威(John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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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Aromatherapy Cer-

tificate Courses   

Po-Ying, Chiang1     Jen-Chia, Chang2      Tin-Da, Yang3 

 

 

Abstract 

Aromatherapy has become the unmistakable trend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its Devel-

opment; Aromatherapy has wided its coverages from Aromatherapy massages to Comple-

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y which serve and utilize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beauty 

centers, medical clinics, recreation clubs, Hospitals and.... etc.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aromatherapy services is based on per-

sonnel trainings.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aromatherapy massages and related 

fields, Aromatherapy certificate cours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its aesthetic experience, mag-

nify self- awareness in spirituality and rightfully promote the healing power of Aromatherapy.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Aromatherapy certificate 

courses. Researchers utilize different methods i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

terviews. A group of an aromatherapy training course from a vocational college was selected 

to be the object of study,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observing object’s aesthetic experi-

ence toward aromatherapy and self-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In recent studies, students in 

aromatherapy were found to be experienced in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developing affective 

association, and discovering self-awareness. Students also reached mental fulfillments, emo-

tional discharges, and wonderful journeys of heart led by the above experiences. Conclusion 

includes summative assessment and by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on Aromatherapy.  

 

Keywords：Aromatherapy, Aesthetic experience, Aesthet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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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工材質媒合藝術飾品裝飾設計之研究 

李珮緹8 

摘要 

 飾品設計常見各種不同形式但多屬於金屬複製品，金屬複製品是可將作品量化並且

具規則性，但若加入金工手法如鐵、黃銅、紅銅等金屬材質，將藝術飾品自行創作設計

形式與語言，能結合更多的想法與廣泛的設計靈感來源和理念，在敲打過程中，金工的

語言能透露出情緒與心情的訴說，已非是複製品或加工品能取代的藝術裝飾，在美容美

髮飾品設計中目前尚未有人將飾品設計與金工作結合，在舞台效果與裝飾設計上能帶來

一大創新與思考翻轉，並且在藝術飾品裝飾設計中能有更多與金屬對話空間，製作出自

己符號及模式。 

 

關鍵詞：金工、藝術、飾品、舞台效果 

 

                                                 
8吳鳳科技大學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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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科技與技術進步的時代，許多的技法將漸漸被機械取代，或者維持以往的美容造

型設計大多常見的網紗、布料、水鑽、珍珠、羽毛等，許多不同的素材去作結合與搭配，

許少有人創新技術或者與藝術類別技法作為結合，帶來創新創作教學，一年與一年的教

育教學過程中，學生以熟悉慣用素材作為創作，但也因此局現創作想法與靈感，無法跳

脫更多不同領域與技法突破，在研究創作過程中發現許多新技法與結合方式，雖依然有

部分採取舊有思維素材，但經過金工藝術創作過後，藝術飾品裝飾設計又煥然一新，突

破以往設計框架。 

貳、金工材質媒合藝術飾品裝飾設計 

范超(2012)提到金屬材料的固有特性，金屬材料是金屬及其合金的總稱。金屬的特

「生是由金屬結合鍵的性質所決定的。金屬的特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金屬材料

幾乎都是具有晶格結構的固體，由金屬鍵結合而成。2、金屬材料是電與熱的良導體。3、

金屬材料表面具有金屬所特有印色彩與光澤(圖 1)。4、金屬材料具有良好的展延性(圖

2)。因金屬具備這些別種材質有所不同的的特色，所以採用金工材質為藝術飾品作研究。 

 

   
圖 1 紅銅-經過氧化過後色澤更自然      圖 2 銀-堅硬度高,親進肌膚也較不易過敏 

 

在金工材質的運用要精且不脫俗實為不易，在黃熙宗（2001）也說明了創作過程當

中，工藝較為注重在技巧的成熟度和變化，以及材質和紋理的選擇及應用，在藝術除了

校具備基本的技巧，以及如何去善加運用媒材，具有變化和創意性，藝術飾品是抽象非

寫實的創作，如何讓金工充分表達，使用的技術技巧上需針對材質著墨，不同的厚度也

皆需注意深思。 

不同的造型符號，代表著每個人內心不同的心境，透過平淡微細之物如種子、落葉、

蔥皮微捲的姿態等的轉化，來創作可配戴的飾品，以此承載個人在現實生活壓力下的抗

拒與超脫的種種思索（段莉芬），而在敲打(圖 3)塑造(圖 4)的過程中可以透由手，表

達內心情境讓人聯想意會的的氛圍，精小的藝術飾品能表達出創作人內心細微細膩的想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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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曠大的藝術飾品能表達創作者狂奔放激情的情感，能從觀賞創作者的設計中，敏銳

的意會創作者的內心深處。 

     

    圖3 敲打用具－鐵鎚、塑膠鎚          圖4 砂紙可拋粗金屬表面營造不同視覺效

果 

 

表現主義關心的是人群〈感情〉（圖 5），抽象主義則為現實的結構〈秩序〉，而

幻想派的藝術家則以個人奧秘的心靈為主〈想像〉。事實上任何藝術品都不能缺乏感情

（圖 7）、秩序和想像的因素（楊昇鴻），在設計的內心總會有塊藍圖，讓人想像、抽

象、幻想、崇拜等，以不同符號表現，連創作起程切入的面不同也會影響會作出不同型

的藝術飾品，創作者切入的角度不同聯想空間也會受影響，作品呈現有側面、正面、背

面，而側面又分為 45度角、30度角等有所不同，而在欣賞者的角度不同（圖 8），傳

遞的情感也會有所不同，因此金工藝術飾品能給於想像空間和思考空間（圖 6），非是

平面化單一互動。 

                       

圖5 在機械複製下呈現出來的雖然精巧但沒感情    圖6 增添不同素材質感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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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整齊規律的設計雖唯美但缺乏生命    圖8角度不同表達的涵義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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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實體創作流程 

(一) 實體創作構想 

實際創作作品金工材質中選擇銀與紅銅，因兩者的搭配及運用較為突顯，也容易取

得，於教學中也能較淺顯易懂明白，過程會遇到不同的困難點如：變色、表面光澤、扭

轉、曲線、裸空等，而在研究過程中用技法逐一運用解套，從最初淺的飾品單一設計，

到深入多媒材的融入成為藝術飾品，金工材質媒合於不銅材質的搭配設計，獨特的藝術

飾品能訴說著故事，散發出不同氛圍情感。 

(二)實體研究流程  

 

 

 

 

 

 

 

 

 

  

(三)松鼠意象－實體技術創作 

簡巧設計以松鼠為主題，以銀飾作創作主材，尾巴最能詮釋松鼠的特徵（圖 9），栗

子是松鼠最為代表性的食物（圖 11），所以做成一對飾品，尾巴為項鍊，栗子為別針。 

製做程序： 

1. 先將構圖好的紙張貼在銀片上。 

2. 用金屬專用線鋸沿邊鋸下銀片藝術飾品設計雛型。 

3. 取下後將邊緣不規則處用砂紙拋模整平。 

4. 再將扭轉處退火，做扭轉動作。 

5. 尾巴需呈現毛茸感，可用金工專用尖鑽做刮痕，後用砂紙拋霧（圖 10）。 

研究流程 

 

細部修改.裝飾.調整 

構思設計.研究創新.金工材質搭配.飾品相容性 

 蒐集金工材質相關藝術飾品製作  

蒐集金工技法.特性相關文獻 

 取銀材質，以藝術飾品作主研究 

作品完成呈現 

金屬材質(如:鐵.銅.金屬片等) 多種素材嘗試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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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藝術飾品裝飾設計作品，即可完成。 

        

   圖 9 松鼠意象藝術飾品裝飾設計   圖 10 松鼠尾巴意象藝術飾品裝飾設計 

 

圖 11 栗子意象藝術飾品裝飾設計 

 

(四)花朵意象－實體技術創作 

花開月圓，在花朵的意象中有孕育待生、含苞待放、齊開綻放、歸於大地等各種不

同的花期，但最吸引人的不外乎就是齊開綻放，欣賞者心意飛揚，創作者能創新揚帆，

從此可見設計理念很重要，能影響創作者和欣賞者，從中還能產生欣賞的對話，設計圖

中花瓣的波浪，花瓣的大小搭配，皆是一朵花生命的重點，設計並能結合媒材作舞台藝

術飾品裝飾設計，如圖 12簡約紙張製作花瓣襯托中心所設計的金工花朵，紙花瓣大但

沒有過度搶眼的顏色及複雜的搭配，這樣反而能襯托出中心設計的金工花朵花心。 

 

製做程序： 

1. 先將構圖好的紙張貼在銀片上。 

2. 用金屬專用線鋸沿邊鋸下銀片藝術飾品設計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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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下後將邊緣不規則處用砂紙拋模整平。 

4. 再將欲敲打處置膠墊上，用鐵鎚作敲打動作（圖 13）。 

5. 敲打完後，將花辦周邊作捲曲的效果（圖 14）。 

6. 花辦需呈現波浪感，可用金工專用磨刀、拋刀做效果，後用砂紙拋霧。 

7. 結合媒材做為搭配。 

8. 藝術飾品裝飾設計作品，即可完成。 

 

                    

    圖 12 花朵意象藝術飾品裝飾設計           圖 13 金工技法呈現花朵波浪 

 
圖 14 花朵拆解圖－花瓣呈現了生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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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在創作過程中能意會到金屬的生命，運用技法的搭配，呈現創作理念的韻味，在藝

術飾品裝飾的設計上要注意轉接、連接、組合上的美感，作品的比例與呈現厚薄度也是

關鍵，厚度可以呈現份量，薄度可以呈現輕飄，然而在整體的設計上無法大量生產，雖

無法量產但是設計的用心和生命力是存在的，欣賞者能體會到，建議後期研究者能運用

更多不同的金工材質下去做創作設計，有更廣泛的舞台飾品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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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art accessories with metalwork-

ing materials 

 

Pei-Ti Li9                     

 

Abstract 

It is very common that the design of accessories has different forms, but most of them are 

metal replicas.Metal replicas can make a work quantifiable and regular. Through matalwork-

ing technique, we can use metal materials like iron, brass and pure copper to make art acces-

sories.  In addition, a new style with more ideas and inspiration will be created. In the met-

alworking process, various emotions and moods will be delivered and the art accessory can 

not be replaced by any replicas or artefacts. The combination of accessories and metalworking 

hasn’t been developed in beauty salon industry. It can not only make a great change in stage 

effects and the design of accessories but also create its own symbol and mode in the combina-

tion of accessories and metal materials. 

 

 

Keywords：metalworking, art, accessory, stage effect 

 

 

 

 

 

 

 

                                                 
9 WuF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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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容店務形象規劃及視覺行銷概念 

王麗貴10 

摘要 

本創作理念旨在於探討美容店務整體規劃，包含管理、形象、視覺、行銷教育課程

納入美容教育課程之必要性，分析現今美容系學士畢業後就業面向、整合技術教育及企

業形象管理課程，提升未來美容系所學士畢業後之就業階級及展店規劃、行銷企劃、視

覺行銷創意，擴展就業面向及提高投資成功率。 

美容學士畢業後之就業範圍多只侷限在技術方面，例如：美容師、芳療師、新娘秘

書…等。就 1111 人力銀行研究數據顯示，無實務相關經驗與經歷，即使大學畢業並考

取美容乙、丙級證照，畢業後從事美容相關行業也必須從基層開始。基層服務人員通常

以最低投保薪資做為底薪，倘若在就學期間能增加視覺形象設計、網路行銷、營利事業

登記證以及經營管理層面之相關教育課程，以微型創業做為教學目的，強化創業精神和

創造經濟發展，藉以提升美容系學士之就業層級。並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或其他委外

金融機構所提供之創業貸款或啟動金，相信更能增加學士畢業後微型創業之可能性。 

以 Thai Spa 為成功案例討論：將青創貸款微型創業資本額度，運用在學習網路行

銷、視覺設計、企業規劃、營業登記辦法、店務管理、員工規章、成本概念、甚至社區

回饋、社會責任…等。可成功塑造網路優質評價，視覺形象亦吸引媒體注意，店務管理

有條不紊，業績亦蒸蒸日上。 

微型創業相關教育課程若能夠納入大學美容系所教育，相信美容系學士畢業後，即

使未能有足夠的勇氣微型創業，但擁有完整的店務管理知識、美學概念、加上技術士證

照背書，必定可錄取美容相關企業管理職位，將所學知識發揮在工作職場，達到善用社

會資源，提升經濟發展之目的。 

 

關鍵詞：形象規劃、視覺行銷、店務管理、微型創業 

                                                 
Una beauty,教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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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美容學士畢業後之就業範圍多只侷限在技術方面，例如：美容師、芳療師、新娘秘

書…等，就1111人力銀行研究數據顯示，無實務相關經驗與經歷，即使大學畢業並考取

美容乙、丙級證照，畢業後從事美容相關行業也必須從基層開始，基層服務人員通常以

最低投保薪資做為底薪，倘若在就學期間能增加視覺形象設計、網路行銷、營利事業登

記證以及經營管理層面之相關教育課程，以微型創業做為教學目的，強化創業精神，創

造經濟發展，藉以提升美容系學士之就業層級，並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或其他委外金

融機構所提供之創業貸款或啟動金，相信更能增加學士畢業後微型創業之可能性。 

 

二、美容學系教學內容及人力資源研究數據 

（一）美容系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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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容美髮系系學士畢業後於美容、美髮就業 

1.就業現況調查統計分析 

 

圖1 應徵者競爭力分析統計表1 

 

  圖2 應徵者競爭力分析統計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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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界乙、丙級證照、各項相關證照相關課程費用 

  美容丙級 學費：＄6000 ~ 10000 

 材料：＄5000 ~ 20000 不等 

  美容乙級 學費：＄20000 ~ 40000 

 材料：＄9000 ~ 30000 

  RAFA芳療初階 學費： 8800 ~ 14400 

 材料： 2800 ~ 5400 

  電腦設計及編排課程費用＄10000以上 

  營業登記費用$15000 ~ $20000 

  會計師及記帳士月費 $2500 ~ 10000不等 

  名片、DM、紙袋、網路行銷設計 $20000以上 

 

 

3.美容造型設計系畢業生可從事的工作 

 

美髮美容專業人才 整體造型專業人才 

1.美髮師 1.婚紗攝影整體造型公司管理人員 

2.美容師 2.婚紗攝影整體造型公司設計師 

3.美體護膚師 3.高職教師 

4.美甲師 4.整體造型流行市場研究員 

5.美容美髮造型品管理人員 5.動態秀企劃人員 

6.美容美髮沙龍管理人員 6.百貨公司儲備幹部人員 

7.美體護膚中心管理人員  

8.美甲公司管理人員  

9.美容美髮商務行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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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覺形象、創意設計、微型創業課程 

以成功案例Thai Spa分享 

1. LOGO設計概念 

Thai Spa 地指位於台中市五權西四街33號 

所以LOGO以33為設計主體，希望業績能蒸蒸日上從33數字延伸向上，顏色以金色

做為漸層向上延展，期望客源、財源皆能滾滾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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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及人員形象設計 

為了給予顧客出國度假的感受，建築以南洋風格為基礎，服務人員以放鬆舒適的

穿著，搭配舒緩的音樂加上台灣著名的香茅精油薰香使每位來店顧客，無論在視

覺、聽覺、嗅覺都能讓身心靈得以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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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面行銷設計 

DM設計式吸引顧客來店的致勝關鍵，讓顧客未到店就能感受到店家的風格及用心 

中英文設計吸引外國觀光客，藉以提升觀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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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NU設計 

清楚明白的讓顧客了解所消費的課程內容，並將課程及流程中英文翻譯，並對內

做語文訓練，提高台灣美容SPA業在外國遊客心中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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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行銷規劃及課程風格設計 

進入E世代的我們，網路評價就是最好的行銷，網路行銷要成功，即便你口沫橫

飛的敘述不如圖片流覽來得快速，所以拍攝唯美的圖片提高網路客的來店率，鼓

勵顧客打卡、文章分享都是建立好口碑的方式，因為網路行銷成功也吸引各大媒

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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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行銷 

 

 

 

 

 

 

 

 

 

 

 

 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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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店務管理 

面   向 重     點 現 況 與 觀 察 

經營理念  提供顧客無壓力的SPA空間  傳統SPA 以推銷產品或療程為主要

訓練  

經營市儈程度  短線操作 or 長期佈局  
短線：強力推銷 

細心服務培養客情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

cedure) 

作業流程SOP  

管理流程SOP 

(標準工時計算、坪效計算)  

＊團隊共戰機制(接待、理療師、店 

  主管)  

＊個人績效為主-易產生明星理療   

  師及質疑店長分配不均等問題  

原物料來源  
管控原物料是否符合國家標

準，及簽約成本。 

店家與廠商簽長約或短約，長約折

數低，但一次需付出大筆簽約金，

短約為小額約，折數雨大約差價約

10%，原物料成本盡可能控制在40%

以下  

訓練體系  人員招聘體系  

人員訓練體系  

＊人員招聘-教學方案及人力銀行  

＊留才機制 

  -高薪資無擴展空間  

  -以目標達成為調薪標準  

  -提供完善福利制度 

  -各項職外訓練(心靈成長、語 

   文、瑜珈、技術、理論…等)職 

   涯規劃之塑造  

定位＆STYLE  所塑造的氛圍  以無推銷為主要訴求，提供南洋風

格讓顧客有出國渡假的感受  

成本計價  成本、獎金、薪資發放制度  

做多少營業額花多少錢or實

際消耗次數花費多少實際成

本  

目前美容以預收課程方式經營，卻

忽略營業額雖大，但顧客為消耗完

之課程皆為公司負債，建立預收多

少預付多少之概念確實釐清實際利

潤。 

營利事業登記證 獨資或個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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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青創貸款及啟動金 

中華民國102年11月8日中企策字第10201005660號令修正(103年1月1日生效) 
貸款對象： 

新創或所營事業負責人、出資人或事業體，如符合下列條件，得依個人或事業體名義，

擇一提出申貸： 

 

 個人條件 

負責人或出資人於中華民國設有戶籍、年滿二十歲至四十五歲之國民 

負責人或出資人三年內受過政府認可之單位開辦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二十小時或取

得二學分證明者（如附件）。 

負責人或出資人登記之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事業體條件 

所經營事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業。 

其原始設立登記或立案未超過五年。 

以事業體申貸，負責人仍須符合第一款個人條件前二目之規定。 

 

貸款額度： 

由承貸金融機構依創業貸款計畫書評估，各創業階段貸款額度規定如次： 

 準備金及開辦費用 

事業籌設期間至該事業依法完成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後八個月內申請所需之各項準備

金及開辦費用，貸款額度最高為新台幣二百萬元，得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 

 週轉性支出 

營業所需週轉性支出，貸款額度最高為新台幣三百萬元；經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輔導

培育之企業，提高至新臺幣四百萬元，得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 

 資本性支出 

為購置(建)廠房、營業場所、相關設施，購置營運所需機器、設備及軟體等所需資本性

支出，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得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 

 

貸款期限與償還方式： 

 準備金及開辦費用、週轉性支出：貸款期限最長六年，含寬限期最長一年。 

 資本性支出 

廠房、營業場所及相關設施：貸款期限最長十五年，含寬限期最長三年。 

機器、設備及軟體：貸款期限最長七年，含寬限期最長二年。 

 寬限期滿後按月平均攤還本金或本息。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期限與償還方式，不受前三款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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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以Thai Spa的規模，看似耗資千萬才得以成就的事業，其實投資額約一百多萬，政

府為鼓勵青年微型創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及各大金融機構皆提

供青創貸款、創業貸款等優惠利率方案，申請青創貸款的同時，經濟部亦要求投資者須

學習創業規劃及提出企劃方案等課程到達一定  時數，提供學習創業基礎及還款方式、

企業規劃各式教育平台，鼓勵學士在畢業後營造有利青年創業環境，促進創業精神，創

造經濟發展，協助取得創業經營所需資金以完成微型創業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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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salon image planning and visual marketing concept 

Wang Li Kuei 

 

Abstract 

This creation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beauty salon planning, including the manage-

ment、image、vision and marketing courses. The importance is to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into 

beauty education courses, analyze the employment orientation of graduates in beauty scienc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enterprise image management courses. To enhance fu-

ture employment class of graduates in beauty science、beauty salon planning、 marketing 

planning and creative visual marketing. To expand the aspect of employment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investment. 

    Beauty scope of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Bachelor much confined to the technical 

aspects, such as: Beautician, aromatherapist, bride secretary ... etc. 1111 Job Bank research 

data showed no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even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obtain a cosmetology B and C licenses, after graduating in the beauty-related industries 

must start from the basic level. Basic services personnel typically insured salary as a mini-

mum salary, if during schooling can increase the visual image design, internet marketing,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related education 

course. In micro-entrepreneurs as teaching purposes, strengthen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

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level Bachelor of Beauty 

Department, And with a business loan or starting capital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

nomic Affairs at the outsourcing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 believe more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micro-entrepreneurs after graduation Bachelor. 

    Thai Spa as success case in the discussion, the green LILs micro-entrepreneurs capital 

amount, used in learning Internet marketing, visual design, corporate planning, business reg-

istration procedures, shop management, employee regulations, cost concept, even community 

feedback,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c, successfully created network quality evaluation, visual 

image also attracted media attention, shop management methodical, performance is also 

flourishing. 

    If the micro-entrepreneurs of relevant educational program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cosmetic line university education, I believe that Bachelor of Beauty graduation even haven't 

enough courage to try a micro-entrepreneurs, but has a complete shop management 

knowledge, aesthetic concept, plus Technician license, beauty-related businesses must be ad-

mitted to management positions, to bring our knowledge into full play in career, to make good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enhance the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Image Plan, Visual Marketing, Management, micro-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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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建構之研究  

Beauty professionals the ability to index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吳緯文11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現況，並蒐集國內外文獻，分析美

容從業人員須具備之專業技術能力與相關知識，以建構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以作為

學校及職訓單位在推動與教授專業美容技能時之參考。  

本研究以德懷術進行，研究工具為自編之「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研究問卷」，共

邀請九位產學領域專家學者進行來回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指標構面及指標項目個別之

重要程度與適切程度並進行柯 - 史無母數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在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中，除了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

之重要程度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構面的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均達顯著水準，顯示專家

們看法對指標構面看法趨於一致。在指標項目方面，共發展出 51 項的指標項目。  

 

關鍵詞：美容從業人員、技能檢定、能力指標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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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服務業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動力，美容業亦為服務業的一環，呈現蓬勃發展

的氣象，而消費者對美麗及健康的追求期待，使多元化的「美麗／健康產業」成為全

球極具潛力的重點產業，亦為企業帶來無限的商機。根據行政院勞動部對「灰領工作」

的定義是偏向於專業門檻較高的知識型技術工作，如飛機機師，或是外科醫師等；

「灰領工作」乃是透過提供專業技術及諮詢服務的新興工作類型，這樣的趨勢在

「美容相關產業」最為明顯，例如：以前所稱的化妝品專櫃小姐，現改稱為「美

容諮詢顧問」、「彩妝師」或「造型設計師」等，當然這個行業不單是職務名稱

的改變而已，對於工作者的專業條件要求，也朝「證照化」、「客製化」與「國

際化」等更高標準提升（勞委會中部辦公室，2009a）。由於現代人越來越重視身

心平衡與健康，一種協助消費者追求健康方式的產業正迅速興起，並順應現代人

重視健康休閒及追求美麗潮流，發展出嶄新的營運模式及內涵，使得健康美麗產

業（relax﹐health﹐and beauty industry；RHB industry）的工作機會成長，有意投

入該產業的求職者大幅增加，為具消費潛在性與未來性的藍海市場（洪璽曜，2009）。

另外，隨著現在的人愈來愈重視自己的門面，都市中男性消費者比例不斷增加，

加上現代人的精神壓力大，透過置身於舒適氣氛的環境下，進行 SPA 按摩、護膚

保養等過程，以放鬆精神、紓解壓力，因而投資在美容產業的人會越來越多，消

費也會越來越高，所以這個產業未來是具潛力與高成長性的。  

美麗產業隨著全球經濟環境變動、先進科技的創新，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化妝品

產業逐漸走向產品、市場及行銷通路革新的「消費進化」時代。近年來，台灣生技美

容業也吸引各大財團與奈米技術的生技公司爭相投入，為了提升台灣知識與創新

能力，政府於 91 年開始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希望在 92 年至

97 年可發揮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生活品質等多重效益，政府積極

將生技美容業列入「挑戰 2008 年國家發展重要計畫」之重點產業之一（經建會，

2006）。此外，以前只是單純的美容護膚，現在的美容產業之發展趨勢則漸漸走

向綜合型休閒產業，例如：開運美容、整體造型、彩繪指甲、芳香療法等；在健康

與自我意識逐漸抬頭的今天，現代人將會愈來愈注重內在與外在的保養，新型態的美容

產業必須抓住此一新潮流，而大專院校也超過 30 所設置美容相關科系，發展各種美

容產業的所需之技術能力，這些多元的發展皆可帶動美容從業相關人員之人力需

求。 

 
壹、研究背景 

近幾年來全球整形美容市場總額約 1500 億美元，至 2012 年全球美容數量及花費年

增長率將分別達 8.6％和 8.1％，醫學美容行業已為僅次航空業和汽車業之全球第 3 大產

業，目前美國約有 1500 家醫學美容機構，未來 3 年年增長率將達 38％，帶出商機龐大。

此外，2008 年中國每人年均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毛額)達 3,267 美元，

意味中國社會形態將從投資型社會轉向為消費型社會，而作為與汽車、旅遊、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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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駕齊驅的第 4 大消費，而醫學美容將佔愈來愈大的比重。台灣廠商過去在醫學美容業

辛苦耕耘的基礎與優良的技術，使成長達到 30％，仍極具發展潛力(呂宗耀，2010)。 

依據衛生署（1999）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化妝品市場進口值已達到新台幣 88

億 7 仟萬元，約為世界排名前 45 名，化妝品產值的十分之一強。財政部（2005）

工業生產統計資料顯示，2004 年台灣地區化妝保養品銷售額達 18 億美元水準，2008

年達 20 億美元，透過百貨公司專櫃、大賣場、藥妝店、專業藥局、醫院診所、美

容沙龍或加盟經銷店等方式銷售。台灣化妝品市場是一競爭激烈的產業，非主流品牌

興起的趨勢日亦明顯，政府投入超過 200 億元研究經費發展國家型計畫，其中奈米

專利技術應用在化妝品方面受到重視，掌握技術與製造能力，積極開拓奈米與生技

化妝品對外的國際市場，反觀進口品牌即使未能具有獨佔性，但是各國仍看好消費者

潛力，紛紛進入台灣化妝品的戰國市場(潘一紅，2005)。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注重外表予人的印象，中外皆然。不論各行各業人員在展現專

業與服務自信時，應瞭解自我的想法與呈現之風格特色，必須注意打扮設計的重點，以

色系、形態、技巧、光線、服裝、化妝、髮型、配飾、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而有所變化，

通常藉由美容專業技能的從業人員所做的專業設計與服務，能達到最佳之效果。在台

灣，由於消費者對健康美麗的期待的深化，為提供全方位的身心健康美麗療程及各種科

技化與專業化的精緻服務，已衍生各種不同經營型態，年齡層從青少年至銀髮族皆有，

也帶來龐大商機（何美玥，2007）。由於美容產業是以人體操作的服務行業，從業人員

的專業知識、技術能力與敬業精神，都是影響消費者對服務品質評價與再次消費意願的

關鍵所在，同時人才培訓與國際接軌都是健康美麗產業展現強大垂直及水平能量的基本

條件，當民間越來越重視人力資源的運用及專業技術能力之表現時，即形成對美容證照

高度需求，政府也必須開發更多符合需求的美容類證照，落實推動證照制度，確保從業

人員之素質與服務水準。 

由勞委會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以下簡稱勞動部技檢中心)所公佈的美

容職類技能檢定分為丙級及乙級兩種，自 80 年公告規範之後，緊接隨即在 81 年開辦美

容丙級檢定及 85 年開辦美容乙級檢定。在實施多年檢討辦理成效之後，於 88 及 96 年

分別修正規範，期使檢定的內容更貼近實務需求，能夠為企業普遍使用。有關多年實施

的成果方面，根據勞動部技檢中心至 104 年 9 月統計資料顯示，美容美髮證照總共發出

579‚537 張技術士證照，包含美容乙級 29‚884 張、美容丙級 340‚252 張，亦即產出約

37 萬美容專業技術人力可提供企業界所用。 

再以目前美容教育的發展來看，雖然每年報考高職美容科、大專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科系或時尚美容相關科系的人數都居高不下，學生也普遍參與技術士檢定，以檢視自己

的專業技術能力。然而，檢定的規範項目、專業知識及技術內容，是否能達到業界的標

準或需求？整個技術士檢定制度的推動，端賴各方面的積極配合，並能有效結合發展趨

勢，持續修正規範項目與內容，以符合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發展。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從美容從業人員須具備之專業技術能力與相關知識，來建構美

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以作為政府、學校及職訓單位在推動及敎授專業美容技能時，有

明確可行之方案。 

 

貳、研究動機 

台灣在快速多變的衝擊下，近幾年來社會上呈現多元開放的發展現象，對美容行業

的發展而言，產生很多變化，尤其是相關服務項目增加了科技設備及產品，或是與不同

產業結合之後，以往單純的美容專業技能受到了挑戰與反思，隨著社會發展與需求作出

修正，目前文獻記載及實務探討上卻付之闕如。而代表美容從業人員所需之基本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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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美容丙級技術士證照測試將能瞭解美容產業所需之技術能力。因此，本研究將研究

動機分為列出以下各點，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美容技術士測試與就業實務有落差 

經濟愈發達，人們的消費能力愈強，同時對從業人員也相對要求專業性服務，尤其

是美容行業方面尤甚。通常美容服務人員的個人形象與品味表徵是予人的第一印象，受

到消費者嚴格的檢視，另外，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術能力也是受到重視的。然而，從事多

年專業美容行業的人員亦常發現，現場實務與技術士檢定項目或要求標準有落差性，可

能造成資深美容師無法通過檢定；抑或是獲得合格證照者，技術能力在業界是不完整、

不成熟或程序不對等各種奇特現象，亦即二者之間有了落差，欠缺實務經驗與能力，沒

有辦法滿足業界要求，這樣即失去考試之意義。 

二、我國美容證照測試之內涵不夠完整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測試規範從 81 年公布以來，不論在工作項目、技能種類、技

能標準、相關知識等部份仍有不少爭議，甚至不能為職場所用。因此，有必要借鏡國外

辦理情形及職業資格制度，並參酌國內市場與實際需要，建構國內證照考試的實施方式

與能力指標，將有助於我國美容技能檢定辦理的精神與意義。 

在世界先進各國都有一套完整的證照認證標準與流程，重視學習過程與成果，並有

合理的分級，並非填鴨式的一試定終身，同時產業聯盟屬性緊密連結，嚴格把關技術養

成及行業認同標準，重視產業服務精神，每一類美容服務項目都是一個產業發展。總言

而論，目前「美容」在台灣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國人重視，同時因為醫學美容、芳香保健、

整體造型、藥妝美容、美容休閒、指甲美容等領域的加入，更增加行業的豐富與多元性，

其中雖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技術實務經驗整合性的研究與專業人才仍嫌不足，加上相關

研究與論述尚且不足。本研究旨在透過美容從業人員技術能力的內涵研究探討，落實專

業實務與服務精神，此為研究者之研究動機。 

 

叁、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著重建構美容從業人員之能力指標。本研

究以文獻分析、德懷術調查問卷等方式進行資料蒐集與整理，研究結果將提供有關人員

之參考。本研究具體目的包括以下二項： 

一、建構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之構面。 

指標構面即為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之工作項目與種類。 

二、建構美容從業人員之指標項目 

指標項目為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之技能標準。 

 

肆、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構面為何？ 

二、美容從業人員之能力指標項目為何？ 

 

伍、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以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主要以我國現行美容從業人員檢定規範及內涵為主，並以先進的歐洲國家為

參考與比較對象。 

（二）以研究方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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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透過相關文獻整理編擬初步「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並以德懷術的問

卷調查進行必要的修訂，以建構形成最後的能力指標。 

（三）以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定名為「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建構之研究」，旨在探討美容從業人員應具

備之專業知識技術之能力指標，包括：指標構面、指標項目。指標構面為規範之工作項

目與種類，指標項目為技能之標準。 

二、研究限制 

（一）以研究對象而言 

研究僅選取高職美容科教師、大專校院美容相關科系教師、美容技能檢定監評人員

及美容產業界公司，專家代表 9 位為研究對象，如要擴大論至所有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

則待進一步研究驗證。 

（二）以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德懷術問卷調查法填寫問卷，但是因為專家之經驗及背景不同，填答可能

產生認知上的誤差或態度上有所保留。再者，只針對檢定「規範」之相關能力指標著墨，

未研究「試題」之相關能力指標，無法呈現完整分析，其研究結果推論有其限制。 

（三）以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僅以職業道德、公共衛生與安全、化妝品的認識、皮膚的認識、皮膚養護、

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化妝設計、經營與推廣作為能力指標構面，未研究次指標項目的部

分。 

 

陸、名詞解釋 

基於研究上的需要，以及對研究主題的陳述與說明，茲將本研究中提到之相關名詞

解釋如下： 

一、美容 

「美容」為不涉及醫療行為之範圍，直接或間接使用合法化粧品與不具侵入性的材

料，使用徒手方式或美容機具在皮膚表面做處理之行為，本研究所指之「美容」乃指美

膚保養及化妝造型兩大類。 

二、證照 

「證照」為一種代表職業能力的資格證明，我國技術士證照的主管辦理機關為勞動

部技能檢定中心，負責證照工作規範的制定、學術科命題、監評人員訓練及場地機具審

核等業務。現在我國約開發 170 種職類，獲得證照人數突破 462 萬人次。 

三、美容證照 

本研究所指之「美容證照」，在我國稱為「美容技術士證」；國外稱之「美容職業資

格證書」。我國美容證照的主管辦理機關為勞動不技能檢定中心，辦理之美容職類分為

丙、乙二級，獲得學術科通過為合格，發給美容技術士證。 

四、丙級技能測試 

目前我國技能測試範圍及專精程度共有甲、乙、丙三級，不宜為三級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丙級技能測試為各職類從業人員應參加之檢定，並通過學術科合格測試，

具備丙級技術士證照。。 

五、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是指專業技術能力達到的標準，美容職類丙級士技能測試規範標準在

96 年做了一次修正，項目著重於職業道德、管理、人 體生理學概要、專業護膚、彩粧

造型設計、化粧品的知識、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但是在檢定規範之

工作項目中，排除涉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規定之身心障礙者所從事之業務項目，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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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牽涉醫療行為，凡涉及醫療法、醫師等醫事人員法規規定非醫事人員不得從事者，如

割雙眼皮、拉皮、小針美容、換膚、隆乳、隆鼻、販賣藥物等項目，均不列入檢定規範(勞

委會中部辦公室，2008a)。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能力指標之建構，因此，研究者蒐集

國內外文獻，以作為發展本研究工具之依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技能檢定之理

論基礎、第二節是美容技術士技能檢定之現況、第三節是美容技能檢定之建構與評量。

茲分述如下： 

 

壹、技能檢定之理論基礎 

根據蕭錫錡(1990)指出，技能檢定係以一定的效標對各從業人員所具的某一項專業

知識及技能加以測定，合格者由政府單位頒發技術士證以作為憑證，就業時可獲得某些

程度之保障或將該證做為職業的保障。康自立(1990)提出，技能檢定是針對技術人員技

能專精程度的一種評估，鑑定是否達到一定水準，合格者授予技術士證，以作為個人就

業與升遷依據之制度。技能檢定從心理學及學習層面探討則具有相當的關連性，尤其在

學習內涵與品質將影響學習成效；而個別學習差異則與技能專精程度有關。蕭錫錡(1999)

在探討建立技能檢定規範議題時即認為，技能檢定只有評量考生是否具備進入某一職業

或專業所需之「最低」技能、知識與入門實務能力。  

 

貳、技能的學習理論 

各種技能動作比例與複雜性，都與學習有關，其養成的過程階段形成不同的經驗，

也是達成技能的基礎，從不同的技能種類而言，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面向，但不可忽視的

是人的心理傾向與能力變化，值得持續驗證與觀察。 

一、學習概述 

Cronbach（1977）認為，動作技能是習得的、能相當精確執行且對其組成的動作為

不需要有意識注意的一種操作。Woolfolk（1995）則把動作技能定義為完成動作所需要

的一系列身體運動的知識與進行運動的能力。 

Gagnê（1975）認為，人的學習是由簡單到複雜，學習任何一種新的知識與技能，

都是經習得的、從屬於他們的知識技能為基礎。而能夠引起學習條件有兩類：一類是內

部條件，即指學生開始學習某一任務時已有的知識和能力；另一類是外部條件，獨立於

學生之外存在的，即指學習的環境，涉及如何安排教學內容，如何傳遞給學生，如何給

予反饋，以使學生達到理想的教育目標。由於學習的條件各不相同，學習類型也有所不

同。不同類型的學習，可根據構成各種學習條件因素予以區別，每一種的學習類型都是

以學生內部的知識技能為基點，要使學習有效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教師是可以改變學

習基礎條件的。 

Bloom（1976）將學習過程的評價當成學習過程的一部分，測驗不僅是為了瞭解掌

握學習內容，更是作為矯正性反饋系統，及時瞭解教學過程中每一階段是否有效並採取

相應措施。因此，其主張在每一單元結束時，給予一次形成性測驗，以確定學生是否掌

握該單元任務，如未能掌握學習任務，則進行彌補動作，目的是幫助師生將注意力集中

在學生對學習內容達到掌握水準所必備的知識技能上；同時在對學習結果全面的評價上

做出總結性評價，以測量學生水準和教學效用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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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學習理論 

20 世紀以來的技能學習研究，受到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共同重視，前期動作研究基本

上屬於心理學範疇，主要由神經認知科學和行為主義心理學對動作技能的學習進行理論

詮釋，此時期以「強化」為條件的習慣論。到了 1996 年認知取向的動作研究也開始取

代行為主義而成為動作學習研究的主導力量，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閉環理論、圖式理

論和信息加工理論等，其共同點是承認動作本身是一系列「刺激-反應」聯結的同時，

都强調認知因素在動作技能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叁、美容技能檢定之現況 

專業技術證照制度旨在確保有準備的的勞動力，使勞動者能因應社會需要，投入就

業市場，發揮生產力。透過技能檢定可瞭解技術學習成果，並提高職業水準，是技能評

鑑的方式之一，通過技能檢定代表著具備了就業之基本條件與能力（饒達欽等，2003）。 

技能檢定是技職教育學習成果驗證的方式之一，也是落實證照制度建立的手段，綜

觀技職教育發達的國家莫不重視技能檢定的推展，也發展出一套為產業界所支持的標準

認證系統，同時依職種和行業需求，進行項目分類，以養成階段和技能專精程度之不同，

設定測試條件與級別，並能廣獲從業人員之信任，積極參與認證考試，「技術士證」象

徵著榮譽與專業級別的代表。 

一、技能檢定的定義 

韋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中「技能」一詞的定義為：能有效地運用以學得

的知識執行某種動作的「能力」，或是執行某種學得之身體動作熟練與協調的程度(盧一

誠，2003)。「技能檢定」係依照檢定規範，經由勞動部技檢中心公告辦理的全國性技能

檢定，測試各類專業技術從業人員的技術能力與相關工作知識的程度，當學術科測試成

績合格者，發給技術士證，以作為工作能力與從業人員資格的憑據。 

 二、技能檢定之建構 

技能檢定是技職教育成效指標之ㄧ，當建構技能檢定之能力指標時，宜參考美容各

相關科系之教育目標與社會需求，同時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與發展，融合設計一套適用

於國內市場的專業技能標準。 

（一）能力指標 

近年來教育部不斷著力於技職體系課程發展，以呼應國內產業結構轉型、社

會環境變遷及社會價值與學習型態轉變，並因應職場人力結構與素質需求大幅提

升等議題。目前我國技職教育順應國際發展潮流，邁向以「能力取向」為主之課

程發展模式，俾以培育具有現代人文素養與專業能力的公民。 

（二）世界各國之美容能力指標 

縱觀世界各國辦理技能檢定或職業資格，不盡然完全相同，例如：日本的制度與我

國頗為相似，係依其職業訓練法辦理技能檢定，主管機關為勞動省；英國及西德則稍有

不同，英國技能檢定係由各產業訓練理事會辦理，西德則由工商業總會及手工業總會辦

理（譚仰光，1976）。 

（三）技能檢定之評量 

技能檢定的實施必須建立評量標準，以作為各檢定職類測試的依據，並根據測試結

果，由勞動部核發技術士證照。  

 

肆、能力指標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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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露茜（1999）認為能力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能力通常指某些技術，而廣義

的能力則不僅包括一個特定領域的表現，也包含將知識與技術轉換運用於新情境或新工

作的能力。而美容丙級技能檢定規範可說是廣義的技術能力，包含外顯的美容相關知

識、技能以及內隱的服務態度、價值觀與心理特質等，在企業界可從事之工作範圍為從

事護膚、化粧設計等美容相關工作且熟悉安全衛生，同時具備美容各項技能與相關知

識。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相關理論與國內實施美容丙級技能檢定十六年來之現況、需

求、反應疑義與回應說明後，歸納分析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  

                             

                      第三章 研究的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節為美容從業人

員能力指標之建構，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的發展，第四節為研究樣本，第五節為資料處理

與分析。 

 

壹、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建構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採用德懷術的研究方法，第一階段整理相

關文獻，編擬初步「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第二階段透過德懷術的問卷調查進行必

要的修訂，建構形成最後的能力指標，。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 

  

美容技術士技能  美容從業人員 

檢定發展背景   能力指標 

     Delphi      

美容技術士技能 

檢定現況                   ·業界代表               1.職業道德 

                                                   2.公共衛生與安                

美容技術士技能              (含工會代表 )             全 

檢定政策法規                                       3.化粧品的認識 

                           ·高中職教師             4.皮膚的認識 

美容教育及訓練                                     5.皮膚養護   

能力指標之現況             ·大專教師               6.手足部保養與 

                                                     美化                                             

國外美容能力                                       7.化妝設計 

指標                                               8.經營與推廣 

 

                        

                        圖 1  研究架構圖 

 

貳、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之建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資料分析國內外相關理論，以及本國 81 年實施美容丙級技術

士技能檢定至今之現況及需求，歸納分析美容從業人員初步能力指標。茲將所包含的構

面與指標內涵分述如下： 

一、指標構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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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工作項目，計有職業道德、公共衛生與安全、化妝品的

認識、皮膚的認識、皮膚養護、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化妝設計、經營與推廣等項目，與

世界各國之文獻資料大致類似，但對於經營管理的實務議題卻需要重視及探討，尤其是

歐美特別針對美容 SPA(SPA 源自於拉丁文〝Solus Par Aqua〞Solus 意思是「健康」、Par

意思是「經由」、Aqua 意思是「水」，SPA 是說〝健康經由水〞）管理人員訓練的課程與

職業資格認定，可協助從業人員提升素質與水準。 

二、指標構面、指標項目方面： 

從每一個構面中，可包含一個至數個不等的指標項目，其分別為以下諸類。 

（一）從職業道德方面之指標項目項目可分為： 

具備良好工作態度之要件、瞭解工作態度的定義與特性、有效集體協同合作

關係、瞭解美容與服務行業特性、熟知服務禮儀流程標準、瞭解禮儀規範與建立

人際關係技巧、擬定職場職責計畫、熟知公司管理規章。 

（二）從公共安全與衛生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熟知個人及營業之衛生與安全事項、瞭解個人及營業衛生之知識、瞭解維護

個人及營業安全之方法、暸解用電安全的方法、瞭解雇主對顧客與員工之安全責

任。 

（三）從化妝品的認識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熟知化妝品概念及分類與市場應用、熟知化妝品基本知識與管理法規、瞭解

化妝市場資訊、熟知化妝品基本知識與管理法規、瞭解合格化妝品的要點、瞭解

化妝品法規。 

（四）從皮膚的認識方面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熟知基本皮膚生理、熟知皮膚性質與判別原理、熟知皮膚性質與判別原理、

瞭解各類皮膚性質與常見問題相關知識。 

（五）從皮膚養護方面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能正確操作臉部皮膚清潔與保養技能、熟練美容按摩手技的應用、能制定身

體保養與特別療程計畫、瞭解促進健康與美容養護管理具體計畫、能制定身體保

養與特別療程計畫、瞭解制定皮膚養護計畫之項目與內容、瞭解促進健康與美容

養護管理具體計畫與辦法、瞭解美容與健康之關聯性。       

（六）從手足部保養與美化方面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熟練手足部及指(趾)甲之保養技能、熟練手足部指(趾)甲之美化技能、熟練手

足部及指(趾)甲之美化技能、瞭解手足部及指(趾)甲美化的種類與方法。 

（七）從化妝設計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瞭解化妝設計的意義與功能、熟練化妝技能與流程、熟練美容儀器及工具的

使用與維護、能識別各類美容產品的 功能並具體建議顧客使用、認識各類美容及

化妝工具、瞭解各種美容儀器的功能、能識別各類美容產品的功能並具體建議顧

客使用、瞭解在皮膚上測試化妝品的方法、瞭解化妝品推廣銷售活動計劃內容。    

（八）從經營與推廣之指標項目可分為： 

熟練美容招待與標準服務流程、熟知美容院經營管理方法與功能、瞭解顧客

心理需求-制定成功推廣銷售活動、具備商品管理與服務的能力、具備美容行業資

訊搜尋技巧、能識別產品與推廣銷售活動。 

三、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選擇的是以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作為經緯，

融合國內外相關文獻，並考量市場實務需求，確定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項目與

內涵架構後，即根據概念架構發展編製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之德懷術專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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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問卷。第一次問卷是根據文獻探討，擬定「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項目」之問

卷，主要是諮詢專家學者對於已建構出來的各指標項目重要性及適切性之意見，

問卷設計為每項構面項目依其重要程度，採五點量尺，從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

分別得到 5 到 1 分，從非常適切到非常不適切，分別得到 5 到 1 分。各專家學者

就其觀點，依指標的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圈選 5，4，3，2，1。亦可在各提項的

意見說明欄，填寫有關本題內容的任何意見。此外，在各構面均有「其他欄」可

供專家們填寫其他指標。本問卷內容分為三部份：第ㄧ部分諮詢專家學者對於八

個指標構面的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第二部分諮詢專家學者對於每個指標項目的

重要程度、適切程度；在每一指標項目的最後，則列有意見說明欄以供填寫。第

三部份諮詢專家學者的綜合建議，請專家學者完成做答後寄回。第二次問卷的編

製乃是綜合第一次問卷各專家學者之作答結果，進行統計分析而形成第二次問

卷，其內容增加呈現專家學者在第一次所填答的指標項目重要程度、適切程度之

平均數、眾數、標準差、柯-史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驗以供參考。第三次問卷的編

製乃是綜合第二次問卷各專家學者之作答結果，進行統計分析而形成第三次問

卷，其內容增加呈現專家學者在第二次所填答的指標項目重要程度、適切程度之

平均數、眾數、標準差、柯-史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以供參考，本問卷旨在詢問專

家學者對於第二次填答與全體意見有差距的部份之修正意願，據以求得各專家學

者之間的共識。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問卷，經國內專家學者、教師的回饋意見得

以一次一次修定架構，前後往返共實施三次，再經統計分析以獲得美容從業人員

能力指標，完成本研究目的。 

 

叁、 德懷術問卷的發展與實施 

本研究之核心在於德懷術問卷的發展與實施，德懷術為 1950 年期間美國蘭特公司

為預測未來科技趨勢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後來在工業及教育領域也被普遍應用，其藉由

群體決定之歷程，以建立共識性觀點。根據游家政(1994)指出：德懷術方法乃是建立在

結構化的通順流暢、匿名性的群體決定與專家判斷等原理上。集合眾多且具有效度的判

斷，將勝於個人的判斷(劉舜傑，2000)。 

(一)德懷術問卷的發展 

德懷術乃是集合專家學者們對某一特定主題看法，進行匿名、不面對面的意見溝通

方式，而是藉由多次文字訊息之交流，以逐步取得一項最後結論，其主要發展程序，包

含擬定研究計畫、設計問卷、選取參與研究之專家、進行問卷調查、資料分析與討論、

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德懷術的實施  

本研究首先進行廣泛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與閱讀，並以此資料擬定美容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初步能力指標。而此初步美容能力指標尚未經信效度考驗，較具有爭議性，故

研究者將著手實施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藉以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以探究指標之重要

性及適切性。茲就本研究進行德懷術實施步驟說明如下 

(三)問卷之結構 

1.本研究邀請與本研究相關之業界代表及工會代表三位、高職教師三位及大專教師三

位，共計九位專家，作為本研究德懷術問卷調查受試者，詳細名單及其背景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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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家小組成員名單一覽表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身份別 

1 許麗娜 1.名麗女子專業護膚坊負責人 

2.台灣資生堂公司美容部組長 

3.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4.台北市美甲職業工會理事 

業界代表 

工會代表 

 

2 郭琡蓁 1.蘭朵美容公司負責人 

2.台北市芳療整體保養職業工會理事長 

3.台灣資生堂公司美容部主任  

4.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業界代表 

工會代表 

 

3 盧麗淑 1.台灣區健康美教育學會教育總監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業界代表 

4 范素梅 1.稻江護家美容科教師兼科主任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高職教師 

5 王淑珍 1.醒吾高中美容科教師兼科主任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高職教師 

 

6 郭淑蕙 1.稻江護家美容科教師兼教務主任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高職教師 

 

7 洪惠娟 1.台南科技大學美容造型系助理教授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大專教師 

 

8 黃秀勤 1.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大專教師 

 

9 王黎方 1.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科講師級專業技術教師 

2.美容乙丙級監評委員 

大專教師 

    

2.意見調查與溝通 

確定專家名單後，研究者先以電話與各專家學者進行聯繫在取得同意後，為其詳細

介紹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德懷術的進行程序、問卷內容及作答方式，隨即將設計好的問

卷連同意些附帶說明以郵寄或親自遞送方式分送給每位專家學，填答後寄回。整個過程

中，每位專家學者並不知道其他參與的專家。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目的進行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以瞭解專家樣本群對美容丙

級技術士檢定規範能力指標的重要性與適切性之看法。本次使用之統計方法主要有平均

數、標準差、眾數、柯-史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等。本章從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

別探討，並以三次問卷調查資料進行美容丙級技術士檢定規範能力指標適合度考驗，來

顯示各項指標的重 

要程度及適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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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第一次德懷術問卷調查分析 

第一次問卷回收九份有效問卷。依據本次回收的問卷內容，分別就指標構面、指標

項目說明修正之過程，並分析統計各指標構面、指標項目的平均數、標準差、眾數等資

料，指標構面方面將統計結果分成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兩部分說明，另外的第三部份為

討論及說明，討論專家們的意見彙整及處理說明部份。 

一、重要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1。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為：「二、公共安全與

衛生」與「三、化妝品的認識」之平均數 4.77、標準差 0.44、眾數 5，「四、皮膚的認

識」平均數 4.66、標準差 0.50、眾數 5，「一、職業道德」與「五、皮膚養護」之平均

數 4.44、標準差 0.52、眾數 4，「七、化妝設計」平均數 4.11、標準差 0.60、眾數 4，

「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平均數 4.00、標準差 0.70、眾數 4，「八、經營與推廣」平

均數 3.66、標準差 0.70、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

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一、職業道德」、「五、皮膚養護」意見相差較小，其

次為構面「七、化妝設計」，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八、經營與推廣」整體

意見相差較大、意見分歧，研究者將此統計資料於第二次問卷中呈現，以取得專家進一

步溝通與共識。 

二、適切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1-1。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列為：「二、公共安

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與「五、皮膚養護」之平均數 4.44、

標準差 0.52、眾數 4，「七、化妝設計」與「一、職業道德」平均數 4.11、標準差 0.60、

眾數 4，平均數、標準差、眾數，「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平均數 4.00、標準差 0.70、

眾數 4，「八、經營與推廣」平均數 3.77、標準差 0.83、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

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與「五、皮膚養護」意見相差較小，其次為構面「七、

化妝設計」與「一、職業道德」，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與「八、經營與推廣」

整體意見意見最為分歧。 

三、討論及說明： 

部分專家建議將「八、經營與推廣」改為「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此意見

將列入第二次問卷的指標構面「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 

綜合專家學者之意見，將修正結果與個別意見呈現於第二次德懷術問卷中，構面分

別為：職業道德、公共安全與衛生、化妝品的認識、皮膚的認識、皮膚養護、手足部保

養與美化、化妝設計、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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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一次德懷術問卷專家對指標構面之意見統計與修正表 

指標構面 重要程度 適切程度 修正後指標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一、職業道德 4 4.44 0.52 4 4.11 0.60 維持不變 

二、公共安全與衛

生 

5 4.77 0.44 4 4.44 0.52 維持不變 

三、化妝品的認識 5 4.77 0.44 4 4.44 0.52 維持不變 

四、皮膚的認識 5 4.66 0.50 4 4.44 0.52 維持不變 

五、皮膚養護               4 4.44 0.52 4 4.44 0.52 維持不變 

六、手足部保養與

美化 

4 4.00 0.70 4 4.00 0.70 維持不變 

七、化妝設計 4 4.11 0.60 4 4.11 0.60 維持不變 

八、經營與推廣 4 3.66 0.70 4 3.77 0.83 改成「經營

管理及行銷

與推廣」 

 

第二次問卷於九十八年五月六日寄出，於同年五月十三日回收完畢，總共寄出九份

問卷，也回收九份有效問卷。根據本次回收的問卷內容，分別就指標構面及指標項目說

明修正之過程，再分析統計各指標構面及各指標項目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眾數等資料。 

在指標構面方面將統計結果分成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兩部分說明，另外的第三部份

為討論及說明，討論專家們的意見彙整及處理說明部份。 

一、重要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2-1。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為：「二、公共安全

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五、皮膚養護」之平均數 4.77、

標準差 0.44、眾數 5，「一、職業道德」平均數 4.22、標準差 0.44、眾數 4，「七、化妝

設計」之平均數 4.11、標準差 0.60、眾數 4，「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平均數 4.00、

標準差 0.70、眾數 4，「八、經營管理、行銷與推廣」平均數 3.88 標準差 0.33、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意見

相差較小，其次為構面「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

識」、「五、皮膚養護」，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七、化妝設計」整體意見相

差較大、意見紛歧，研究者將此統計資料於第三次問卷中呈現，以取得專家進一步溝通

與共識。 

二、適切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2-1。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列為：「一、職業道

德」、「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五、皮膚養護」、「六、手足部保

養與美化」、「七、化妝設計」、「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之平均數 4.22、標準差

0.33、眾數 4，「四、皮膚的認識」平均數 4.11、標準差 0.33、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四、皮膚的認識」意見相差較小，

其次為構面「一、職業道德」、「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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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養護」、「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七、化妝設計」、「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 

三、討論及說明： 

部份專家建議將「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修改為「八、行銷與服務」，此意

見將列入第三次問卷的指標構面前。 

綜合專家學者之意見，將修正結果與個別意見呈現於第三次德懷術問卷中，構面分

別為：職業道德、公共安全與衛生、化妝品的認識、皮膚的認識、皮膚養護、手足部保

養與美化、化妝設計、行銷與服務。 

 

表 3第二次德懷術問卷專家對指標構面之意見統計與修正表 

指標構面 重要程度 適切程度 修正後指

標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一、職業道德 4 4.22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二、公共安全與衛

生 

5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三、化妝品的認識 5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四、皮膚的認識 5 4.77 0.44 4 4.11 0.33 維持不變 

五、皮膚養護               4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六、手足部保養與

美化 

4 4.00 0.70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七、化妝設計 4 4.11 0.60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八、經營管理及行

銷與推廣 

4 3.88 0.33 4 4.22 0.44 建議改為

「行銷與

服務」 

 

叁、第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分析 

第三次問卷是依據各專家第二次問卷調查回饋之意見，經描述統計的方式，將各題

項的眾數、平均數及意見等彙整在第一部份「第二次問卷調查各題項統計及意見彙整」

中，並以彙整之意見修正或刪減指標，呈現在第二部份的問卷內容中，第一次問卷各題

項的次數分配亦列在第二部份的第二次問卷各題項「重要程度」、「適切程度」勾選處下

緣並請專家再一次地修正指標，在每項指標之後提供「意見說明欄」，說明作改變或填

答的理由。 

第三次問卷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寄出，於同年五月三十日回收完畢，總共寄出九

份問卷，也回收九份有效問卷。根據本次回收的問卷內容，分別就指標構面及指標項目

說明修正之過程，再分析統計各指標構面及各指標項目的平均數、標準差、眾數及柯史

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等資料。 

在指標構面方面將統計結果分成重要程度及適切程度兩部分說明，另外的第三部份

為討論及說明，討論專家們的意見彙整及處理說明部份。 

一、重要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3-1。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列為：「二、公共安

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五、皮膚養護」之平均數 4.77、

標準差 0.44、眾數 5，「一、職業道德」、「七、化妝設計」之平均數 4.22、標準差 0.44、

眾數 4，「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平均數 4.00、標準差 0.70、眾數 4，「八、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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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與推廣」平均數 3.88標準差 0.33、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意見

相差較小，其次為構面「一、職業道德」、「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

「四、皮膚的認識」、「五、皮膚養護」、「七、化妝設計」，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

化」整體意見相差較大、意見分歧。 

二、適切程度 

專家的九份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19。依平均數高低次序排列為：「一、職業道

德」、「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五、皮膚養護」、「六、手足部保

養與美化」、「七、化妝設計」、「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之平均數 4.22、標準差

0.44、眾數 4，「四、皮膚的認識」平均數 4.11、標準差 0.33、眾數 4。 

依專家意見之離散程度大小排列，則顯示構面「四、皮膚的認識」意見相差較小，

其次為構面「一、職業道德」、「二、公共安全與衛生」、「三、化妝品的認識」、「五、皮

膚養護」、「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七、化妝設計」、「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 

三、討論及說明： 

綜合專家學者之意見，可見專家對「八、經營管理及行銷與推廣」的重要程度意見

較為分歧。 

表 4第三次德懷術問卷專家對指標構面之意見統計與修正表 

指標構面 重要程度 適切程度 修正後指標

標標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眾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一、職業道德 4 4.22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二、公共安全與衛

生 

5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三、化妝品的認識 5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四、皮膚的認識 5 4.77 0.44 4 4.11 0.33 維持不變 

五、皮膚養護               5 4.77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六、手足部保養與

美化 

4 4.00 0.70 4 4.22 0.44 維持不變 

七、化妝設計 4 4.22 0.44 4 4.22 0.44 維持不變 

八、行銷與服務 4 3.88 0.33 4 4.22 0.44 維持不變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究美容丙級技術士檢定規範之內涵與建構其指標，提出美容丙級

技術士檢定規範之能力指標。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之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國

內外之相關文獻整理分析，發展建構出德懷術問卷，第二階段針對業界代表、工會代表、

高中職教師、大專教師等九位專家學者先後實施三次德懷術意見調查。在三次德懷術問

卷調查資料加以彙整，進行柯-史單一樣本適合度考驗，用以瞭解專家樣本群對美容丙

級技術士檢定規範能力指標適合度之看法，以得到最後之指標。本研究獲至以下結論，

並據以提出建議。 

壹、 結論 

以本研究相關文獻、理論探討及問卷調查結果，並配合第四章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

論，對應本研究之目的，提出下列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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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文獻探討與德懷術問卷，發展出八個構面五十一個指標項目，茲將此八個

構面五十一個指標項目詳述如下： 

一、職業道德 

為了讓美容從業人員建立良好的工作規範及敬業精神，即是提升對職業道德的重視

程度，並可作為升遷、考評、錄用與否等參考，此會影響企業形象及實質獲益，尤其美

容業為服務業之一環，對此要求更為嚴謹。包括：個人的言行舉止與儀態、與顧客之應

對與溝通、同事間之合作互助等。 

        1-1 具備良好工作態度之要件 

        1-2 瞭解工作態度的定義與特性 

    1-3 有效集體協作和關係 

    1-4 瞭解美容與服務行業特性 

        1-5 熟知服務禮儀流程標準 

        1-6 瞭解禮儀規範與建立人際關係技巧 

        1-7 擬定職場職責計畫 

        1-8 熟知公司規章 

        1-9 職場態度與溝通技巧 

二、公共安全與衛生 

為了落實個人及營業之衛生與安全，必須讓美容從業人員瞭解衛生注意事項及維護

個人及營業安全之方法，同時雇主對顧客與員工之安全責任、用電安全的方法，都是需

要熟知與密切而嚴謹執行的。包括：安全衛生知識、方法、注意事項與責任。 

        2-1 熟知個人、營業之衛生與安全事項 

        2-2 瞭解個人及營業衛生之知識 

        2-3 瞭解維護個人及營業安全之方法 

        2-4 暸解用電安全的方法 

        2-5 瞭解雇主對顧客與員工之安全責任 

三、化妝品的認識 

為了順利進行美容技能能力指標的建構，即必須瞭解美容從業人員對化妝品的知識

與觀念，進而應用在美容消費市場。包括：化妝概念、分類與資訊及化妝品知識與管理

法規等。 

        3-1 熟知化妝概念、分類與市場應用 

        3-2 具備化妝之基本知識與分類的方法 

        3-3 瞭解化妝市場資訊 

        3-4 熟知化妝品基本知識與管理法規 

        3-5 瞭解合格化妝品的要點 

四、皮膚的認識 

美容護膚技能之先備知識中，皮膚的認識是相當重要的，透過熟知皮膚基本生理，

可以正確判斷膚質並建立美容保養計畫。包括：皮膚構造、功能、性質、皮膚問題與護

理知識等。 

        4-1 熟知皮膚構造與功能 

        4-2 瞭解皮膚基本生理 

        4-3 熟知皮膚性質與判別原理 

        4-4 瞭解各類皮膚性質與常見問題相關知識 

  4-5 瞭解各類皮膚問題護理知識 

五、皮膚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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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而正確的美容保養技能是從瞭解各皮膚養護流程與方法開始，並能制定皮膚養

護計畫，包含：臉部及身體保養與特別療程計畫、正確操作皮膚清潔與保養技能、瞭解

美容產品的功能與使用方法、精熟的美容按摩手技、熟練美容儀器及工具的使用與維

護，同時諮詢及瞭解顧客之習慣，適當的分析具體建議促進健康與美容養護方式。 

        5-1 能正確操作臉部皮膚清潔與保養技能 

        5-2 各類美容產品的功能與使用方法 

        5-3 熟練美容按摩手技的應用與分析建議 

        5-4 瞭解各皮膚養護流程與方法 

  5-5 能制定身體保養與特別療程計畫 

  5-6 制定皮膚養護計畫之項目與內容 

        5-7 瞭解促進健康與美容養護管理具體計畫與辦法 

        5-8 瞭解美容與健康之關連性 

        5-9 熟練美容儀器及工具的使用與維護 

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 

除了臉部與身體的養護之外，透過手足部的保養與美化，可以強化整體的養護與健

康，包含：手足部及指(趾)甲的生理、保養技能與美化技能。 

        6-1 熟練手足部及指(趾)甲之保養技能 

        6-2 瞭解手足部及指(趾)甲之生理知識與保養流程 

        6-3 熟練手足部及指(趾)甲之美化技能 

        6-4 瞭解手足部及指(趾)甲美化的種類與方法 

七、化妝設計 

化妝設計是美容技能中很重要的能力指標之ㄧ，尤其美容從業人員從基礎技術到精

熟複雜的設計，需要很多的練習與經驗，才能達到顧客對各種化妝目的的要求。包含：

化妝技能及流程、工具使用與維護、產品的功能與建議、測試化妝品的方法、化妝品推

廣銷售等。 

        7-1 熟練化妝技能與流程 

        7-2 瞭解化妝的定義與目的 

        7-3 熟知各類化妝方法與功能 

        7-4 熟練美容化妝儀器及工具的使用與維護 

        7-5 認識各類美容及化妝工具 

        7-6 能識別各類美容產品的功能並具體建議顧客使用 

        7-7 瞭解在皮膚上測試化妝品的方法 

  7-8 瞭解化妝品推廣銷售活動計劃內容 

八、行銷與服務 

行銷與服務是發展美容經濟利益很重要的一部分，與美容技能相輔相成，因此，美

容從業人員應該熟知相關知識及技巧，以促進個人及團體共同合作與利益。包含：接待

及服務之事項與流程、美容院管理方法、美容行業資訊搜尋、產品與推廣銷售等。 

        8-1 熟練美容接待與標準服務流程 

        8-2 瞭解美容接待之事項 

        8-3 熟知美容院經營管理方法與功能 

        8-4 瞭解美容業的經濟意義 

        8-5 具備美容行業資訊搜尋技巧 

        8-6 能識別產品與推廣銷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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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議 

一、對建立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方面 

（一）政府行政機關方面 

勞委會中部辦公室是制定美容丙級技術士檢定規範的單位，其邀請業界及學界專家

進行技術士檢定規範的修訂。而美容產業技術日新月異，必須隨美容市場更迭，加速修

訂具專業實務且適合業界需求之技術規範。 

（二）監評人員方面 

技術士檢定規範修訂時，無論學術科試題、測試流程、監評方式都會產生新的模式，

監評人員應熟知規範及能力指標，參與評審回訓及協調會議，以正確測試及評分。 

（三）美容從業人員方面 

本研究構面一「職業道德」及八「行銷與服務」是從業人員發揮敬業精神的最佳對

照，美容從業人員應正視，並促進美容業整體素質之提升。 

本研究構面二「公共安全與衛生」對服務業非常重要，美容從業人員需熟知衛生注

意事項及維護個人及營業安全之方法，對顧客之安全責任、消防逃生設計、用電安全等

都是需要密切而嚴謹執行。 

構面三「化妝品的認識」、四「皮膚的認識」、五「皮膚養護」、六「手足部保養與

美化」及七「化妝設計」為美容專業知識及技能，其能力指標可檢視專業技術之精熟程

度，也是美容從業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力。 

（四）對學校教師方面 

學校的專業課程必須著重學習基礎及核心課程，當學生具備專業能力後，方報考技

術士檢定，以增加學生對技能檢定的學用合一精神（陳加山、李然堯，2001），因此，

檢核能力指標顯得相當重要，老師須協助學生做好學習管理，同時教師在教授實習課程

單元時應掌握特色，融入技能檢定的本質與內涵。 

二、後續研究方面 

（一）進行「美容從業人員能力指標」之定量研究 

本研究採德懷術進行「美容丙級技術士規範能力指標」之實證研究問卷調查，本研

究進行時雖已有 96 年公告預定 98 年實施之修訂規範，但遲至現在仍未實行，原因除了

指標構面六「手足部保養與美化」的爭執外，對能力指標無法與業界需求契合、爭議過

多也是原因之ㄧ，本研究藉由九位產、學專家組成諮詢小組進行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

人數較少。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再增加人數及擴大研究對象，如：從業人員、顧客、學生、

經營者等。 

（二）發展更明確指標細項 

本研究只建構出指標構面及指標項目，雖已有詳盡及層次規劃，但可以對指標項目

發展流程及步驟，並採專家座談方式進行。建議後續研究者針對眾多的技術與手法派

別，可配合國際通用或市場常用的類型做組合。例如：歐式、日式、泰式及台灣本土流

行之美容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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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professionals the ability to index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Wei-Wen W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domestic test for Class C 

certified technician of cosmetology. It collects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cos-

metology industry must be equipped with,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competence 

criteria for theBeauty professionals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indicators. Schools 

and occup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s can refer to this research when promoting 

and instructing professional cosmetology skills. 
 

  

The Delphi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this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tools are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called the “Research tools for the "beauty practi-

tioners Capacity Index Questionnaire" of self” Nin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the 

industry were invited to take three Delphi techniqu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Kolmogorov-Smirnov one sample test was performed to find the importance and 

appropriacy of the index dimensions and index item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among the indexesIndicators of ca-

pacity in the beauty practitioners. Except the importance level of dimension six 

“Beautification and care of hand and feet” not reaching significant standards, the 

importance and appropriacy levels of all other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 This 

shows that the experts consider more and more unanimously about the index 

dimensions. Among the index dimensions, a total of 51 index items were devel-

oped.  

  

Keywords: Beauty professionals, Skills Certification,Capac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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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髮業員工績效、消費價格之 IPA 分析 

廖佳盈12   黃敏菁13   孫蕙芬14   孫儀君15   王彥智16 

摘要 

本研究目地在美髮沙龍的店家員工績效、消費價格因素等構面問題。以研究問卷調

查方式，在台灣中部地區的美髮沙龍店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 330份回收 329份，問卷

回收率 99％，並以 SPSS及 IPA為統計分析工具，並針對樣本資料進行信度分析。 

本研究發現:(1)填答者對美髮沙龍印象重視度及滿意度二大因素為「店家服務品

質」、「員工績效」各因素之間均存在顯著性相關(2)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消費者，其於店

家服務品質重視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3)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消費者，其於店家服務品質

事後體驗具有顯著性差異(4)透過 IPA 之分析結果，可得知「保留原狀」、「立即改善」

及「重視」各象限中的變項，提供經營者以最少金額投資到正確的地方，有效提升顧客

滿意度。 

 

關鍵詞：消費價格、員工績效、美髮業 

                                                 
12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講師 
13康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專技助理教授 
14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執行長 
15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執行秘書 
16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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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業員工績效、消費價格之 IPA 分析 

Hairdressing employee performance , IPA analysis of con-

sumer prices 

 

一、前言 

近年，不管是國際大環境景氣或者台灣消費者對末端消費品的支出，均不如預期理

想狀況；美髮市場需求雖穩定，未來所面臨的競爭，如何創造出令人肯定的服務品質與

驚人營業額，美容、美髮產業的經營與管理，均已陸續呈現問題及更開始提升經營品質

與技術，提升服務品質及增進服務效能，發展創新或特色服務、提升人力素質等」。 

美髮業目的在於帶給人們自信心，專業美髮沙龍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白熱化，除了

原本專業美髮技術之外，更應掌握關鍵成功因素，以提升服務品質，有效留住顧客，增

加利潤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如此一來美髮院的經營就可以說成功一半了。因為如此更

可知道設計師對美髮業來說是最重要的人力資源，對美髮業這種專業型組織而言，實務

上提昇員工績效的方法，最普遍也最常採用的方式是藉由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來促進

美髮設計師在技術上與專業上的能力。 

由消費者需求及國家發展重點可看出美容行業發展之蓬勃，但見於美容產業屬於勞

力密集而且以女性居多(Mittelhauaer，1997)，早期透過師徒傳授的方式，學徒邊做邊

學，自己摸索及嘗試從錯誤中累積、學習技藝，對於原理知識的了解程度則相當匱乏(徐

女琇，1996)，然而進入知識爆炸之時代，美髮行業趨向多方面的經營方式及必須求新

求變學習更精緻的技巧才能吸引顧客及應付同行間競爭(Mark，1997)，由於美髮生命週

期短，為了吸引消費者的消費意願,產品技術需不斷的創新,單靠的學校教育是無法滿足

正常的需求，學校教育與業界的人力需求無法有效的銜接(黃宜純，1999)所以美容從業

人員再進修的意願相當高所以美髮業者對於設計師的教育訓練是從來都不會吝嗇的，但

或許就是捨得給予，有時會有訓練過多，教育不彰的情形，以致形成成本過高，同時卻

無法掌握經營成效的狀況。藉由主管管理職能量表的發展，作為協助美髮店在遴選、人

才培育、績效管理及企業整體發展上有效的管理員工找到適合的管理人員，並達到提升

企業競爭力、強化競爭等優勢。所以我們更要提升的是人員的素質而不是人力，本研究

旨在探討消費者對美髮業服務品質、員工績效因素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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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目的 

消費者自己皆有不同的髮質、消費能力、身分地位、品牌忠誠度等，換言之就 

會有不同的頭髮保養品、髮臘、設計師甚至有不同等級的美髮沙龍店。在消費者的 

購買動機、人格特質、生活型態是相當重要的構面，以戴雁如 (1998)以廠商的角度，

針對產品購買動機與消費者行為做探討，發現在人格特質方面，消費者自信心與搜尋程

度有正向的關係，自信心越高的人，不論在內部資訊或是外部資訊搜尋上都明顯大於自

信心較低的人，並影響其購買或是接受服務的決策過程。 

角色衝突在個體一生當中，幾乎是一種日常生活不可或缺，或無法避免的一種經

驗。可以預見未來國內美髮市場的競爭將更形激烈，業者若是能充分了解消費者的決策

過程、決定服務轉換的因素及轉換過程中再次選擇消費的模式，即是以顧客的需求為導

向，了解消費者在每一個階段的選擇、決定與捨棄，藉以調整企業的經營策略來獲得消

費者的青睞，方能延續企業經營的原動力。因此本研究初步認為是設計師的技術與人格

特質有關。 

第一章美髮產業相關探討 

第一節 美髮業發展 

因應市場需求而逐漸走向兼具流行時尚的美髮概念。這類型的轉變，成為現今產業

競爭優勢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消費者在選擇美髮業時，也從傳統美髮，轉變成對設計質

感上的要求。從那開始要當師傅時將必須經過學徒的考驗。根據中華民國全國商會(2004)

及鍾素貞(2005)指出美髮專業服務的特性。台灣人隨著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使人們重

視美容、身心健康與休閒方面的需求(梁禮卉，2004) ，美髮業隨著時代演變。經過多

年來生活習慣不同，台灣美髮業逐年備受重視，女性追求流行意識提升。美髮業更提供

諮詢及專業服務。美髮沙龍的文化發展不再是單一的選擇更能為店家新增更多元的營業

項目所以專業人員教育備受重視，根據市場分析指出，全球美髮沙龍已達380億美元，

因此美髮業的產學技術生更是業界未來重要的人力資源。 

美髮服務以「人」為重要關鍵，由翁聖宗(1995)指出美髮專業服務必須有技術性、

造型力、表達力、親和力、幽默感。謝清秀、詹慧珊(2006)認為1990年代，傳統個人工

作室及單店美髮沙龍在資源與人力的產業環境需求下，採取結合美髮美容商品廠家的技

術與輔導，轉型為「美髮沙龍」，以更精緻化、為顧客量身訂做專屬性的造型能力，爭

取重視個人造型特色的消費族群，帶動高單價消費時代。 

一、 從業人員的專業度及品質的討論研究 

根據前述行政院主計處(92-94年)事業人力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的資料中可發現，針

對主管及監督人員的空缺需求，其雇用條件的最低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者，平均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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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以上、最低工作經驗為5年以上者，平均占6成以上，顯示愈高階人才的短缺情形，以

人力市場中缺乏高學歷、高工作經驗以及需要證照或特殊資格者的問題較嚴重。由此可

見，提升經營績效的專業分級的人才培育認證制度仍是人力資源養成的重點發展方向之

ㄧ。 

 
二、消費價格的定義 

Kolter (1998)在其所著的「行銷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 an Asian Perpective)

一書中，顧客價值是指「顧客的總價值是從服務或產品之中所得到的」，包含了形象價

值、顧客價值、個人價值、和產品價值等．但顧客首先必須花費其成本，才能取得產品

與服務所產生的價值，包含了：時間成本、金錢成本、與精力成本等，稱之為顧客成本。

陳麗如，王淑惠(民 95)提出滿意度是顧客對於產品功能性的期望感受高低，形成愉快

與感受失落的程度，服務品質高、價格低、感受認知因素和每個人因素皆會影響顧客滿

意度，戴國良(民 91)在其翻譯日文作品《行銷策略分析與實務》中提到產能大學教授

持本志行認為，顧客滿意度可以使用「實體項目論分析」。  

三、美髮員工績效 

當社會人士重返校園時，因個人面對多重角色的衝突時有耳聞，也造成的心理壓力，

但這壓力要如何的化解，讓阻力變成動力，是在職學生所應學習探究之事。美髮從業人員

處於產業快速成長淘汰的行業，求新多變是此行業之特色，在求新中就必須不斷的學習成

長，美髮從業人員從返學校進修有越來越多之趨勢，但在學習過程必會因角色的多重及改

變，而影響工作及家庭的運作甚至學習的成效，因此美髮從業人員如何因工作時間的特殊

性衝突中取得平衡，是目前美髮從業人員在職進修値得探討的問題面對激烈競爭市場，若

是業者能充分了解消費者的消費動機及消費決策，對美髮業的經營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可藉以調整店家的經營策略來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探討台中市美髮沙龍消費者該有的消費動機、消費決策。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對美髮業

消費者進行消費動機及消費決策型態之問卷調查，美髮消費價格因素重要性與店家表現後

的認知兩者之間差別的心理反應，所累積的短暫情感性反應將會影響日後整體態度與決

策不論是產品或服務都是值得業者重視當消費動機越高，消費決策也會越明確。李彩鳳

(2014)業者資產即是美髮技術條件的優劣將會是影響業者競爭優勢主要的因素。服務品

質為核心價值服務消費者時都是由人來執行，所以建立標準服務流程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服務過程中滿意，並且注重消費感受的服務方式為核心價值，提供給消費者高水準的

服務品質，讓消費者感受到優良的服務品質及乾淨舒適的環境會影響美髮消費者到到店

的消費價格，定會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其增加消費者重複上門惠顧意願。 

四、重要表現分析 

Martilla、James(1977)提出重要度-表現分析法IPA，是用 來評估服務品質的有效方

法。Marr(1986)將此分析法運用在顧客導向的品質衡量 上，將服務業者從顧客身上所獲得

的各項服務因素或屬性的重視度和滿意度之數值，繪製成「重要性－滿意度座標圖」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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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業者改善服務品質之應用參考。 Hollenhorst et al. (1992)建議在「重要績效度

分析」中，使用各自的總平均值 為分隔點比較具有判斷力。藉由「重要-表現分析法」

IPA(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管理矩陣正分析觀念，作為工具來分析服務品質

及員工績效(重要性)及(店家表現)之滿意度。 (Martrilla ＆ James1977)服務品質評估及

發展管理策略的有效工具，被廣泛應用等服務品質研究，提供有用的規劃及改善的正確方

向，讓業者參考提供有效改善的訊息。在此座標圖中，橫軸為「店家表現」，縱軸為「重

要性」，而每項服務因素或屬性在各象限的分佈所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策略性意 義，其意義

如下：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區(Keep Up Good Work) ，此象限內之問項代表重要度與滿意 度

皆高於平均值，是產業競爭優勢的來源。第二象限集中關注區(Concentrate Here)此象限

內之問項代表重要度高，但滿意度低，即此 象限內的問項是最有助於業者提高顧客滿意

度，因此應優先致力於提高此象限內 的項目「重要績效度分析」特別應用於品牌、產品、

服務和建立銷售點的優劣勢修正分析。第三象限低度重要區(Low Priority)此象限內之問

項代表其重 要度與滿意度皆低，即此象限內的問項可考慮投入適當的資源來提升顧客滿意

度。第四象限過度努力(Possible Overkill)此象限內之問項代表其重要度低，但滿意度高，

即此象限內的問項對於提高顧客滿意度的幫 助不大，不必投資過多資源，因此本研究將對

店家服務品質、消費價因素來以此分析方法進行探討。 

第二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針對及中部地區「美髮消費者」店家消費價格、人員素質

因素、因素等構面研究問題分析，針對本次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及過程，討論出此次的研

究架構，依據研究架構來設計研究假設，最後再進行研究假設之驗證，以了解在各構面

之差異性。本章共分為研究架構、各項變數操作性的定義、店家員工績效、消費價格因

素研究範圍對象、預試與信度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研究範圍及對象 

本研究的各項變數分別為店家員工績效、消費價格因素變數，其各變數操作性定義

內容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客觀進行研究，根據本研究進行服務品質及顧客

滿意度製作問卷，透過文獻及問卷調查方式，在為針對及中部地區人口統計變項分為以

性別、職業、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每月收入、平均每月消費次數、本次消費的

美髮沙龍的重要性及本次店家表現為何。採用人口統計變數的主要目的，乃在於檢定不

同的顧客對美髮業沙龍店家所喜好是否對服務品質有不一樣的認知，進而影響顧客滿意

度。中部地區「美髮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於民國103年12月20日至次年2月15日，為期

8週並前往中部包含商業區、學區、消費後之顧客為調查對象，透過問卷方式進行便利

抽樣，由填答者自行填答問卷，若不想填寫者則再尋找下一位顧客。共發放問卷330份

回收329份，問卷回收率99％。 

二、預試與信度分析 

前兩周先發放50份預試問卷分析：本研究使用 SPSS20.0 統計軟體來做信效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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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研究採用紙本問卷調查方式，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商店印象、服務品質並依照相關

學者所提出的衡量指標，發展出各個問項，最後與指導老師進行討論及問項的修正後，

並由資料顯示將結果中信效度較低的題目刪除，隨即實施正式問卷的發放。 

(一)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的分析上是使用 SPSS 20.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系統來進行分析，

本研究使用到 SPSS 系統之統計方法分析如下：遺漏值分析、信度分析、敘述性統計、

t 檢定、及重要表現分析方法(IPA)比較美髮業店家服務品質、消費價格因素重要性與

店家表現的落差情形，可提供經營管理者正確的改善方向，了解消費者心中想要的是否

與店家一樣，讓店家把錢投資在消費者需要的地方甚至不用花費任何金錢仍舊可以改善

店內需求並可知道哪些服務項目是不一定要做的，才能對症下藥才使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並可以提升顧客滿意度始回客率增加。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329份有效問卷的統計結果與分析，第一節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者行為描

述，針對性別、職業、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平均月消費次數，人

口統計變項做有效樣本分析進行樣本分析；第二節部分針對問卷題項作敘述性樣本分

析；第三節則為信度分析，針對、.店家服務品質、消費價格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作探

討。 

 

第三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人口統計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的母體樣本結構為中部美髮沙龍的顧客，進行基本資料的分 析，內容分為

性別、職業、年齡等九個人口統計變項，其受訪者的樣本結構內容我們將進一步做分析。 

(一)性別 

男性為109人次(49.8％)；而女性為220人次(50.2％)。由此可知此次調查美髮沙龍

店家的顧客，其顧客之男女比例相等。 

(二)職業 

在職業方面，還為就學的「學生」者共62人次(18.5％)；為公務人員的「軍公教」

者共44次(13.4％)；為工的「工農」者，共 29人次(8.8％)；為商的「商業」者共44人

次(13.4％)；從事服務業或家管等工作為「其他」者共150人次(45.0％)。由此可發現

美髮沙龍店的顧客職業中，以其他所占比例最高以服務業及家管居多，次之的則為學

生，再次之的則為從商業跟軍公教人員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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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 

在年齡方面，20歲含以下者共62人次(18.8％)；21-30歲者共93人次(28.3％)；31-40

歲者共87人次(23.7％)；41-50歲者共68人次(20.7％)；51歲含以上者共19人次(5.8

％)，由此可發現的年齡層21-30歲者居多，31-40歲的客群次之，這些年齡層已有習慣，

並且有足夠的經濟能力來消費。 

(四)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方面，國中程度者共3人次(1.4％)；高中、職程度者共43人次(20.8％)；

專科、大學程度者共133人次(64.3％)；研究所含以上程度者共28人次(13.5％)，由此

可發現美髮消費者的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程度者客群居多，高中、職程度者客群次之。

這可能與教育程度的比例有關係。 

(五)婚姻狀況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共134人次(40.7％)；未婚者共193人次(59.3％)，由此可

發現未婚者對於不是享受，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沒有金錢壓力相對。 

(六)每月收入 

在每月收入方面2萬5千元以下共106人次(23.2％)；2萬5千元到3萬5千元共116人次

(35.3％)；3萬5千元到5萬5千元共69人次(21％)；5萬元含以上共26次(7.9％)，由此可

發現個性咖啡店的每月收入以2萬5千元到3萬5千元收入者最多，3萬5千元到5萬5千元者

客群次之，這也讓我們發現在這些月收區間的客群較會來店消費。 

(七)每月消費金額 

在每月平均消費金額方面1000元以下共100人次(30.4％)；1,001~3,000共123人次

(37.4％): 3,001~5,000共51人次(15.5％)；5,001~10,000含以上共52人次(15.8％)，

由此可發現在每月消費次數者1,001~3,000為最多，1000元以下者客群次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變項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者之重視程度分析此部份之分析，主要針對了解顧客對於店家服務品質之重要

性重視程度及店家表現，經由spss軟體運算後，以平均數的方式呈現出來，若分數較高

代表顧客較重視此店家表現後者為較滿意之項目。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呈現如表3.1，其

中「服務店家的消費環境」、「服務人員耐心的解答顧客的疑問」、「服務人員皆受過

良好的專業訓練」，此3項屬性，是顧客較於重視的屬性前2項也是消費者對店家滿意度

最高者。相較之下，「服務人員擁有豐富的服務訓練」重視度與滿意度均偏低有可能消

費者希望有舒適的環境比促銷活動重要，「服務人員主動招呼顧客.引導就位」則是本

研究當中最不重視之屬性可能是現在，但滿意度也佳有提供網路的店家消費者也給與支

持的態度。而在重要性重視程度之平均數均達 3.48 以上滿意度為3.48以上，在店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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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重視程度重總平均為3.38，滿意度重總平均為顯3.58示填答者對於重要性之重視程度

高。美髮服務是一種長時間且與顧客直接接觸的服務，服務失誤無可避免，服務補償分

為心理與物質兩因素，本研究認為顧客在接受補償後，若能感受到公平的對待，則會對

服務失誤後的補償感到滿意，黃建文(2006)本研究利用重大事件法；在美髮服務失誤發

生後，美髮業者採取的服務。所以瞭解如何提高顧客滿意度並且提昇再消費意願及降低

失誤是很重要的。 

表 3.1 消費者基本資料分析表(樣本數：329) 

顧客基本資料 樣本數 比例％ 顧客基本資料 樣本數 比例％ 

性
別 

男 109 33.1 職
業 

學生 62 18.8 

女 220 66.9 軍公教 44 13.4 

年
齡 

20歲以下 62 18.8 工農 29 8.8 

21-30歲 93 28.3 商業 44 13.4 

31-40歲 87 26.4 其他 150 45.6 

41-50歲 68 20.7 教
育
程
度 

國中 14 4.3 

51歲以上 19 5.8 高中、職 150 45.6 

婚

姻

狀

況 未婚 134 40.7 專科、大學 135 41 

已婚 195 59.3 研究所含以上 30 9.1 

每
月
消
費
金
額 

1-3次 100 30.4 每
月
收
入 

25000元以下 48 23.2 

4-8次 123 37.4 25001-35000 元 76 36.7 

9-15次 51 15.5 35001-55000 元 55 26.6 

15次含以上 52 15.8 55001元以上 28 1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店家服務品質變項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店家服務品質重視程度次數統計 

此部分之探討乃是針對店家服務品質，討論服務品質中哪些部份是顧客重視或不重

視的。經由統計分析後，以平均數值表現。分數較高表示顧客較為重視此項目。本研究

之分析結果呈現如下表3.1，其中「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服務人員主動招呼顧客.

引導就位」、「服務店家的消費環境」、「服務人員進行交易時給顧客的信任感」、「服

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此為填答者最重視的五項期望。相較之下，「服務人員耐心的解

答顧客的疑問」，則是本研究當中填答者最不重視的期望。 

(二) 店家服務品質中消費者對店家表現滿意度次數統計 

此部分之探討乃是針對店家服務品質事後體驗，哪些為顧客真正滿意或不滿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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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統計分析後，以平均數值表現。分數較高表示顧客較滿意此事後體驗項目。統計結果

呈現如下表3.3.2，「服務人員耐心的解答顧客的疑問」、「服務店家的消費環境」、

「服務人員進行交易時給顧客的信任感」、「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服務人員的服

務態度」、「店家,在服務品質上都維持一定水準」，此六項感受為填答者之滿意度最

高。相較之下，「店家各項訂價價格合理」，則為本研究當中填答者滿意度最低的感受。 

(三) 店家服務品質滿意度差異次數統計 

此部份主要是在探討「店家服務品質重要性程度與店家表現的差異情形」。首先，

求出顧客對於顧客體驗之期望程度與滿意度的平均值，而後再將平均值予以相減，以求

差異。 

由下表3.3.2表中可以得知，美髮店家服務品質之顧客對於事前期望程度與滿意度

間的差距情形，差距值若為正值即代表期望程度大於滿意度，即對該項體驗呈現不滿意

的狀態，若差距值為負值表示滿意度大於期望程度，此時顧客對該項體驗感到滿意。所

以經顧客事後體驗每項都有微幅成長，代表顧客對某方面都為滿意，但尚有成長的空間

之題項最後需要以重要表現分析法方可呈現圖像，其次可以發現不論重視程度以及滿意

度第一的都是同一選項「店家處理顧客問題的能力」代表現今消費者意識成長，重視服

務品質若發生不滿意之情況消費者希望當下就能夠把事情處理好，而不是默默接受不滿

意的服務品質，這證明了許多店家的客訴制度健全。 

3.3.1店家消費價格因素變項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1)員工績效因素重視度程度次數統計 

此部分之探討乃是針對員工績效因素，討論員工績效因素中哪些部份是顧客重視或不重

視的。經由統計分析後，以平均數值表現。分數較高表示顧客較為重視此項目。本研究

之分析結果呈現如下表3.3.2，其中「服務人員外表」「設計師的進修狀況」「設計師

的進修狀況」，此為填答者最重視的3項期望。相較之下，「設計師的技術」「服務人

員處理顧客問題的能力」，則是本研究當中填答者最不重視的期望。 

(2)員工績效因素店家表現次數統計 

此部分之探討乃是針對店家表現，哪些為顧客真正滿意或不滿意。經由統計分析後，以

平均數值表現。分數較高表示顧客較滿意此事後店家表現項目。統計結果呈現如下表

3.3.2，「服務人員外表」，此項感受為填答者之滿意度最高。相較之下，「服務人員

處理顧客問題的能力」，則為本研究當中填答者滿意度最低的感受。 

(3)員工績效因素因素店家表現差異次數統計 

此部份主要是在探討「員工績效事前重要性程度與店家表現的差異形」。首先，求出顧

客對於顧客體驗之期望程度與滿意度的平均值，而後再將平均值予以相減，以求差異。

由下表3.3.2表中可以得知，店家表現之顧客對於重要性與店家表現滿意度間的差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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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服務人員談吐表達」差距值若為正值即代表重視程度大於店家表現度，即對該項

體驗呈現不滿意的狀態，「事先告知消費價格」若差距值為負值表示滿意度大於期望程

度，此時顧客對該項體驗感到滿意。 

表 3.3.1消費價格重視度與滿意度敘述性統計 

題項 重視程度 滿意度 差距值(I-S) 

1. 消費價格影響 3.9 3.82 0 

2. 設計師等級之分影響消費價格 3.71 3.62 -0.08 

3. 染燙價格高低 3.31 3.37 -0.04 

4. 剪髮價格高低 3.31 3.31 0 

5. 消費項目是否有舉辦活動送小禮物 4.02 4.23 -0.21 

6. 產品是否有折扣 3.86 3.62 0.24 

7. 產品是否有贈品(贈品價格高) 3.71 3.62 0.09 

8. 價格是是否較同業為低 3.67 3.58 -0.01 

9. 付出價格符合消費品質(覺得值不值

得) 
3.45 3.46 0.09 

10. 事先告知消費價格 3.61 3.77 -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在期望程度的部份，由 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 5代表非常同意；在滿意度的部份，由

1代表非常不滿意到 5代表非常滿意。 

               表 3.3.2員工績效因素重視度與滿意度差異分析 

題項 重要性 店家表現 差距值(I-S) 

1.服務人員穿著打扮 3.73  3.7 0.03 

2.服務人員外表 3.98 3.70 0.28 

3.服務人員談吐表達 3.46 3.96 -0.5 

4.設計師的進修狀況 3.96 3.73 0.23 

5.設計師的學歷 3.47  3.24 046 

6.設計師的技術 3.66 3.53 0.13 

7.服務人員的態度 3.94  3.72 0.22 

8.設計師的口碑  3.63 3.67 -0.04 

9.設計師的的證照多寡(考試) 3.70 3.64 0.06 

10.設計師的獎盃(比賽) 3.86 3.81 0.05 

11.設計師是否有等級之分 3.85  3.63 0.22 

12.設計師的知名度 3.64  3.58 0.06 

13.服務人員處理顧客問題的能力 3.58 3.75 -0.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在期望程度的部份，由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在滿意度的部份，

由1代表非常不滿意到5代表非常滿意。                                                                                                                                 

上表內 10項消費價格因素有題項體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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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效度與因素分析 
所謂效度就是正確性，指問卷整份測驗能夠有效衡量出所有需要測量目標之程度，

當然是要能達成測量的目的才可能成為有效的測驗，此種有效的程度就稱效度（陳順

宇，民 87）。用來評估效度的高低與否可採用三個項目來加以評判包含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效標關聯（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及建構效度（constract 

validity）。本研究探討的變數各項目需來自於相關文獻的支持，或經過研究人員透過

實際觀察的方式並與專家實際訪談所得結果，最後再經由教授的確認各項程序，才能達

成符合內容效度之標準。此外，因本研究較多探討性的研究，經過因素分析來給予檢測

問卷的建構效度，並可更進一步來衡量問卷的有效性是否足夠，當然在本研究的問卷設

計上具有客觀的內容效度。 

4.4.1信度分析(reliability)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作為問卷信度的評量標準，Cronbachα 小於等於 0.9係數時

表示極高的信度 Cronbachα 小於 0.9大於等於 0.7係數時表示很高信度， Cronbachα

小於 0.7大於等於 0.5係數時表示次高信度，Cronbachα小於 0.5大於等於 0.4係數則

為可接受之信度。若 Cronbachαα值小於 0.3，則表示信度極低，無法接受 

表 3.4.1信度分析 

問卷項目 信度 

消費價格因素   (重要性) .929 

消費價格因素  (店家表

現) 
.932 

員工績效因素    (重要

性) 

  .938 

員工消費因素  (店家表

現) 

  .9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顯示店家消費價格(重要性)、店家消費價格(店家表現)、消費價格因素(重要

性)、消費價格因素(店家表現) 由表 3.4.1 可知，各量表之信度均大於 0.7，顯示整體

量表具有相當高的信度。 

(一)效度分析 (validity) 

所謂效度就是正確性，指問卷整份測驗能夠有效衡量出所有需要測量目標之程度，

當然是要能達成測量的目的才可能成為有效的測驗，此種有效的程度就稱效度（陳順

宇，民 87）。用來評估效度的高低與否可採用三個項目來加以評判包含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效標關聯（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及建構效度（constract 

validity）。本研究探討的變數各項目需來自於相關文獻的支持，或經過研究人員透過

實際觀察的方式並與專家實際訪談所得結果，最後再經由教授的確認各項程序，才能達

成符合內容效度之標準。此外，因本研究較多探討性的研究，經過因素分析來給予檢測

問卷的建構效度，並可更進一步來衡量問卷的有效性是否足夠，當然在本研究的問卷設

計上具有客觀的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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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PA原理 

IPA主要是透過使用者瞭解店家服務品質重要性跟店家表現，製作成為矩陣圖；在

矩陣中軸線尺度與象限位置可以自訂意義，以矩陣中不同點的關係位置呈現優先順序，

由此圖並可以分析使用者對使用過後產品的滿意度。 

(吳忠宏、黃宗成，2001)分析方法與步驟:(1)列出預測量目標店家服務品質的各屬性，

發展問卷。(2)使用者評判屬性重要度與表現程度兩方面評定等級，重要度由使用前制

訂如旅遊前期望；表現度則是事後感受到商品的表現程度如實際體驗情況。(3)重要度

為縱軸、表現程度為橫軸，並以各屬性在重要程度及表現呈度所得的分數的平均值作為

分隔點，將平面空間區隔成四個象限。(4)將各屬性在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所得數值，

標示在四個象限中。以使用者重視程度代表期望之項目的重要程度，及使用者以滿意度

代表項目之表現程度，可了解顧客滿意度，店家可將資源轉移至所需注意及改善的項目

上。以顧客體驗之滿意度為橫軸(X軸)，顧客體驗之期望程度為縱軸(Y 軸)，再依期望

程度和滿意度之總平均值切割成 I、II、III、IV 四個象限，構成如下圖 4.1 之座標

圖，其意義如下所述： 

第 I 象項限：繼續保留區(高期望程度、高滿意度)落在此項目期望程度很高，而美髮

業指店家服務品質都能滿足消費者達到高滿意度，需要持續保留的項目。 

第 II 象項限：集中關注區(高期望程度、低滿意度) 落在此目期望程度很高，但對其

滿意度乃是偏低的，因而是美髮業者所需首要改善的重要項目。 

第 III 象項限：低順位區(低期望程度、低滿意度)落在此象限之項目，代表填答者並

不重視此項目，但仍對此區域之項目感到不滿意，此區乃是屬於次要的改善區。 

第 IV 象限：過度努力區(低期望程度、高滿意度)落在此象限，代表填答者並不重視此

項目，此項目卻讓填答者感到滿意，因此乃是美髮業經營者過度重視的屬性。 

第 II 象項限 

集中關注區 

表示項目重視度很高，但對其滿

意度乃是偏低的，消費者需要的

業者沒達到應有的水準，力及需

改善。 

第I象限 

繼續保留區 

表示為高度重視之高服務項目，

顯示服務品質都能滿足消費者，

滿意度高，業者應該保持現有水

準。 

第 III 象項限 

低順位區 

表示項目重視度較低，但對其滿

意度乃是偏低的，業者應該要改

善或是停止該項服務。 

第 IV 象限 

過度努力區 

表示項目重視度較低，但對其顧

客滿意度高，業者應該要維持服

務品質降低該服務項目，不需過

度強調。 

圖5.1 IPA(重要-表現分析法)分析矩陣圖 

以上藉由圖片與表格方式說明，重要性-店家表現後之兩者顧客體驗經營之狀況。 

本研究可提供美髮業者參考如表5.1首先及次要需改善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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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服務人員耐心的解答顧客的疑問、店家處理顧客問題的能、店家在服務品質上都維持

一定水準、店家主動關心與問候的服務態度、店家提供的書刊並能定期更新、店家立即

處理客訴、服務人員擁有豐富的服務訓練、、服務人員擁有豐富的服務訓練、消費價格、

消費項目是否有舉辦活動送小禮物、產品是否打折」、產品是否有贈品(贈品價格高)、

價格是否較同業較低、設計師的技術、設計師的口碑、設計師的知名度以上項目是顧客

認為重要，但店家卻不能達到顧客的期待，用心管理且增加人員的培訓時間，應該能改

善問題，會讓美髮店帶來更多的商機。 

再來，看到需要改善的部分，如服務店家的消費環境、染燙價格、剪髮價格高低、

付出價格符合消費品質、事先告知價格、設計師的進修狀況、設計師的的證照多寡(考

試)、設計師的獎盃(比賽)、設計師是否有等級之分、以上是表示消費者雖然不是十分

重視這些項目但消費者滿意度若是偏低，業者應該要停止該項服務或是改善此項目服

務。而將此區的缺點問題改善，並保此區的優點，顧客滿意度一定增加，最後再將過度

努力區問題包含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服務人員外表、設計師的學歷，此區項目重視度

偏低，但對其消費者滿意度高，業者不需過度強調，應維持此服務項目。讓資源及人力

有效運用在其它適當的位置，讓美髮能以最小的投資到最精確的地方並找到自我特色而

不被取代，讓消費者習慣到店內消費。 

第四象限過度努力區的項目則有共二項，「6.服務人員接受過良好專業訓練」、「9.

店家.在服務品質上都維持一定水準」等，部份項目是填答者並不是最重視此項目，但

對此區域之項目滿意度的評價都不錯，都能達到填答人的期望水準，在美髮沙龍店市場

上已具備優勢。有過度供給的意思，又可稱為過度努力區域，美髮業者還是需維持應有

的服務品質，但又需減少服務項目，如消費者也不重視之項目，不需過度強調。 

美髮業員工績效與消費價格因素之重要-表現分析分析結果由圖 5.2 

 

                            圖

圖 5.2美髮業員工績效與消費價格因素之重要-表現分析分析結果 

第2部份分析結果由圖5.2「店家消費價格因素」第一象限繼續保留區的項目有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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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1.消費價格影響」、「2.設計師等級之分影響消費價格」「5.消費項目是否

有舉辦活動送小禮物」、「6.產品是否打折」、「7.產品是否有贈品(贈品價格高)」「8.

價格是否較同業較低」等部份項目乃是填答給予高期望，也達到相當之滿意程度。 

第二象限集中關注區的項目則共零項，乃是美髮店家所需要集中關注區項目，這項

目乃是填答者對於此項限重視度很高，但對其滿意度乃是偏低的，消費者需要的業者沒

達到應有的水準，立即需改善來提升顧客滿意度。第三象限低順位區的項目則有共四

項，「3.染燙價格」、「4.剪髮價格高低」、「9.付出價格符合消費品質」、「10.事

先告知價格」等，部份項目是填答者並不十分重視此項目，但仍然對此區域之項目感到

不夠滿意，因此不必花過多金錢在這些項目上，但對於美髮業者屬某些不需要金錢就能

改善之項目先行改善，對於店裡的業績仍然能夠些微的成長，更能提升整體的認同度，

此區稱為次要的改善項目。第四象限過度努力區的項目則有共零項，項目是填答者並不

是最重視此項目，但對此區域之項目滿意度的評價都不錯，都能達到填答人的期望水

準，在美髮沙龍店市場上已具備優勢。有過度供給的意思，又可稱為過度努力區域，美

髮業者還是需維持應有的服務品質，但又需減少服務項目，如客人也不重視之項目，不

需過度強調美髮業消費價格因素之重要性及店家表現分析結果由圖5.3 

 

圖5.3 美髮業消費價格因素之重要性及店家表現分析結果 

六、結論與建議 

透過 IPA 法分析，主要是透過美髮消費者的消費者瞭解店內重要性跟現實情況，

製作成為美髮店家的矩陣圖；在矩陣中軸線尺度與象限位置設定重要度與認同度，以矩

陣中不同點的關係位置呈現優先順序，由此圖並可以分析消費者對於店家的服務品質、

價格因素的滿意度。針對美髮將針對顧客滿意度經營情形綜合提出，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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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美髮業消費價格IPA分析表 

象限 項目 

第一象限 

繼續保留區 

1.消費價格影響 

2.設計師等級之分影響消費價格 

5.消費項目是否有舉辦活動送小禮物 

6,產品是否打折 

7.產品是否有贈品(贈品價格高) 

8.價格是否較同業較低 

第二象限 

集中關注區 
A/N 

第三象限 

低順位區 

3.染燙價格 

4.剪髮價格高低 

9.付出價格符合消費品質 

10.事先告知價格 

第四象限 

過度努力區 
A/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選擇透過 IPA分析法對美髮業業者進行建議。針對顧客對店家表現項目予以加強

或改善，本研究可提供美髮業業者參考如表3.5.1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主要目的是以美髮業的發展為研究基礎，探討消費者對美髮消費者之人口統計

變項對店家服務品質屬性的重視程度關係，進而探討消費者服務品質重視程度及消費者

事後體驗滿意度之相關性。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探討美髮消費者對美髮

店家之人口統計變項對店家服務品質及消費價格因素屬性的重視程度關係，進而探討消

費者服務品質重視性及消費者事後店家表現之相關性。並以電腦統計軟體進行問卷資料

的統計分析之後，再針對研究結果作摘要性的論述，提出建議以供經營者及後續學術研

究者之參考，研究出改善影響顧客滿意度之因素。 

在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以電腦統計軟體進行問卷資料的統計分析之後，再

針對研究結果作摘要性的論述，提出建議以供經營者及後續學術研究者之參考，研究出

改善影響顧客滿意度之因素。市場的競爭性提高，美髮經營者都能透過以上是消費者雖

然不是十分重視但消費者滿意度低若是以改善首要區，而將次要區的缺點問題改善，並

保留繼續保區的優點，顧客滿意度一定增加，最後再將問題一一改善，讓店家處理顧客

問題的能力提高，包含消費價格均能完成、店家在顧客需要商品或服務項目相互供應、

店家各項訂價價格合理，降低服務項目有效運用在適當位置，得以最小的投資到最精確

的地方，美髮服務品質消費行為。美髮消費者對此店消費完能再一次上門消費行銷的動

機；消費後推薦給親友美髮消費動機。本研究分析可讓美髮業者找到美髮消費者對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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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生存並找到店內發展自我特色而不被取代自然的融入人們的生活中，讓美髮消費

者期待到店內消費。 

精緻沙龍的經營強調消費感受，對於顧客需求、顧客滿意、顧客管理、服務品質等

方面，較有投資概念，肯花較多心力投入教育訓練，提供消費者更有價值的消費感受。

在大環境這個社會中美髮業是有技術性的服務業更是時尚流行引領風潮的帶領者，精緻

沙龍在這些方面相對具備比較高的能力帶動時尚流行。從以上的結論可以認識美髮業的

特性，沈美利( 2010) 美髮業服務創新與行銷專案管理推動之研究美髮人工作生活的面

貌，雖然只是社會環節中不起眼的一群，卻用熱情表演出最具色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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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dressing employee performance ,  IPA analysis of 

consumer prices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entence head to the stores in a hair salon employee performance , consumer 

price factors facets issues. To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 the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in 

the hairdressing salon shop for the study, 330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329 , response rate 

99% , and IPA and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s ,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ample data . 

   The study found that : ( 1 ) respondents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ose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ir salon and satisfaction two major factors , " store service quality " among " employee 

performance " factors are present significantly related ( 2 )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consumers having to store the emphasis on service qualit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 3 ) different 

consum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 which afterwards experience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4 ) 

to store service qu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IPA , can be learned " reserved 

status quo "," immediate improvement "and" importance " of the variables in each quadrant , 

providing the operator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investment in the right place , effectively en-

ha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17 OMC Hair & Beauty World Association of Taiwan Federation Lecturer 

2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Beauty Assistant Professor 

19 OMC Hair & Beauty World Association of Taiwan Federation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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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夏威夷傳統 Lomi Lomi 舞浪按摩之研究 

黃敏菁22 

摘要 

美麗的舞動藝術~Lomi Lomi 舞浪按摩   ~Ivy Huang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夏威夷傳統Lomi Lomi舞浪按摩，Lomi Lomi舞浪的按摩是一

種波利尼西亞傳統的按摩技術，Lomi Lomi舞浪按摩是最古老和最有力最深刻的形式之

一。Lomi Lomi意謂“把不需要的東西帶走，同時舒緩不同層次的壓力和緊張”。 

夏威夷按摩(Lomi Lomi Massage)在夏威夷是歷史悠久的按摩手法，它最大的特點

是並非單以指尖或手腕施力，而主要是以整個下手臂為接觸點推拉，或在身上打轉，由

於力度擴散，所以痛感亦相對地少。“Huna”一個基本假設是，人的一切都在追求和諧，

一切都在尋求愛的感覺。它是傳統的方式讓身心能量達成一致。Lomi Lomi 在夏威夷文

裡是揉捏按摩的意思 、運用溫暖的掌心與手軸柔密交替，如夏威夷舞HULA如浪一般的

韻律流動，游移按摩於身體各部位肌群 ，連續的舞浪韻律，時緩時急的能量流動，隨

著音樂配合掌心與手軸的交互施力觸壓，有效幫助身體深度放鬆，研究者因而稱之為

"Lomi Lomi舞浪按摩"手法。 

研究發現，Lomi Lomi如何融入按摩手法，那就是“愛的手”按摩，在按摩工作中

完全是由愛的觀點出發，與顧客是深刻和全面關注的焦點，用愛的雙手和一個內心充滿

愛的態度。這樣做的原因是，它連續輕輕在皮膚上按摩且深入到肌肉，流暢的接觸身體，

使顧客達到放鬆，愉悅。雖然技術上是按摩和相關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Huna”是萬

事皆謀求愛與和諧，運用愛的手將身體分為四個部分像呼拉舞般的節奏，舞動者藉舞動

帶來的力量，技術者使用愛的手與心深刻完整地關注著顧客的身體。這種流動的能量，

用拉長式的連續及流暢的接觸動作，結合愛的感覺，這種流動的能量，協助將其身體中

負面能量擺脫顧客的身體。Lomi Lomi訓練課程是以心為本的專業教育，使從事者為自

己和顧客創造一個安全神聖的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協助他人，大多數的按摩

師經常被常規教導必須要不斷的保護自己，避開可能從顧客而來的消極性負面能量，但

Lomi Lomi正好相反，顧客才是必須是被受影響的一方。Lomi Lomi舞浪按摩的基礎是必

須學會從愛的感覺的內心出發，通過溫暖的雙手連接和靈魂的一切生命之源增加愛，愛

和接受愛給予，包括容忍，寬恕，接受，同情，尊重和這麼多其他元素。強調唯有從事

者有著正向的觀念，加上獨特的按摩手法，將顛覆且開創美容的新一頁。 

 

關鍵詞：夏威夷、Lomi Lomi、舞浪、按摩 

 

                                                 
22康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專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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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美麗的舞動藝術~Lomi Lomi 舞浪按摩    ~Ivy Huang 
研究者自小習舞，熱愛芭蕾、民俗舞蹈，對於夏威夷呼拉舞的熱情實為著迷，而工

作上從事芳香療法、SPA按摩相關教學研究將近18年，研究在Lomi Lomi舞浪按摩是有別

於各式按摩手法，Lomi Lomi訓練課程是以心為本的專業按摩教育，使從事者為自己和

顧客創造一個安全神聖的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幫助他人，大多數的按摩師經

常被常規教導必須要不斷的保護自己，避開可能從顧客而來的消極性負面能量，但Lomi 

Lomi正好相反，顧客才是必須是被受影響的一方。這種舞動的能量，用拉長式的按摩，

連續及流暢的接觸身體各部位的動作，結合愛的感覺，協助顧客全身放鬆，並協助將其

身體中負面能量擺脫顧客的身體，運用愛的手將身體分為四個部分像呼拉舞般的節奏，

舞動者藉舞動帶來的力量，技術者使用愛的手與心深刻完整地關注著顧客的身體。 

Lomi Lomi舞浪按摩是以“Huna”一個基本假設，一切都在追求和諧，一切都在尋

求愛的感覺。Lomi Lomi這名稱如何融入按摩手法那就是“愛的手”按摩。它連續輕輕

在皮膚上按摩且深入到肌肉，流暢的接觸身體，使顧客達到放鬆，愉悅。有趣的是Lomi 

Lomi舞浪按摩教育中提及，人們普遍認為我們的“記憶”是存儲在我們的頭腦、大腦

中，其實並非單一如此種情況，實際上它還存儲在我們的身體的所有細胞中。因此，雖

然技術上是按摩和相關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按摩工作中完全是由愛的觀點出發，與

顧客是深刻和全面關注的焦點，用愛的雙手和一個內心充滿愛的態度。“Huna”是萬事

皆謀求愛與和諧。 

二、研究目的 

透過對於夏威夷Lomi Lomi舞浪按摩研究分析，因此本研究初步認為夏威夷Lomi 

Lomi舞浪按摩與正向心理學理念有其相關。Lomi Lomi舞浪按摩的基礎是必須學會從愛

的感覺的內心出發，通過溫暖的雙手連接和靈魂的一切生命之源增加愛，愛和接受愛給

予，包括容忍，寬恕，接受，同情，尊重和這麼多其他元素。其技巧在於發現人體充血

的區塊並分散它，運用不斷且平順的推壓，使人完全放鬆，協助人體細胞摒棄阻礙能量

流通的淤積及肌肉的緊繃。 

探討Lomi Lomi訓練課程是以心為本的專業按摩教育，使從事者為自己和顧客創造

一個安全神聖的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幫助他人，大多數的專業按摩師經常被

常規教導必須要不斷的保護自己，避開可能從顧客而來的消極性負面能量，Lomi Lomi 舞

浪按摩強調按摩技術雖然重要的，但是最優先的是愛身體，用直覺為顧客端施以“正

確”的按摩手法。重要的是要強調，技術者是傳達愛的能量正向流動，因此有利於顧客

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進而讓身體放鬆達到提升自癒復原能力。此研究發現將有別於目前

台灣美容相關課程的既有觀念，以其對於美容SPA、芳香療法、經絡按摩等相關未來教

學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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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夏威夷文化與精神 

夏威夷位在亞洲和北美洲之間的太平洋上。總面積 6,425 平方公里，還不到臺灣

的四分之一。整個夏威夷群島均是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大大小小島嶼，均位在北迴歸線以 

南，主要的八個島嶼分別是：歐胡島(Oahu Island) 、茂宜島(Maui Island) 、夏威夷

島 (Hawaii Island) 、可愛島(Kaai Island) 、莫洛凱島(Molokai Island)、拉奈島

(Lana Island) 、 尼豪島(Niihau Island)、卡胡拉威島(Kahoolawe Island)。 

一、歷史文化 

“夏威夷”一詞源於波利尼西亞語。公元 4 世紀左右，一批波利尼西亞人乘獨木

舟破浪而至，在此定居，為這片島嶼起名“夏威夷”，意為“原始之家”。最早發現該

群島的歐 洲人是西班牙的胡安蓋塔諾，而真正使夏威夷為世人所知的是英國航海家庫

克船長，他 於 1778 年登上夏威夷群島，揭開了夏威夷歷史上的新一頁。1810 年，卡

美哈美哈統一了夏威夷，建立了夏威夷王國。1819 年，卡美哈美哈去世，夏威夷同時

脫離舊石器時代，進入屬於水手、商賈、傳教士、移民的現代歲月。1820 年，卡爾文

教派的傳教士 的進入，使夏威夷人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習慣，徹底的進入了文明時代，

並能識文斷字。 經過千年來外來人口不斷進入這片綺麗大地，由玻裏尼西亞人建立的

王朝在 1898 年 8 月之納入美國版圖。二戰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政治經濟遊戲法則，

二戰結束後，夏威夷進入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夏威夷也正式加入了美國的，成為美國

的第五十州，別名阿囉哈州(The Aloha State)，首府為檀香山市(Honolulu)。在夏威

夷文化的代表還是太平洋上的波里尼西亞文化。一些傳統的服裝、歌曲、手工藝到處可

見。例如男士所穿著的阿囉哈襯衫(Aloha Shirt)，女士所穿的寬鬆連身洋裝 「姆姆」

(Muumuu)以及處處可見的花環(Lci)都是夏威夷傳統文化之一。 

二、夏威夷民族與島嶼歷史簡述 

夏威夷是多種文化彙集交融的大熔爐，它是美國種族最為多樣、人口最為複雜的社

會。夏威夷群島由8個火山島組成，分別是夏威夷大島、茂宜島、歐胡島、可愛島、你

好島、摩洛凱島、拉納島、卡霍奧拉韋島，其中你好島是夏威夷群島中唯一拒絶加入美

國的島嶼，全島為羅賓遜家族私人所有，禁止遊客進入。卡霍奧拉韋島上無水源，又被

稱為“死亡之島”，無人居住，也不可以參觀訪問。其他島嶼都有着豐富的旅遊資源和

鮮明的個性，它們用不同風格的活動和風景期待着你的到來。不管是古老民族村落的神

秘，還是清新自在的絶美自然景觀，誰都能在這裡得到自己期待的那個夏威夷。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為“多島” [nesia 希臘語意思是“島”] 的意思，是南太平洋

的主要部分；由北端的夏威夷、南端的紐西蘭和東邊的復活島構成一個大三角地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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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共有 130餘座島嶼，一般稱為玻里尼西亞文化圈(Polynesia Triangle)，圈內包括大

溪地、薩摩亞、東加等島。這些島上居住的多是擅長雕刻與舞蹈的玻里尼西亞人，因而

形成一種特殊的玻里尼西亞文化。 

十六世紀末開始，這些島嶼陸續被歐洲人發現，改變了原來的社會制度，有的成為

法屬海外領地，有的獨立成為國家，有的成為美國一州。如今玻里尼西亞人的混血狀態

很嚴重，大致上以白種人為主體，雜有黃色、黑色人種血統，現代文明使這地區傳統文

化或古老習俗很難復甦有鑑於此；1963年後期基督教聖徒們為了保存此一難得的原住民

文化，於是在夏威夷歐胡島的拉葉 (Laie)地區成立了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至今。 

以往大多數的玻里尼西亞民族沒有文字，他們都以舞蹈及音樂來反映心情及記載歷

史；如大溪地的草裙舞：是以熱烈的扭臀動作來表示迎賓的熱情、夏威夷的呼拉舞：則

是藉著舞者四肢如詩般的肢體動作來表達故事、薩摩亞的拍蚊舞反映出島上炎熱的氣

候，而紐西蘭的伸舌戰舞則代表了毛利戰士的英勇。 

(一)人口與語言 

在夏威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宣稱自己是混合民族(Mixed Ethnicity)，這

些人大部分都有夏威夷當地血統。其他來說，白種人跟日本人各占四分之一﹔菲律賓人

約佔12%﹔其他還有中國人、非裔美國人、韓國人、薩磨亞人(Samoans)、波多黎各人

(Puerto Rico)等。真正擁有 100%夏威夷當地血統的人，只佔總人口數還不到 1%。 在

夏威夷的統一通用語言是英文，通常在島上，很少會聽到居民用別種語言交談。 不過

夏威夷的英文，不僅融入了當地語言、各國俚語，以及其他外來語。 最為世人所熟知

的夏威夷問候語～Aloha 不管在生活與信念中，都對夏威夷人影響十分深遠。座落於夏

威夷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即是以Aloha精神來維繫著彼此。園區中，百般熱情的夏

威夷青年，不時獻上親切的問候，且熱情的分享他們家族的故事與驕傲。隨著時代的演

進與變遷，歷史悠久古老的家族，不再住在傳統的草屋(hale)中。但從40多年前玻里尼

西亞文化中心成立之後，許多的古老習俗與文化傳統再度興盛。不但可以看到傳統的夏

威夷藝術文化、音樂、呼拉舞表演，更可以深刻感受到玻里尼西亞民族熱情友善的Aloha

精神。 

(二)氣候  

整體來說，夏威夷的天氣很溫和宜人。由於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屬海島型氣候，終 

年有季風調節，溫度在攝氐 26 度至 31 度，冬天和夏天的溫度差距，大概只在華氏 7 

度以內。全年氣候晴朗，陽光普照，比臺灣乾燥。靠海地區的溫度，在華氏 68 度到 83 

度之間。降雨季節集中在 12 月到 3 月，到了夏天的時候，則多下短暫的陣雨。 每年

冬天大島上的夢奈拉利和摩納奇會下雪，夏威夷溫度最低的地方在摩納奇，只有攝氏零

下 11 度﹔摩納奇最高溫度是攝氏 18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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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威夷 Hula 呼啦舞起源 

Hula 舞蹈呼拉舞是草裙舞的別稱。說起夏威夷，人們就會想起草裙舞。傳說中第

一個跳草裙舞的是舞神拉卡。她跳起草裙舞招待她的火神姐姐佩萊。佩萊非常喜歡這個

舞蹈，就用火焰點亮了整個天空。自此，草裙舞就成為向神表達敬意的宗教舞蹈。 現

在，它已經變成用烏克麗麗琴伴奏的娛樂性舞蹈。夏威夷人並非將其視為一項單純的娛

樂，一段草裙舞可能是在追憶歷史、講述傳說、向神靈祈福或者讚頌當地的一位偉大首

領。 對於他們來說，草裙舞是無字的文學作品，是他們的生命和靈感。草裙舞的表情

當然是性感的，溫柔的，真誠的，激情的，情緒轉換也是重點。 

(一)呼啦舞有很多傳說，最為流傳的有三個傳說。 

傳說一： 1700年前，波利尼西亞人信奉最偉大的母親——火神佩萊爾,因為她不僅能給

人生命,還能為人照亮天空。 波利尼西亞人想方設法、竭盡全力虔誠地供奉祭祀佩萊爾,

然而難免還會有不周到之處。 每當這時,發怒的火神佩萊爾就會收迴光明,人們就生活

在黑暗之中。 生活在孤島上沒有燈光的波利尼西亞人最懼怕黑暗，四周的海水在黑暗

中十分恐怖，像一隻張著巨口隨時準備吞噬小島的怪獸。 為了取悅火神佩萊爾並與巨

嘴怪獸抗爭，企盼光明的波利尼西亞人走出草棚山洞，在火神能看得到的平坦的開闊地

上赤身裸體如痴如醉地唱啊跳啊。 他們勇敢頑強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信念嚇跑了巨嘴怪

獸；他們的舞姿和歌聲感動了火神。 [2]天亮了！ 大海溫柔了！ 波利尼西亞人勝利

了！ 從此波利尼西亞人就用這種扭動身軀舞動四肢的舞蹈方式祭祀火神。 幾百年來，

凡是來到夏威夷的移民不論其什麼宗教文化背景都對火神佩萊爾恭敬有加。 在夏威夷

火山公園裡有一尊火神佩萊爾的半身浮雕像，常有人在此供奉祭品或念念有詞地禱告懺

悔。 由於那時候白天人們只穿著用茅草編成一條條草簾式的短裙，因此這種舞就被稱

為草裙舞。 

傳說二：在波利尼西業 ，有個會跳草裙舞的舞神，叫卡拉達。 有一次，舞神卡拉達跳

起草裙舞招待她的火神姐姐佩萊爾。 佩萊爾看後，非常開心。 於是，佩萊爾喜歡上了

這個舞蹈。 為了討火神佩萊爾開心，土著波利尼西亞人走出山洞，一起跳草裙舞，火

神佩萊爾因此就用火焰點亮了整個天空。 自此，草裙舞就成為向神表達敬意的宗教舞

蹈。 納撒尼爾&#8226;埃默森把草裙舞稱為“打開心靈之門”。  

傳說三：夏威夷處在火山帶火山爆發給夏威夷土著人帶來震驚，他們是心有餘悸的。 於

是冥冥之中，認為他們的世界，乃火山女神所掌管。 於是他們編了一個舞蹈，來讚頌

“火山女神”的偉大，在瘋狂的原始呼號中，一群臉上塗著色彩的土著人，圍著熊熊的

篝火狂舞著。  

傳說顧然美麗，然而草裙舞卻一直由波利尼西亞人延續到今天，並且在今天發揚光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8%258D%2589%25E8%25A3%2599%25E8%2588%259E&usg=ALkJrhjsYRIl_PjFDRj25TCrBbfGVNnkoQ?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6%258B%2589%25E5%258D%25A1&usg=ALkJrhgZXQxFQmtUO3OhHGFS7t6oltvENQ?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4%25BD%25A9%25E8%258E%25B1&usg=ALkJrhgjYVQYzuDwLhAc4ID4x15JvOqQNQ?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8%2588%259E%25E8%25B9%2588&usg=ALkJrhimQQb02g4zi_AslPxlthzJ9BAQKA?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7%2594%259F%25E5%2591%25BD&usg=ALkJrhiGkhphLZYYU5phTK2Ju5YCQZsJaQ?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7%2581%25B5%25E6%2584%259F&usg=ALkJrhgM3lAHMISV_FHHuyCRtEgRT8yCFQ?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wiki/%25E5%2591%25BC%25E6%258B%2589%25E8%2588%259E&usg=ALkJrhhk67MNkgbWnxenmesFNnbSZFQ4ew#hdtop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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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裙舞和花環被稱為夏威夷兩大象徵。獨具特色的草裙舞以其古老的風韻、動聽的

樂曲、優美的舞姿和強烈的動感而聞名於世。它不僅是現實的藝術還有別具特色的歷史

淵源。 被稱為聖舞的草裙舞最初是夏威夷土著波利尼西亞人從大西洋馬克薩斯群島帶

來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 據傳說，草裙舞是波利尼西亞人祭祀火神佩萊爾時扭動身

軀舞動四肢的舞蹈方式。 幾百年來，凡是來到夏威夷的移民不論其什麼宗教文化背景

都對火神佩萊爾恭敬有加。 在夏威夷火山公園裡有一尊火神佩萊爾的半身浮雕像，常

有人在此供奉祭品或念念有詞地禱告懺悔。 由於那時候白天人們只穿著用茅草編成一

條條草簾式的短裙，因此這種舞就被稱為草裙舞。 火神特別喜歡草裙舞，第一個跳草

裙舞的卡拉達被譽為舞神 。 納撒尼爾，埃默森把草裙舞稱為“打開心靈之門”。 儘

管草裙舞是一種全身運動的舞蹈；但只有手部動作才真正表達舞蹈的含義。 據說在舞

蹈中表現戰爭場面會使一場未來的戰爭得以平息。 很多舞蹈都表達著人們盼望豐收的

願望。 幾個世紀以來，草裙舞的服飾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從草料到布料，從簡易到繁雜，舞蹈風格也日趨成熟。演奏舞曲只用一種古老

“Ukulele”(夏威夷語)樂器，是一種從外形上看很像吉他的四弦琴。“Ukulele”琴聲

如珠落玉盤，圓潤悅耳清脆動聽。  

最古老的草裙舞“hula kahiko”因其儀式性質，必須遵守特有的程序，最開始通

常是公開和未公開的pule﹙祈禱﹚或oli﹙吟唱﹚，接著是hula pahu﹙鼓﹚，以及較非正

式的hula IPU ﹙葫蘆﹚。 在每一段中，舞蹈也遵循嚴格的程序。 首先是獻給神祇的草

裙舞，接下來榮耀ali`i﹙酋長﹚，然後是讚美較低階層者的舞蹈。 最後，每一段都以

mele ma`i結束，這種讚美生產的舞蹈旨在確保人類種族和其傳統的延續，大地的多產，

ali`i不間斷的勢力，以及神靈的新生。  

第二章 Lomi Lomi 舞浪按摩起源 

Lomi Lomi舞浪的按摩是一種波利尼西亞傳統的按摩技術，Lomi Lomi舞浪按摩是最

古老和最有力最深刻的形式之一。夏威夷起源於 Kahu Abraham kawai巫醫家族，為居

民的一種療癒方式,流傳於玻里尼西亞的按摩風格，會發現每個島嶼地區發展出特有的

按摩風格， Lomi Lomi也一樣沒有制式的手法，但本質卻是相同的，目前流傳至島外的

sacred Lomi Lomi及temple style Lomi Lomi手法流暢度就略有差異，以前臂式流動的

按摩手法維護操作者的手及呵護顧客的身體，配合祈禱、冥想、呼吸並加深自我能量與

精神相連結來治癒尋求幫助的人，其療效性直到傳教士將西方醫學帶入夏威夷後，發現

當地人無論身心靈任何病痛依然尋求巫醫協助。  
那麼，Lomi Lomi舞浪按摩到底是什麼使得它如此特別，它是什麼?它是如何如何“操

作”與其他按摩不同，是從古代波利尼西亞人和夏威夷的更具體的操作者做出一個獨特

的專業按摩手法。要了解的Lomi Lomi的按摩深度，它有助於有夏威夷的哲學稱為Huna

的理解，和Huna的理念如何幫助人體達到放鬆療癒的效益。在夏威夷的“Huna”的意思

是“隱藏的”、“潛藏的”。 人類被引導到解開的神祕論，他們認為是什麼古代神秘

學校的教導 ，他們相信會啟發他們在這個時間表。 在現實的雙重性，信息隱藏 - 追

求 - 尋找真理。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baike.com/sowiki/%25E8%2588%259E%25E5%25A7%25BF&usg=ALkJrhhf9LnGY6sClF3EEUAkoiii_ueCZ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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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襲制的療癒方式，一直存在巫醫家族，早期的夏威夷傳教士認為當地的醫者對於

疾病及骨折的判定是準確的，但Lomi Lomi經過數年的政治動亂後，依舊維持著然而被

認定為異教徒的巫醫們，在一位部族長老Margaret Machado, 排除族群批判決定將家族

知識傳授給每位衷心想學習的人，無論他是否為夏威夷人！ 

原名kahuna意思是愛與陽光之手，與精神再連結，藉由冥想，祈禱、呼吸、能量及

有節奏與舞蹈般動作來移動手掌、姆指、指扣、關節與前臂，透過軟組織的觸動，從心

透過手與被按摩的人靈魂相連結，深深地傳遞給尋求療癒的人。Lomi Lomi的深度，要

先認識夏威夷人的哲學“Huna”。“Huna”，是因為它類似Kahuna這個詞，它被廣泛用

來指“夏威夷巫師”的現實是神話，隱喻和魔法的一部分。原著民的一致觀念是他們有

神秘的力量。 他們明白真相。原著民了解現實，夢想時間或錯覺。 從任何秘密教學是

找到幻覺背後的真相，因為這實際上漸變為黑色和出存在 - 靈魂返回的光。在夏威夷

詞典，“Huna”被引用，如“LUA Huna”的化合物，意為“隱秘的洞穴”。 洞穴代表

思想或意識 - 我們是誰的秘密，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 召喚我們所追求的，因為我們的

程序性事實的開始。 一切都沒有改變。 它具有所有已加強了較高的頻率意識和現代技

術來幫助我們找到真相。“Huna”一個基本假設是，一切都在追求和諧，一切都在尋求

愛的感覺。應該可以理解Lomi Lomi這最好的名稱中，如何融入按摩手法那就是“愛的

手”按摩。這樣做的原因是，它連續輕輕在皮膚上按摩且深入到肌肉，流暢的接觸身體，

使顧客達到放鬆，愉悅。因此，雖然技術上是按摩和相關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按摩

工作中完全是由愛的觀點出發，與顧客是深刻和全面關注的焦點，用愛的雙手和一個內

心充滿愛的態度。“Huna”是萬事皆謀求愛與和諧，運用愛的手將身體分為四個部分像

呼拉舞般的節奏，舞動者藉舞動帶來的力量，技術者使用愛的手與心深刻完整地關注著

顧客的身體。Lomi Lomi 在夏威夷文裡是揉捏按摩的意思 、運用溫暖的掌心與手軸柔

密交替，如夏威夷舞HULA如浪一般的韻律流動，游移按摩於身體各部位肌群 ，連續的

舞浪韻律，時緩時急的能量流動，隨著音樂配合掌心與手軸的交互施力觸壓，有效幫助

身體深度放鬆，研究者因而稱之為"Lomi Lomi舞浪按摩"手法。 

這種流動的能量，用拉長式的連續及流暢的按摩接觸動作，結合愛的感覺，協助顧

客全身放鬆，協助將其身體中負面能量擺脫顧客的身體。人們普遍認為的記憶、信仰， 

“記憶”為存儲在我們的頭腦、大腦中。其實並非單一如此種情況，實際上它還存儲在

我們的身體的所有細胞中。 

夏威夷人看待事物的能量而言，以下的想法，一個想法和信仰可以阻止能量流多達

可以肌肉緊張。Lomi Lomi有助於釋放負能量，而在同一時間給予的能量的新方向。這

樣的Lomi Lomi的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的經驗;這也有利於癒合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層面也

是如此。夏威夷人查看身體各方面為一體，並認為身體、心理、情感和精神是“整體”

自我的一部分 - 癒合的影響在一個水平上的時候，各個層面都受到影響。 

當缺乏和諧效果身體是痛苦的，不論是精神上還是情感上。疾病是緊張狀態從而導致阻

力阻止能量運動。Lomi Lomi 的幫助釋放這一點，在物理層次上，透過的 Lomi Lomi 按

摩可以將壓力和緊張都放鬆紓解，促進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動，並協助消除身體上囤積的

廢物和毒素，因此有利於身體自癒復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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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omi Lomi 舞浪按摩手法的特殊性 

Lomi Lomi 在夏威夷文裡是揉捏按摩的意思 、運用溫暖的掌心與手軸柔密交替，

如夏威夷舞HULA超浪般的韻律流動，游移按摩於身體各部位肌群 ，連續的舞浪韻律，

時緩時急的能量流動，隨著音樂配合掌心與手軸的交互施力觸壓，有效幫助身體深度放

鬆。於是，在一次的Lomi Lomi的按摩，會發生什麼？它是如何進行的？一個的Lomi Lomi

的開始，通常與從業者和客戶之間的寂靜，常與從業者的手在客戶端上輕輕地搭回去。

在這寂靜的施作者會悄悄說祝福禱告在按摩期間將壓力和緊張都放鬆紓解。按摩中給出

使用前臂以及手中在身體像海浪般流動般的按摩，如同舞蹈般有節奏的律動。有人形

容，這是像溫柔的海浪動全身的感覺。另一個特點是，在身體的不同部分可在同一時間

被按摩，例如一個臂或手可以工作的一個肩膀和另一方面可以工作在相對的臀部。這有

助於顧客完全的放鬆，因為大腦它極少其困難的是不可能在一次同時專注於兩個不同的

領域。雖然技術是重要的，優先級是愛的身體，用直覺所以按摩是“正確”的客戶端。

上表中的客戶端不被視為某人是固定的，但存在一個被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重要的是要

記住，技術者是傳達愛的能量流動，因此有利於顧客身體放鬆達到提升自癒復原能力。 

 

(一)溫柔的海浪動全身的感覺 

按摩中給出使用前臂以及手中流體，有節奏的運動。有人形容，這是像溫柔的海浪

動全身的感覺。另一個特點是，在身體的不同部分可在同一時間被按摩，例如一個臂或

手可以工作的一個肩膀和另一方面可以工作在相對的臀部。這有助於收件人在完全放鬆

的，因為它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極其困難的大腦專注於兩個不同的領域，在一次。由

於沒有工作領域孤立平衡與和諧的濃濃的實現。正如我剛才所說，雖然技術是重要的，

優先級是愛的身體，用直覺所以按摩是“正確”的客戶端。上表中的客戶端不被視為某

人是固定的，但存在一個被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重要的是要記住，醫生不癒合是重要的，

但主持人的癒合。 

技巧在於發現人體充血的區塊並分散它，運用不斷且平順的推壓，使人完全放鬆，

協助人體細胞摒棄阻礙能量流通的淤積及肌肉的緊繃。Lomi Lomi課程是以心為本的專

業教育，指導從事者為自己和顧客創造一個安全神聖的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

協助他人，大多數的按摩專業人員經常被常規教導必須要不斷的保護自己，避開可能從

顧客而來的消極性，但Lomi Lomi正好相反，顧客必須是被受影響的一方。 

 

 (二)感受大地賦予的生命力 

在身體和全身也有利於釋放能量，使身體柔軟，促進生命能量在接受自由和充裕的

流動。據“Huna”理念，能量也被擋在關節。在主體和關節的平緩旋轉平緩延伸，因此

也併入協助緊張的釋放和輔助能量的流動，再次不強迫，但感覺客戶電阻或舒適的水

平。按摩師還可哼聲在各個點的Lomi Lomi的期間作為上述振動和放大能量導致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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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堵塞的釋放。 

以舞蹈或呼啦舞動作，結合施作者的一連串一氣呵成Lomi Lomi的按摩重要的組成

方面。之所以圍著桌子轉呼啦類型的舞蹈，舞動是所有重要的實踐者和接受者內協助能

量流兩者，有助於保持所述能量在較高水平。這種結合呼吸的重要技巧按摩師也協助能

量流。共享歡喜的氣息，造物主或宇宙能量的本質，是一個古老的夏威夷定制，再次極

大地提高了能量流動。 

 

(三)冥想 

人們內心開始尋求能帶來心靈放鬆安適狀態的方式，冥想被視為是一個深奧、神秘

及有效減輕壓力的方式，如今在美國社會已成為主流。夏威夷Lomi Lomi課程內容包括，

冥想技巧，Ho'oponopono，吟唱聖歌和祈禱，並參觀毛伊島的最神聖的場所。夏威夷治

愈基金會還介紹Lomi的“伊犁”伊犁熱石療法的概念。通過結合使用加熱的石頭到您的

會話你的手的延伸，在體內保持張力。為了將正面能量導向客人，從事者心理及情感的

清晰，生理的韌性，在Lomi Lomi進行的過程中是極其重要的。冥想能帶給心靈祥和、

幫助紓解壓力與自我肯定許多研究發現冥想對於人體有許多影響和改變: 

1.內觀禪修，由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薩諸塞州總醫院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冥想在

大腦的特定區域增加灰腦質，並可能減緩自然老化過程中的大腦退化這一部分。該實驗

有 20個人進行密集的佛教「內觀冥想」訓練，另 15人則沒有打坐。腦部掃描顯示，那

些打坐的人在腦部負責注意力和處理感覺輸入訊息部位的灰質厚度有增加。一些參與者

每天打坐 40 分鐘，而其他人已經打坐多年。實驗結果顯示，腦厚度的變化依時間的冥

想時間的長短變化。厚度的增加在 0.004 和 0.008 英寸（0.1016 毫米- 0.2032 毫米）

之間。 

2.放鬆反應 

赫伯特本森博士-身心醫學研究所(Mind-Body Medical Institute)的創辦人，這個

研究所是隸屬於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幾個醫院。他報告說，冥想能引起一系列統稱為「放

鬆反應」的體內生化和物理變化。這放鬆反應包括代謝變化，心臟跳動率，呼吸，血壓

和大腦化學物質的變化。本森博士和他的團隊也在喜馬拉雅山脈的佛教寺院做臨床研

究。 

3.冥想的平靜效果 

根據在「心理學報」2006年3月的一篇文章，做冥想活動會讓腦電圖相關的活動放

緩。人類的神經系統是由副交感神經系統和交感神經系統組成，前者調控心臟速率、呼

吸和其他不自主運動功能。後者則是要喚起身體對劇烈活動作準備。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NIH）有寫下以下敘述：「目前有被認為，某些類型的冥想可能有效，這是由於冥想

減少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及增加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或者也可以說，冥想造成激發

活動的減低以及增加了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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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omi Lomi 舞浪按摩與正向心理學的關聯性 

Lomi Lomi 舞浪按摩強調按摩技術雖然重要的，但是最優先的是愛身體，用直覺所

以按摩是為顧客端施以“正確”的按摩手法。重要的是要強調，技術者是傳達愛的能量

流動，因此有利於顧客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進而讓身體放鬆達到提升自癒復原能力。    

Lomi Lomi 舞浪按摩是以心為本的專業教育，使從事者為自己和顧客創造一個安全神聖

的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協助他人， Lomi Lomi 舞浪按摩中顧客才是必須是

被受影響的一方，這與正向心理學有共同的趨勢正向心理是正確的心態：積極的心態

(positive mental attitude)是正確的心態，如信心、誠實、希望、樂觀、勇氣、誠懇

等，對自己傳送好的訊息，正向心理不脫離六種美德 - 智慧與知識、勇氣、人道與愛、

正義、修養、心靈的超越為了將正面能量導向客人，從事者心理及情感的清晰，生理的

韌性，幫助紓解壓力與自我肯定，在Lomi Lomi進行的過程中是極其重要的，對於人體

將有許多影響和改變。 

一、正向心理學的起源與發展 

根據正向心理學之父 Martin Seligman指出，個人若能發揮自己的強項於工作、家

庭、生活或休閒等等地方，將能夠更容易感受到真實的快樂與幸福感。另外，強項能夠

幫助我們認清自己，也同時幫助發展我們較弱的地方，得以強化我們的人生發展。正向

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近年來心理學發展的新趨勢，又稱為正面思考、或積

極思考。正向心理指遇到挑戰或挫折時，人們會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不斷的練習

改變思路，強化正向力量迎接挑戰。 

(一)正向心理的意義經仲秀蓮(2004)整理如下： 

1.正向心理是一種信念：正向心理不是為了要爭取名利或是權力，而是一種信念來克服

挫敗，並完成生命中具有價值及具創意的價值觀。 

2.正向心理是往好的方面想：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利用正向心理來探索原來被認為不是

有利的事情，例如最親愛的骨肉死亡時，也不需怨天尤人，而要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都

是良機的觀念。 

3.正向心理是相信自己具有潛能：天下終究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要封閉了這股每個

人心中都存有的－積極正向心理的能力。了解積極正向心理的驚人力量，就再也沒有什

麼值得害怕的事了。能夠克服艱難困苦的人，之所以被認為很堅強，是因為他們親身感

受到如何將潛能激發出來的秘訣，並且相信不論身處何處，只要相信自己，就能產生強

大的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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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向心理是正確的心態：積極的心態(positive mental attitude)是正確的心態，正

確的心態是由正面的特徵所組成的。比如信心、誠實、希望、樂觀、勇氣、進取、慷慨、

容忍、機智、誠懇與豐富的常識等，這些都是正面的。 

5.正向心理是對自己傳送好的訊息：真正成功的人是那些已學會敢面對人生挑戰，且能

把逆境中求勝的經驗傳送給自己的人。 

6.正向心理是運用長處與美德：正向的感覺來自長處與美德，當用到我們的長處及美德

時，良好的感覺會產生。Seligman(塞利格曼，美國心理學家)歸納整個世界橫跨三千年

的各種不同文化傳統，發現正向心理都不脫離下面六種美德 - 智慧與知識、勇氣、人

道與愛、正義、修養、心靈的超越。 

綜合上述，可知正向心態是面對問題、困境時處理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自己本來

就具有的潛能，相信擁有這種潛能，並運用長處解決問題，即是為正向心理的意義。 

二、正向心理學的特色 

(一)科學化的研究：建立一套以驗證為基礎的理論，分析和找尋人類的優點及潛能。 

(二)強調正面：推動正面的元素如樂觀、愉快和互愛等，發掘個人和社會的優點和品德，

追求正向的人生。 

(三)增強對抗逆境的能力：發掘、培養和發揮個人的長處和潛能，積極面對人生的壓力

和挑戰。 

三、正向心理的研究範疇 

正向心理學主要研究的範疇可分成三個重要的環節(The three pillars of posi-

tive psychology)： 

(一)正面情緒(Positive Emotion)：快感、自信、樂觀、滿足感、和平等等。能夠理解

怎樣可以獲得正面情緒對我們的生活有極大幫助。 

(二)能力(Abilities)、長處(Strengths)及美德(Virtues)：這些能力和長處包括：良

好的人際、社交能力、創造力、希望、勇氣、同情心、自制能力等等。近年流行的情緒

智商、逆境智商都是這個範疇的課題。能夠瞭解如何發展這些能力，長處及美德，對個

人建立正面的生活，甚為重要。 

(三)支持和發展人的能力及長處的各種支持系統或組織：家庭、學校、社會文化條件、

言論環境等。作為家長、老師、甚至政策制定人，都希望知道應怎樣締造有利和適切條

件，培養出正面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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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Lomi Lomi以心為本的專業教育，使從事者為自己和顧客創造一個安全神聖的

空間，使個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幫助他人，大多數的專業按摩師經常被常規教導必須要

不斷的保護自己，避開可能從顧客而來的消極性負面能量，重要的是要強調，技術者是

傳達愛的能量正向流動，因此有利於顧客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進而讓身體放鬆達到提升

自癒復原能力。正向心理學主要強調正面：推動正面的元素如樂觀、愉快和互愛等，發

掘個人和社會的優點和品德，追求正向的人生，這與Lomi Lomi 舞浪按摩強調最優先的

是愛身體，其次才是按摩手法觀點一致，增強對抗逆境的能力，發掘、培養和發揮個人

的長處和潛能，才能積極面對人生的壓力和挑戰，透過Lomi Lomi舞浪按摩傳達愛的能

量流動，使顧客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進而讓身體放鬆達到提升自癒復原能力。 

 

第四章 結論 

綜合研究內容發現，夏威夷Lomi Lomi是運用溫暖的掌心與手軸柔密交替，如浪一

般的韻律流動，游移按摩於身體各部位肌群 ，連續的舞浪韻律，時緩時急的能量流動，

隨著音樂配合掌心與手軸的交互施力觸壓，有效幫助身體深度放鬆，研究者因而稱之為

"Lomi Lomi舞浪按摩"手法。以人的一切都在追求和諧，一切都在尋求愛的感覺，傳達

愛的能量流動，有利於顧客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在美容芳療師操作時，將正面能量導

向客人，從事者心理及情感的清晰，生理的韌性，在Lomi Lomi舞浪按摩進行的過程中

是極其重要的。從事者應屏除顧客傳導負能量之觀念，應導入正向心理學的觀念，正面

心理學重要範疇是提升正面情緒，發展有效達至及維持正面情緒的方法，若從事者以個

人能先幫助自己爾後協助他人，以正能量流動影響顧客，而非擔心害怕避開可能從顧客

而來的消極性負面能量觀念。Lomi Lomi 舞浪按摩強調的是"愛"，用"正向"的觀念，為

顧客端施以“正確”的按摩手法。重要的是要強調，技術者是傳達愛的能量流動，因此

有利於顧客在返回到協調和平衡進而讓身體放鬆達到提升自癒復原能力。其中強調正

面，推動正面的元素如樂觀、愉快和互愛等，發掘個人和社會的優點和品德，追求正向

的人生。根據正向心理學Seligman(2002)的看法，我們可以朝向下列三個目標邁進： 

一、 快活的人生 (Pleasant life)：能夠成功在生活中獲得各樣正面的情緒，包括快

樂、自信、平靜、滿足等，便是快活的人生；故此，正面心理學其中一個重要範疇是研

究各種正面情緒，透過實證研究，發展有效達至及維持正面情緒的方法。 

二、 美好的人生 (Good life)：除了追求快活的人生外，我們如果能夠在各種生活的

重要環節上(包括家庭、人際關係、工作、子女管教等)運用我們個人獨特的長處和美德，

我們便可以達至滿足和美好的生活。可以說，建立長處和美德是達至美好生活的必要階

梯。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41 
 

三、 有意義的人生 (Meaningful life)：在快活的人生和美好的人生之上，我們更可

以追尋有意義的人生。根據沙尼文博士的看法，能夠運用我們個人獨特的長處和美德，

達至比我們個人更大的目標，生活便更有意義。 

Lomi Lomi意謂“把不需要的東西帶走，同時舒緩不同層次的壓力和緊張”，期許

未來再"Lomi Lomi舞浪按摩"手法教學，在"愛"的情感基礎之上，融合冥想、呼拉舞蹈、

正向心理學、芳香精油等，強調對顧客全面性關注的專業課程，跳脫美容按摩手法之教

育觀點，以愛與正向為出發點，也唯有從事者有著正向的觀念，正能量流動能量導向，

加上獨特的按摩手法運用溫暖的掌心與手軸柔密交替，如浪一般的韻律流動，將顛覆且

開創美容嶄新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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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Hawaiian Lomi Lomi Dancing Waves Massage 

of Research 

Huang Min-Ching23   

Abstract     

Beautiful dancing waves dancing arts ~ Lomi Lomi Massage ~ Ivy Hua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Hawaiian Lomi Lomi 

dance waves massage, Lomi Lomi massage is a wave of dance Polynesian traditional 

massage techniques, Lomi Lomi massage dance wave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t profound form. Lomi Lomi means "the unnecessary things away, 

different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relieve stress and tension." 

    Hawaiian massage (Lomi Lomi Massage) in Hawaii is a long history of massage, 

its greatest feature is not alone in urging a fingertip or wrist, but mainly 

for the entire lower arm sliding contact point, or spin in the body, due to the 

efforts diffusion, so pain is also relatively small. "Huna" A basic assumption 

is that all people are in the pursuit of harmony, all are looking for love. It 

is the traditional way to mak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energy agreement. In the 

Hawaiian Lomi Lomi massage in a kneading means, using warm soft palm and hand 

axes alternately dense, such as Hawaii HULA dance rhythm as the waves flow in 

general, wavering massage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muscles, successive waves 

of dance rhythm, when rapid relief of energy flow, interaction with the music 

with the contact pressure urging palm and hand axes, effectively help the body 

deep relaxation, the researchers thus called "Lomi Lomi Dance Waves Massage " 

tactics. 

   The study found, Lomi Lomi massage that is how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ve 

hands" massage, the massage work entirely depart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ove, and the customer is the focus of deep and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loving 

hands with love and a heart attitude. .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t continuously 

and gently massage the skin and deep into the muscle, smooth contact with the 

body, allowing customers to relax, pleasure. Although technically an important 

part of massage and related methods. "Huna" is everything all seek love and 

harmony, love using hand the body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like hula 

dance-like rhythms, dancing by the dance who bring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use the hand and heart of love profoundly complete concerned about the customer's 

                                                 
23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Beauty Assistant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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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This flow of energy, with elongated type of continuous and smooth touch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feeling of love, this flow of energy to help their 

body get rid of negative energy in the body of the customer. Lomi Lomi training 

course is the heart-centered therapeutic education so that those working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ustomers to create a safe sacred space in which individuals 

can help others to help themselves later, most of the masseurs are often necessary 

to keep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s protect yourself, avoid negativity negative 

energy may come from the customer, but Lomi Lomi contrary, the customer is to 

be affected party. Lomi Lomi massage is based on the wave dance must learn from 

the inner feeling of love, and everything connected to the source of life and 

soul by warm hands increases love, give love and receive love, including 

tolerance, forgiveness, acceptance, compassion, respect and so many other 

elements. Emphasized that only those who had engaged in a positive concept, with 

a unique massage, beauty subversion and create a new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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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從韓國美妝產業發展探討台韓美容高等教育之差異 

林子強24    林丞芸25 

摘要 

在 2014 年，韓國一舉超越日本，成為繼法國、美國、德國、英國和義大利之後，

世界第六大化妝品出口國。時尚界流傳一句「法國香水，韓國粉」，也道出韓國美妝產

業進軍全球的企圖心與實力。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近年來因韓劇及偶像團體所帶動的韓

國美妝產業(K-Beauty)發展過程中，是否也連帶影響了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的發展，藉以

作為台灣美容高等教育發展的參考與借鏡。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研究顯示，韓國美妝產業邁向全球化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四：

包括國家政策的扶植、市場導向的行銷、文創產業的帶動，以及國外市場的開拓，而這

些因素同時也影響了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的發展。比較台韓美容高等教育的差異，研究發

現，台灣美容高等教育在系科與課程發展上較韓國完備，課程也較多元，並朝向整體的

時尚造型設計發展，但與產業的連結有待加強；韓國美容高等教育則因為市場的需求而

成為顯學，而技術的強化與國際化的程度也成為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美容產業是非常強調技術實用性及市場需求性的產業。「人才是產業的

核心，但市場卻是產業成敗的關鍵」，美容高等教育的成功與否，學校除了系科與課程

的多元化發展外，如何與產業密切合作提升技術與產品、協助政府強化對美容產業的重

視，擴大市場的整體需求，才能讓更多的學生投入這個領域。 

 

關鍵詞：美容高等教育、台灣美容教育、韓國美容教育、美妝產業、比較教育 

ㄧ、前言 

韓國與台灣過去同為亞洲四小龍國家，產業性質與發展模式最為相近。但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選擇了與台灣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方面以「國家主導型經濟」

傾國家之力造就幾個有強大競爭力的企業，藉以進入國際市場與大國企業競爭；另一方

面，則透過「產業結構調整」由過去被稱為硬實力的工業型產業轉向軟實力的文化型產

業發展(林子強，2005)。這項產業轉型計畫自 1999-2001 年開始進行，第一波的文化型

產業以電影、電視及線上遊戲三大產業為主，並以此作為協助韓國觀光旅遊業發展的基

                                                 
24
 菲律賓西南大學休閒管理教育博士候選人，崇右技術學院時尚造型設計系兼任講師 

25
 大漢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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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這些影視作品中，都可看到韓國文化及旅遊景點的置入。從 2001 年開始，韓國

政府以三個三年計畫，發展時尚設計產業，其中包括美容產業與服裝產業，韓國期望將

這些傳統的基礎工業轉型為精緻產業。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南韓傳統產業發展並不理想，但美妝產業卻一枝獨秀成長了 10 倍。曾是南

韓經濟重要支柱的造船與製造業漸趨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美妝產業的蓬勃發展(Schaefer, 

2015)。美妝產業隨著韓國影視文化及藝人普遍受到歡迎，更受惠於亞洲消費者購物能

力而大幅成長。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近年來因韓劇及偶像團體所帶動的韓國美妝產業(K-Beauty)轉

型成時尚產業發展過程中，是否也連帶影響了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的發展，以期作為台灣

美容高等教育發展的參考與借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比較教育研究法，探討韓國美容高等教育在美妝產業帶動下，目前在系

科發展的重點，分析其優缺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並與台灣美容高等教育進行差異分析。

運用比較教育研究法，主要來自全球化的影響，而台灣在一陣哈韓風潮中，也對韓式美

容彩妝開始重視與學習，這樣的流行趨勢是否也對台灣的美容教育造成影響，是本研究

關心的議題。比較教育研究法剛好提供了從不同的角度尋求教育問題解答的方式，使得

各國研究者也紛紛透過比較教育研究，來改善或修正本國的教育功能。 

比較教育研究法的廣泛運用，主要在於其「實用」價值，其特性在於：比較教育是

探討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間的比較研究，具有國際性(林清江，1983；沖原豐，1991；

Wolhuter, Kamere & Biraimah, 2008；Mbozi, 2010)；二是比較教育研究，比較的時段是

以「現在」為中心點(沖原豐，1991)。 

貝瑞岱(Bereday, 1964)認為比較教育可以「自各國教育制度異同尋求意義、找尋比

較教育學科的知識根基，以及對於教育實施與社會科學做出貢獻。」所以，汲取外國教

育經驗作為本國教育改革的依據、成為教育決策與教育實踐改進的工具以及瞭解與比較

各國教學作為改進教學之參照，就成為運用比較教育研究法的目的。貝瑞岱的比教研究

方法，主要以「描述」、「解釋」、「並排」與「比較」四階段進行分析。描述以文獻

資料的蒐集分類為主；解釋是將資料的內容、產生的原因以及代表的意義與影響做詮

釋；並排則是將前兩階段的資料分類或系統化的整理；比較則是透過前項分類資料的分

析、驗證、修正來獲得結論。而上述步驟使比較教育研究的功能，具有實證的效果。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乃是指將兩種以上的不同現象、事物或制度進行比

較分析，以判別其特徵、異同或優劣的一種研究方法。比較教育研究的對象又可分為「時

間」與「空間」兩個向度，所謂時間向度的比較研究又可稱為歷史的研究或跨時期式的

比較研究，是將兩個不同時期的教育制度進行比較；而空間向度的比較研究又可稱為橫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47 
 

面式的比較研究，是指對兩個「地區」以上的教育制度或問題進行比較研究，它又可細

分為三種類型：即國家與國家間的比較、跨國地區與跨國地區間的比較、某國內地區與

該國另一地區間的比較。本研究則是以台灣與韓國兩個國家間的美容高等教育進行比較

研究。 

二、文獻探討 

韓國在2004年由《大長今》創造了全球流行的韓食風潮(K-Food)。到了2014年，則

透過《來自星星的你》一劇將韓國美妝及時尚產業推上高峰，創造了「韓式美妝

(K-Beauty)」的新紀元。韓國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繼法國、美國、德國、英國和義大

利之後，世界第六大化妝品出口國。被稱為K-Beauty的美妝產業已經成為韓國經濟增長

的新動力。韓國政府選定美妝產業發展的主因是這項產業不太單一經濟環境的影響，且

全球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因此政府有計畫的集中發展。而美妝產業的跳躍式成長，也遠

超過韓國政府原來的規劃與期望。 

(一).韓國美妝產業發展現況 

韓國政府針對美容與化妝品產業制訂了三個三年計畫，2001到2003年第一個三年計

畫，是將美容產業由基礎產業提升為精緻產業；2003到2006年則致力於產品的研發設計

與改善；2006到2009年則著重品牌創造與海外行銷。這持續9年的產業發展計畫，讓韓

國美妝產品的海外銷售額，從2001年的9,600萬美金，到2010年增加到6億9,900萬美金，

足足成長了六倍。 

在2013年，韓國美妝產品生產規模為7.1萬億韓元，市場規模為15萬億韓元，排名全

球第十一位。當時的韓國保健福利部與食品醫藥安全處在名為「化妝品產業中長期發展

計畫」的發佈會中宣佈，希望在2020年將韓國的化妝品生產規模擴大至15萬億韓元(約

新台幣4,500億元），出口增至60億美元，期望韓國躍升為化妝品產業的全球第七大國，

但韓國政府的期望卻超乎預期的提前六年實現。 

南韓美妝產業主要以愛茉莉太平洋集團(Amore Pacific Corp)為市場主要領導者，也

被公認為是韓國化妝品產業最大的推手。1945年創立的愛茉莉集團是韓國最大的化妝品

公司，在韓國市佔率超過40%，旗下目前有20多個品牌。2014年，愛茉莉集團的銷售總

額為4.7萬億韓元，海外銷售額從2011年的3,272億韓元上升到2012年的4,226億韓元，2013

年為5,447億韓元和2014的8,325億韓元。據《彭博社》資料顯示，旗下擁有蘭芝、韓律、

雪花秀等品牌的愛茉莉集團，2014年淨利成長42%，股價飆升158%，是全球美妝產業中

漲勢最凌厲者，韓國美妝產業的發展史幾乎等同於愛茉莉的發蹟史。2015年，美國知名

財經雜誌《福布斯》將愛茉莉集團評選為「全球100家最具創新力企業」第28位，將原

本居世界第4名，全球第84名的美國化妝品公司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遠遠甩在了

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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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韓第 2 大美妝品牌樂金集團(LG Household)，旗下擁有后、歐蕙、伊諾姿

等品牌，2014 年股價也上漲 75%。而 2015 年漲勢最強勁的則是上漲 486%的韓國化妝

品公司(Hankook Cosmetics 或譯為韓泰化妝品公司)，旗下也有艾三、名方等品牌。韓國

目前也是全球第三大化妝品代工國，2013 年化妝品產值達 73 億美元，化妝品製造商超

過 800 家，生產品項達 87,000 多種。在產品研發、包裝設計、精密製造均占全球一席之

地。2014 年上半年南韓國產化妝品出口更達到 7.95 億美元(約 239 億台幣)，創下自 1995

年以來的新高紀錄。 

(二).韓國美妝產業成功因素 

南韓與台灣在產業發展同屬「選擇性介入」模式，意指政府在選擇經濟發展策略上

扮演重要角色。1960 年代，韓國依循日本的發展路徑，採取「財閥成本優勢化」策略，

「財閥」在韓國稱為 chaebol，其型態和日本的「財閥」(zaibatsu)類似。主要是藉由幾

個重要財團，以代工作為產業發展的主軸，透過規模經濟的效果累積資本及技術。但是，

經歷過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政府深刻體認不能單靠重工業來支撐經濟，還需

透過「知識型產業」來提升國家競爭力。1998 年成為韓國產業轉型的策略轉折點(strategic 

infection point)，政府成立專責機構全力發展知識型產業(林子強，2005；金美德，2013)。

本研究分析，韓國美妝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KSF)主要歸納有四項： 

1.國家政策的扶植 

韓國政府認為美妝與時尚是全球市場需求性高的產業，於是開始計畫性扶植。首

先，為了拉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準差距，將研發投資比重提高到生產規模的4%，

同時增加在原料、功能等基礎技術的投資。為了強化出口貿易，韓國也計畫在2016年前

培養400名出口專業人士和2000名GMP(優秀醫藥品製造管理基準)的專業人員。此外，

為了積極進軍海外市場，也將在東南亞、中東、拉美和歐洲地區開設美妝旗艦商店，針

對不同國家搜集相關資訊提供給企業。保健福利部與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計畫，在推進產

業發展的同時，也將充分反映美妝產業的需求。希望業界通過經營體制改革提高出口比

重，增加研發投資打造具全球競爭力的名牌產品。 

1998年開始，韓國政府首先將文化產業、數位內容及影視產業作為第一波的發展主

軸。這些努力在2004年韓劇《大長今》熱銷全球時得到了產業轉型發展的第一個具體成

果，大長今成為韓國有史以來最賺錢的連續劇，該片外銷授權金超過9億新台幣，同時

也將韓國文化產業推向全球，開啟了韓流(K-Culture)、韓潮(K-Style)或江南風(Gan-Gnam 

Style，江南為韓國流行時尚指標地區)的全球瘋潮。 

2014年，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更將韓國美妝及時尚設計產業推上高峰，宣告韓國

時尚設計產業將與國際接軌，正式成為全球化的產業，並以韓國東大門為新創基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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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知名建築師扎哈．哈蒂(Zaha Hadid)設計的東大門設計中心(DDP, Dongdaemun Design 

Plaza)也在2014年3月21日開幕，使原本的服飾集散中心升格為時尚研發中心。而DDP的

另一個意涵就是夢想(Dream)、設計(Design)與實現(Play)，代表著韓國政府對時尚設計

產業的夢想不僅已經開始，而是確切的落實。 

2.市場導向的行銷 

韓國政府在1960年代以後，為本土化妝品建立了一些技術規範，其化妝品立法和標

準及整體安全性甚至超過了歐美及日系產品。1980後，韓國化妝品業開始研發安全性

高、穩定性高、療效高的產品，以技術提升為產業目標。此外，韓國人在化妝品的外觀、

標誌、顏色等設計上也走向精緻與時尚。1990年開始，韓國化妝品不僅贏得了本土消費

者的青睞，也使得整個全球化妝品市場為之側目。 

韓國美妝產業的成功，是韓國企業充份掌握消費趨勢的能力，以及對消費者感受的

重視程度，因應這些需求所採取的市場導向行銷策略。韓國人最早意識到了亞洲人不同

於歐美人的皮膚特點，針對這些特點致力於功能性護膚品的研究，最終依靠提供抗皺、

抗衰老和增白功能的產品，成功地佔據了本土護膚品市場的主流地位。無論是從產品的

開發、外觀的設計還是在產品的使用方面，韓國企業都在不斷地對他們的消費者進行分

析和研究，充分考慮消費者意見和潛在需求。 

在產品研發過程中，韓國廠商也特別注重消費者的感受，從店面的裝潢設計到商品

的包裝設計便可見一斑，韓國人對於外在條件要求十分嚴格，追求完美，讓時尚圈有所

謂「法國的香水、韓國的粉」的說法，韓國美妝產業也逐漸獲得國際市場的肯定。 

3.文創產業的帶動 

三星經濟研究所曾把韓流行銷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透過韓國的電影、電

視、音樂及偶像團體吸引國內外消費者粉絲的注意，進而喜歡韓國商品並採取購買行動

(金美德，2013)，可見文創產業在韓流行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10年開幕，位於坡州

出版園區的愛莉薇絲麗美麗城(Skin Anniversary)，被《金氏世界紀錄》列為全球最大美

容中心，是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容產業基地，也是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容護膚中心，佔地約

4,500坪、同時可容納2,000多人使用的設備，10間超大美容室，更可為300位客人做臉部

保養服務。複製如同精品暢貨中心(outlet)的「一站式」(one-stop service或total solution)

美容服務模式，也將成為韓國美容發展趨勢(Cammarano et al,2010)。 

美麗城所在的坡州園區，全名為「坡州出版文化資訊產業園區」，位在南韓的京畿

道，距離首都首爾西北邊38公里，離板門店僅有20分鐘車程。確切來說，就是位在北緯

38度南北韓交界附近。台灣城邦出版集團編輯總監鄭林鐘形容坡州為「在戰爭前線的邊

陲，開出燦爛的文化花朵；用癡人說夢的熱情，打造出版的奇蹟。」在一個隨時會開戰

的地方，建築文化城，如果沒有熱情與理想，這樣的奇蹟是不會出現的。韓國政府對文

化產業的重視程度以及文化相關部門每年所撥出的充足預算讓人稱羨。而原本是文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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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的園區也將美妝產業納入，使其成為重要發展基地。 

4.國外市場的開拓 

政府與企業聯手開拓海外市場，也是韓國的強項。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消費者成為

南韓美妝產業發展一大助力。根據南韓政府資料，2014 年前往南韓的中國遊客成長 42% 

至 610 萬人；大和證券分析指出，2013 年的觀光客消費預算中有 70%都花在購買美妝

產品，與歐美品牌的美妝產品相較，南韓產品更貼近亞洲消費者的需求，是產業前景一

大正面因素。韓國美妝產品能順利打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原因，包括價格的競爭優勢、產

品適合亞洲人膚質，以及設計上大量融入中國元素，如象徵高貴的鳳凰、象徵福氣的桃

子、象徵冰清玉潔的竹子等造型，很受中國消費者的喜歡。 

韓國美妝產品，不僅順利進軍中國市場，也逐漸開拓了海外市場。世界時尚之都的

紐約曼哈頓以及法國法波馬舍百貨也進駐進了韓國美妝商品。專家及分析師普遍認為目

前「韓潮美妝(K-Beauty)」熱潮還會持續下去，關鍵在於韓國對於進軍國際的企圖心與

執行力，從近年韓國對於「品牌形象」和「品質管理」的堅持也就不難看出。(吳宗鐸，

2015；黃欣，2015；Kathy, 2015)。 

不過，韓國化妝品的整體技術能力雖然已達到法國與日本 80~90%的水平，並在中

國市場取得了良好的業績，但是美妝是注重形象和品牌的產業，而價格競爭與成本競爭

等原因可能讓原本的優勢瞬間衰落。韓國業者對目前美妝產業的成就仍戰戰兢兢，不敢

一絲鬆懈(吳宗鐸，2015)。台灣化妝品市場向來為日系品牌的天下，有近三成化妝品是

從日本進口。但 2014 年受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及韓國流行文化影響，帶動韓系化妝

品在台熱銷，去年南韓化妝品進口值大增四成，居各國化妝品之冠；日系化妝品進口值

則減少 4.6%，出現「韓流當道，日系退燒」情況。 

三、台韓美容高等教育之比較 

洪久賢(2003)教授過去曾發表《從日本美容科技教育反思台灣的美容教育》一文，

以「美學(esthetic)」代表美容教育，讓美容教育從髮妝的技術層次或化妝品的科學應用

層次，提升到美學藝術的層次。鄭富元與平島愛子等人(2012)也在《論人類美容史》文

中，用「美學(aesthetics)」的層面探討美容的發展歷程。 

(一).美容高等教育 

美容產業的發展歷史悠久，而近代美容產業的興起，通常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開始

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臻富裕。台灣經濟在60年代開始發展，美容產業也隨之興盛，

而美容人才的培養與教育也受到政府的重視。教育部在民國62學年就在高級職業學校創

設美容科，讓美容教育納入正規教育體系，這對於傳統師徒制的美容教育產生重大的影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51 
 

響。隨著美容從業人員的增加及消費者對美容服務專業需求的提升，教育部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於81學年核准於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籌設二專部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於82學年

正式招生；二技部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則接續於84學年成立。 

美容高等教育，係指「在技術校院中的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化妝品應用系、美容

系、美容造型系、美容造型設計系、時尚美容系、時尚造型系、時尚造型流行系、流行

設計系等(王惠美，2010)」。而美容教育的英文名詞則因系科的多元化而有所不同，有美

容科學(beauty science)、化妝品應用(applied cosmetology)、美容保健(health and beauty)

及時尚造型設計(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等為名。而傳統多以美容科學(beauty science)

來含括，國外課程則多以美容與水療(Beauty & Spa Therapy)為名。本研究主要探討韓國

美妝產業對美容高等教育的影響，而韓國美妝產業受到文化產業影響甚深。本文也藉由

美學文化的層面來剖析美容教育發展，故以美學(esthetic)一詞來代表美容教育。 

(二).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發展 

韓國有各種類型的高等院校，有四年制學院和大學、四年制師範學院、兩年制專科、

廣播函授大學、電視大學以及二至四年制相當於大學的各類學校。大學和學院共 161 所，

在校學生人數約為 138 萬人。韓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高中畢業生就讀大學的比例，從

90 年代初的 40％，達到 2008 年 84％的高峰，之後又開始下降(陳竫詒，2013)。韓國美

妝產業近年來在世界上已有名氣，由於專業及就業前景看好，且各大學還提供許多實習

機會，讓許多國際學生慕名而來。韓國設有美容相關系科的大學校院整理如下： 

 

表 1：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系科 

相關系科 學    校    名    稱 系科 

美容藝術 

(美容設計) 

1建國大學(全韓排名16)、*2西京大學(排名50)、3昌信大學、4高句

麗大學、*5光州女大、6南部大學、7安養科大、8東明大學、9東

信大學、*10貞華藝大(2系)、11湖南大學、12同德女大a、13忠清

大學、14首爾文化藝大、15首爾綜合藝大、16明知專大、17正花

藝大a、18湖南大學、19大德大學、20佑菘學院、21惠川大學(美甲)、

22國際大學、23水源女大、24東園大學、25東首爾大學 

26 

化妝品應用 1牧園大學、*2大邱韓醫大學a、3正花藝大b、4惠川大學(a化妝品)、

5安陽科大 

5 

美容保健 

(皮膚保健） 

1同德女大b、2大田大學、3永同大學、*4大邱韓醫大學b、5南首

爾大學、6釜山科大、7正花藝大c、8三育保健大學、9東江大學、

10西永大學、11惠川大學(b皮膚管理)、12京仁女大、13乙知醫大、 

13 

造形設計 1佑菘大學、2圓光大學、3大邱保健大學(形象設計) 3 

醫療美容 1建陽大學 1 

*個案分析之學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韓國各大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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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42校48系科規劃可區分為「美容藝術」、「化妝品應用」、「美容保健」、

「時尚造型設計」及「醫療美容」五大類別(圖1)。韓國以「美容藝術」相關系科名稱佔

54%最多、美容保健27%、化妝品應用11%、時尚造型設計6%，以及醫療美容2%。可見

韓國美容教育仍以技術能力本位為主，較特殊的是醫療美容及韓醫美容系科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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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共42校48系科 (資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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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系科分類統計 

本研究並挑選四所具有美容教育發展歷史或系科特色的學校做為個案分析，進一步

來瞭解韓國美容高等教育的教學特色以及未來發展方向，藉以比較台韓在美容高等教育

上的差異。個案學校分別是光州女子大學的美容科學系、韓醫大學的韓方皮膚美容學及

化妝品藥理學系、貞華藝術大學的美容藝術、彩妝美容系以及西京大學美容藝術學系。 

1.光州女子大學的美容科學系 

1992 年成立的光州女子大學(Kwangju Women's University)，1997 年升格為綜合大

學，成為女性人才培養的搖籃，強調實用性的治學理念，在南韓被譽為「職業女子的軍

校」。而學校美容科學在南韓更是首屈一指，是南韓最早擁有美容專業及美容護膚沙龍

的大學，早期有近 80%的大學及高職美容老師均出自於該校。學校教授均從事美容學術

研究和教育多年，擁有豐富的教學及經營企業的實戰經驗，在南韓美容業享有盛譽。 

光州大學美容科學系強調專業及實用性，目前擁有美容大專生、本科生、碩士生、

博士生、在職等多種學歷教育。主要課程包括：美容學概論、美容色彩學、皮膚管理學、

公共保健學、美甲學、美甲繪畫學、化妝學、化妝品學、美髮設計學、美髮染色學、皮

膚管理、美髮實習、美容經營學。課程注重實際操作，實習機會很多。 

2.大邱韓醫大學的韓方皮膚美容學及化妝品藥理學系 

韓醫大學(Daegu Haany University)是一所以韓醫教學為特色的大學，建於1981年。

韓醫大學設有韓醫學院、韓醫藥生產學院、保健醫療學院、社會福利學院以及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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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學院五個院系，是韓方產業國際化醫藥加工專業人才的培訓基地。 

該校設有各種有關韓醫的學科專業，如韓醫預科學、護理學、韓醫製藥、韓藥資源、

韓藥與飲食調理、化妝品藥理學、韓方皮膚美容學、保健學、醫療經營學、韓方運動醫

學、臨床病理學等特色學科，特別是設立了全國第一所化妝品生產與韓醫學相結合的學

校企業。大邱韓醫大學近三年來的就業率一直保持在韓國大學就業率的前20名。韓國韓

醫藥臨床考試中心就設立在韓醫大學，在韓國傳統韓醫界中享有重要地位。該校與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建有合作關係。    

3.韓國貞華藝術大學的美容藝術系及彩妝美容系 

貞華藝術大學(Jeong Hwa Arts University)也是韓國具代表性的美容教育學校，成立

於 1951 年韓戰時期。創辦人權正希女士在戰亂中，體認到的職業教育是韓國女性建立

社會地位唯一的基礎，因而創辦了貞華學院。由於校友在韓國美妝產業中傑出的表現，

奠定了其在韓國美妝產業的領導地位。2008 年升格為藝術大學，目前該校有兩個校區，

學生總數約 2,300 名，其中約 1,600 名(近 70%)學生就讀於美容藝術學院。 

該校美容藝術學院分兩系，美容藝術系以美容彩妝、特效彩妝及美容美甲為主；彩

妝美容系則以肌膚保養的美容保健為主。除了特效彩妝外，基本上仍以傳統美容造型的

專業為課程主軸。而特效彩妝被列為重點項目，主要也是因應學生未來畢業後，可能進

入戲劇、影視等行業的需求。貞華藝術大學也積極開拓海外市場，在亞洲臨近國家開辦

短期美容證照課程，希望提升海外知名度，增加海外留學生赴韓學習的人數。 

4.韓國西京大學的美容藝術學系 

西京大學(Seo Kyeong University)和貞華藝術大學一樣，近年來都積極朝向國際化，

並尋求海外合作機會，與國外學校建立良好互助合作與加強技術交流。該校和台灣學界

互動頻繁，與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明道大學、台北莊敬高職都有交流合作。 

西京大學為韓國最為創新的美學藝術大學，設有全球首創美容時尚研究所碩士班，

及號稱全球第一個成立的形象美學造型博士班。該校認為美容已從過去具有實用的基礎

科學，慢慢成為美學藝術，未來將朝向專業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綜合藝術領域。美容

藝術教育包括化妝、髮型設計和皮膚護理三個領域，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一流的化妝顧

問、化妝品專業人士，或是美容藝術教育工作者，特別重視學生的創造力和審美意識。 

從這些學校系科發展分析發現，各校都有其差異化特色，如光州大學強調專業與就

業，韓醫大學則以發揚本土韓醫為特色，貞華藝術大學培養影視特效彩妝人才，西京大

學則朝向時尚研究及形象美學為主，發展出屬於韓國特有及創新的美容教育優勢。 

(三).台灣美容高等教育發展 

洪久賢教授過去曾提出台灣美容技職教育存在兩項問題，一是課程規劃不當，課程

重疊或不合邏輯，課程結構缺乏統整及連貫、分科過細(洪久賢，2003)；其次是偏向學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54 
 

術導向，與產業需求產生嚴重落差，造成高職美容科的學生升學後學習意願降低。此外，

畢業後就業機會與薪資待遇也是學生選擇進入的條件(洪久賢，2005)。 

本研究根據教育部委託雲林科大製作的103學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資訊網的資料統計

(如圖2)，台灣美容相關系科的共計31所學校，36個系科。研究依照系科名稱及課程規劃

內容歸納為四大類別，分別為「美容美髮造型」、「化妝品應用」、「美容保健」以及

「時尚造型設計」。其中，以化妝品應用系科15個最多(佔42%)；其次是美容美髮造型

10個系科(28%)；時尚造型設計7個系科(19%)；美容保健4個系科(11%)。 

本研究並於2015年9月，針對104年度美容相關系科的網路資料進行統計(如圖3)，系

科數從36家增加至50家，成長38%。而「美容保健」與「時尚造型設計」系科的成長均

超過七成。整體分析，系科數及成長率最多的則是「時尚造型設計」相關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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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3學年技專校院美容相關系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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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4學年技專校院美容相關系科分類 

 

分析指出，台灣美容高等教育系科是朝向「時尚造型設計」發展。本研究對時尚造

型設計產業所歸納的定義為「有關一個人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的，有關美的造型、流行

與時尚的整體設計產業」，而這些產業項目包括了美容、美髮、美甲、彩妝、美容保健、

化妝品應用、服裝、飾品、配件的整體造型設計，以及相關的醫療美容、芳療SPA、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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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藝術以及寵物美容等，這些週邊產業都是未來系科可能發展的方向(如圖4)。 

 



美容藝術
(美容、美髮
、美甲)



化
妝
品
應
用



時
尚
造
型
設
計

服飾配件設計

產品研發設計

醫療
美容

芳療
SPA

刺青
藝術

寵物
美容

現有系科發展項目 未來可發展項目

由內而外

美
容
保
健

 

圖4：美容教育系科發展規劃 (本研究整理) 

四、研究發現 

(一).台灣美容高等教育發展較韓國多元 

台灣美容高等教育在系科發展上較韓國完備且多元化，並朝向整體的「時尚造型設

計」發展。美容相關系科成長數也明顯上升，104 年就較 103 年增加 14 系科，成長 39%。

不過，相較於韓國學界與產業界的緊密結合，學生實習機會多，畢業後發展空間大，台

灣學界與產業的連結仍有待加強。 

台韓美容高等教育發展較大的差異，是台灣目前已有多所學校開設寵物美容課程，

如美和科技大學美容系與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都設有寵物美容設計

組、大仁科技大學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則設有寵物美容學位學程，完全反應台灣對寵物

市場熱絡的需求。相較台灣的多元發展，韓國多數學校仍注重美容技術本位，強調專業

與實習經驗。而韓國因為醫美整型的風潮熱絡，部份醫科大學也開設醫美相關系科。在

化妝品應用方面，韓國開設的韓方皮膚美容專業系科，則以發揚韓國傳統醫學為基礎，

培養美容領域專門化、系統化的人才，這對韓國美妝產業在地化發展有莫大幫助。 

(二).韓國美容教育得力於產業需求支撐 

美容產業是「技術實用性」及「市場需求性」很強的產業。如前所述，早期美容產

業的興盛是伴隨著國家經濟的崛起而帶動市場需求，進而促使產業的蓬勃發展，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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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減緩或景氣不佳，美容產業也將受累。產業發展遲滯，人才的需求與出路也受到影

響。儘管台灣美容教育在技專校院受到重視，但學生畢業後的就業需求是否增加，以及

薪資水平是否提升，可能才是影響學生進入這個產業的重要關鍵。 

韓國美妝產業得力於影視偶像流行風潮的拉抬而蓬勃發展，也帶動美容與時尚產業

人才的需求，使得美容教育近年在韓國又成為顯學。此外，產學間的無縫接軌，讓學生

實習如同工作，畢業立即就業，也吸引大量的人才進入。韓國許多知名的美妝品牌不僅

有保養品、彩妝商品，同時也設立了水療美容與養生(SPA)專門店，人才需求量大。如

愛茉莉太平洋旗下就有愛茉莉(The Amore SPA)、雪花秀(Sulwhasoo)及韓律亭(Hanyul)三

大SPA系統；LG集團旗下的后宮廷(Whoo SPA Palace)等。而韓國美妝產業朝向「一站式」

的整合服務型態，將消費者需求、企業的品牌、產品的銷售與人員的服務緊密連結，學

生也能在其中得到完整的訓練及經營管理的實務經驗。 

五、結論與建議 

從產業發展而言，美妝與時尚產業的共同點，都是對消費者及市場敏感度極強的產

業。瞭解消費者需求與掌握流行脈動，是立於市場不敗的法則。韓國透過產、官、學共

同合作，塑造出獨特的韓流風潮並帶動美妝產業的需求，也順利進入亞洲及歐美市場。

有了市場需求，自然會有人才需求。「人才是產業的核心，但市場卻是產業成敗的關鍵」，

韓國藉由市場帶動人才需求的作法值得借鏡。 

從教育發展而言，美容教育是非常強調技術本位與產品實用性的產業，韓國美容高

等教育的系科發展雖不如台灣多元，但學校強調技術的精熟與實務的經驗，透過產學建

教合作與實習，讓學生能「學中做，做中學」，使所學能符合產業實際需求，對企業而

言，也省去大量人才培訓的成本，達到產學雙贏的目的。 

從系科發展而言，許多系科從美容藝術朝向時尚造型設計發展已成為趨勢，學生所

學科目從過去的美容美髮專業，跨領域到時尚造型設計的整合性學習，是否符合美容教

育及美容市場發展需求仍待觀察。不過，如何培養學生對時尚美感與美學的能力、開拓

學生的國際視野，以及發展出屬於台灣特有的美妝風格，創造流行的「哈台風潮」，相

信是美容教育共同努力的目標。 

整體來說，台灣美容高等教育如何有別於高職美容教育是教育政策之大計，但對於

面臨招生壓力的學校而言，學校美容系科發展之定位攸關學生入學的選擇。未來如何透

過系科發展與產業需求相結合，協助業界提升產品技術並擴大市場需求，讓學生有較為

穩定及寬廣的就業市場，將是各校美容系科發展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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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by Exploring South Korea Beauty Industry 

Lin, Tz-Chiang26          Lin, Cheng-Yun27 

 

Abstract 

Korea became the sixth largest exporter of cosmetics in 2014. The statement of “French 

Perfume, Korea makeup” has spread in Fashion industry for a while, obviously, Korea beauty 

industry own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ntends to promote its beauty-related products 

into global market with strong ambi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by exploring how the Korean drama and idol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y industry, and observing if the phenomenon also affects the Korean esthetic higher ed-

ucation. 

 

Research shows the four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Korea beauty industry towards global 

market, that is, the full support of government, market-oriented marketing strategy, the driven 

forc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entry of global market.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Korean 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The results pointed out that the faculty and cur-

riculum of Taiwan 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complete than Korean education, but 

are less linking to th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Korea es-

thetic higher education are high market demands, high technical practicability and globaliza-

tion. 

 

In summary, since “Talent is the core but the market is the key”, the beauty industry em-

phasizes strongly on technical practicability and meeting the market demands. In addition to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faculty and curriculum, the important issue in Taiwan ar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industry to enhance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eauty industry, and to expand the overall market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into 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Esthetic Higher Education, Esthetic Education in Taiwan, South Korea Esthetic 

Education, Beauty Industry, Compa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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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軟雕塑技法運用於頭飾設計之穿透視覺多元可能性 

沈士展28 

           

摘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軟雕塑技法於紗網頭飾設計，由紗網之穿透視覺感創造頭飾之多元

應用可能性。設計理念在於將創意維度由平面到立體，由軟材質到硬材質，由實體到虛

空之立體幾何透視效果，隨著設計者之在色彩、質地、樣式之視覺衝突感心流歷程中，

逐步體現軟雕塑技法於頭飾設計作品，在膨脹與穿透感交疊衝突的紗網變化下，層加與

剝離的幾何重複堆疊下顯現穿透視覺之多元可能性。相較於傳統紗網頭飾設計之想法，

本研究除了將紗網、羽毛等之軟素材性質發揮到最大，也將頭飾設計作品延伸概念到帽

飾或綴飾的多元應用，將軟素材之多元應用發揮到最大可能。 

 

關鍵字：軟雕塑、頭飾設計、穿透視覺 

 

                                                 
28吳鳳科技大學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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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頭飾造型在整體造型上，可視為一種不亞於服裝的重要性的屬一屬二之配角，有時

候，更可以視為是否有品味的象徵；從英國仕女選擇帽飾(圖 1、圖 2)來呈現造型的典範，

更可以知道頭部的裝飾是極為重要，且有迅速畫龍點睛之效。再端詳不論是歌手（圖 3）

或者是新娘妝扮（圖 4），頭部裝飾更是不可缺少，如果獨漏頭部裝飾，勢必缺乏氣勢與

整體造型之完整。故本研究則從頭部裝飾之研究著手，又因欲跳脫頭飾常用之紗網所展

現的常態，因此結合藝術領域的「軟雕塑」，來展現不同的語彙和風格。 

圖 1 英國女士帽飾   圖 2 英國女士帽飾    圖 3歌手帽飾       圖 4新娘帽飾 

貳、主要設計 

本研究所應用之〈軟雕塑〉的創作概念，第一為「材質」：在於將非原本雕塑性所

使用之材質，如纖維、羽毛、織網、緞帶、紗網等，利用迥於堅硬的石材或木材，得以

在空間中釋放“隨時動態”的可能性；如同克雷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認為

“軟雕塑具有潛在的運動能力，它抗拒任何一個固定的姿勢的生命與時間和變動性的概

念有關。（黃馨鈺創作論 2006 ）”。也就是因為材料的關係，打破了被限定的空間，從

原本的 2D 變成為 3D 進而進階成 4D 的在空間中行進的樣貌。第二為「色彩」：因為材

質的因素，可以選擇的顏色更為炫麗繽紛，這對於頭飾設計是相對有利，且更可以大膽

玩色彩、追逐色彩。第三為「材質語彙與視覺穿透力」：因為本研究所使用的媒材均為

柔軟的材質，因此可以帶給人舒適感、親切感、溫暖氛圍等正面能量，但是某些材質卻

也有堅硬與柔軟並存的特質，得以讓研究者對此特性加以利用，傳達出穿透感的力道，

並且呈現視覺動向引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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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實體創作流程 

(一)實際創作一 

材質：作品的媒材所使用的是金色與銀色的塑料花卉、綠色銀線織網，石青綠紗網、

草綠色紗網建構而成。金銀兩色塑膠花瓣是完整的片狀，因為其花瓣的組合而達到立體

叢聚的效果，這即為量感的表徵。但又因為其材質為軟性之因素，可以達到因風力吹撫，

產生的動姿。在內部的石青綠紗網與草綠色紗網所蟠起的底座，在外觀上營造成扎實的

體感，但卻也因為紗網帶有空間與空氣的流動，反而帶給人如氣泡般浮起的感受。最外

層的綠色銀線織網，因為其密度不如紗網來的密集，同時材質較為硬挺，因此可以在造

型上型塑一種有如隧道般的隆起，但卻也可以讓底層的紗網透露出其漸層的色彩與浮動

的造型。 

色彩：不論是織網或是紗網，均採用綠色色系（圖 5），這是欲呈現大地的色彩，用來映

襯兩朵花卉的陪襯色；金色與銀色的花卉，則是東方華麗與富貴的表現色彩；作者欲以

金、銀、綠色系，傳達出如同牡丹般的富麗堂皇與尊貴。 

材質語彙與視覺穿透力：在綠色系紗網（圖 6）的顏色與造型上，作者特意將局部紗網

緊密壓縮，為的是展現緊湊的步驟（圖 7）、蓄勢而發的緊張感；局部則以蓬鬆呈現，帶

些慵懶與悠遊漫步，以此對比了那緊繃的氛圍。 框住兩者在其上如同隧道般的織網，

好比一張無形的網，硬是要把紗網按耐其中（圖 8），因此一欲伸長、一欲侷限的造型，

則是讓觀者產生視覺上拉與扯、伸與縮的衝突，這實為作者所要營造出的動態語彙。 

 

 

   圖5 顏色搭配       圖6材質選用        圖7 傳達力       圖8 整體性 

 

 

(二)實體創作二  

材質：筆者所使用的材料為白色（圖 9）細緻緞帶紗網、黑色細紗網（圖 10）、白色羽

毛。此作品的發想來自於大麥町犬，因此想藉由紗網、羽毛與走動時所產生的風力結合，

達到犬類奔跑時毛飛起的瞬間狀態，紗網似乎可以將那一剎那的飛揚凝結，而羽毛能夠

繼續隨風飛揚。白色細緻緞帶紗網，宛若大麥町白色的皮毛般的滑順亮麗，斑點的飄逸，

則如黑色棉花糖般的蓬鬆與跳躍。尾端一根完整的羽毛，其材質更能因風力飄揚，輕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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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盪，無非是像狗尾巴一樣的靈活擺動（圖 11）、強韌有力，既可輕輕舉起，亦可重重

揮下，如此穿梭在空間中，成為一個作品後方收尾的休止符。 
色彩：因為使用大麥町犬為創作意象，因此黑白兩色的對比色使用，即為原貌之重現。 

材質語彙與視覺穿透力：原本大麥町的皮毛，應該是黑色斑點順服著貼於白色毛皮上，

但是希望藉由材質的可塑性，特別將黑色斑點以豎立起的方式表現，不僅讓斑點成為新

的立體造型，更讓黑色斑點的突起去衝擊視覺上的原始觀點（圖 12）。 

 

 

 

 

 

  圖9 顏色搭配       圖10材質選用        圖11 傳達力       圖12整體性 

(三)實體創作三 

材質：朱紅色（圖 13）單片類紙質花瓣、羊毛氈、米色帶亮粉紗網（圖 14）、暗紫紅色

雜金線織網。如同繪畫作品一般的，將此作品以米色帶亮粉紗網為底，其上佈上朱紅色

類紙質花瓣，以散狀或聚合狀呈現花朵的茂盛與漂離。以暗紫紅色雜金線織網的硬挺，

能輕易構成另一個高聳的空間，讓上頭的多色羊毛氈，能輕攀其上，造成另一個蜿蜒與

曲折。羊毛氈自古帶有溫暖的語彙，作者將多色羊毛氈化成條狀，使柔軟的羊毛成為綿

密緊實般的藤蔓。 

顏色：朱紅色在米色上頭，感覺亟為明顯，好似飄盪在春色中的落瓣的輕輕緩緩（圖 15）、

左搖右擺的輕浮著。暗紫紅色的織網，是那米色春色與花瓣間的漸層，拉攏著兩者無盡

的關連。 
材質語彙與視覺穿透力：暗紫紅色雜金線織網被形塑成牛角般的尖塔，形成有力的指向

性作用。而舖陳下方的米色帶亮粉紗網，有時則似有似無的探出她的邊際，以波浪般的

造型，由右側的下方往左側抬升，因而產生抬起的姿態與動勢，搭配著紅色花瓣的紛飛，

使得這件作品產生飛躍而起的美感（圖 16）。 

 

圖13 顏色搭配       圖14材質選用        圖15 傳達力       圖16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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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體創作四 

材質：水藍色、天藍色與草綠色羽毛（圖 17），藍色細緻緞帶紗網（圖 18），藍色鑲嵌

亮藍色銀飾帶織網，藍色花瓣組合，淺水藍色亮珠，淺水藍色叢珠。作者使用藍色鑲嵌

亮藍色銀飾帶織網，最主要目的在於利用其硬度彎凹成盤旋的底座，除了本身有夠堅硬

的韌度外，纖維編織密度較低的狀況下，觀者可以容易透視因為彎曲所形成的美麗弧

度。藍色細緻緞帶紗網的使存在，則是為了凸顯羽毛的鋒利感、藍色花朵的綻放感，可

以說是個安撫者的角色。 
顏色：整體使用了藍色色系，配以清雅的草綠色羽毛，想要帶給人的是徜徉天空的力與

美；花朵刻意使用如果織網般的藍色，也是為了能夠加強天空的屬性意象，才作此考量。 
材質語彙與視覺穿透力：藍色鑲嵌亮藍色銀飾帶織網的蜿蜒與錯落，可以令觀者穿透著

看往高處的羽毛，使羽毛能夠有種筆直参入天際的感受，又能夠因為羽毛高低錯落，產

生有如音符節奏般的旋律（圖 19）。 

 

 

 

 

 

 

 

 

 

 

     圖17 顏色搭配            圖18材質選用               圖19 傳達力       

 

肆、結論 

作者以多樣軟性雕塑材質與技法型塑頭飾設計，其目的在於追求軟雕塑可以施行於

頭飾作品上，並且在製作的過程中，協調色彩的協和與衝突之美感，冀求往後能添加更

多的軟雕塑素材於其內，表達更多層次的美學表現。 

 

圖片來源 

(圖 1) “fascinator”https://www.pinterest.com/peikaylee/fascinator/, 2015-10-20. 

(圖 2) MAKE STATEMENTS, “fascinators”, 

http://www.make-statements.com/post/84319659351/fascinators 

(圖 3) Getty Images, “The 28th Annual MTV Video Music Awards-Press Room- Katy Perry”, 

http://www.gettyimages.com/detail/news-photo/singer-katy-perry-poses-in-the-press-room-at-

the-the-28th-news-photo/122733198 

http://www.make-state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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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Wedding Shopping, Inc, My Wedding Chat, “Bridal fascinators and fascinator hats, 

http://www.weddingshoppeinc.com/blog/index.php/2012/02/17/bridal-headpieces-from-wedd

ing-shoppe-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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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art accessories with metalwork-

ing materials 

 

Pei-Ti Li29                     

 

Abstract 

It is very common that the design of accessories has different forms, but most of them are 

metal replicas.Metal replicas can make a work quantifiable and regular. Through matalwork-

ing technique, we can use metal materials like iron, brass and pure copper to make art acces-

sories.  In addition, a new style with more ideas and inspiration will be created. In the met-

alworking process, various emotions and moods will be delivered and the art accessory can 

not be replaced by any replicas or artefacts. The combination of accessories and metalworking 

hasn’t been developed in beauty salon industry. It can not only make a great change in stage 

effects and the design of accessories but also create its own symbol and mode in the combina-

tion of accessories and metal materials. 

 

 

Keywords：metalworking, art, accessory, stage effect 

                                                 
29 WuF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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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美容美髮 50年經營價值  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許景然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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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美髮市場概況與經營管理  日本 SPC創設理事長 横山義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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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國美容市場現狀  OMC韓國會長 崔英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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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美容美髮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小林髮廊總經理 林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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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來西亞與東協市場之美髮美容產業趨勢與品牌形象  CT Grpup 總監 陳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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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鍵美髮技巧教學 OMC 亞洲區教練 李秋玲、羅偉青、吳長春暨臺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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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鍵彩妝技巧教學  俄羅斯彩妝大師 Ms. Nanara Berenzina 暨臺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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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 

一、研討會緣起 

當代美容美髮教育面臨各種時尚潮流變遷和挑戰，現代美容美髮教育社會文化中如何在當

今的多元社會中找到教育、教師、學校、課程、教材的價值與定位，是美容美髮教育者應

當不斷予以檢視與評析及重視之課題。本研討會以探討21世紀國際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

現況與趨勢為主題，邀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美容美髮專家蒞臨

專題演講，以此研討會平台提供教育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在教學、課程、創新教育等各面

向進行深層省思與對話的空間。如何在各種時尚流行訊息衝突中突破且以創新的態度教導

學生培養審視批判與創新創意的能力是美容美髮教育最重要且迫切的問題，如何理解並掌

握教育的核心價值正是所有教師關心的課題，而教育的核心價值乃為教育複雜而多變的過

程點亮一盞明燈。 

 

二、研討會目的 

本學術研討會，擬邀請國內致力於大專校院美容美髮課程領域之創造力思考與創意教學等

研究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齊聚一堂進行研討，目的在於：  

1. 邀請對於美容美髮教育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溝通創新教育的理念，激發參與者對

於未來在教學與課程發展上之創新思考觀點。 

2. 藉由論文發表、評論與討論，促進美容美髮相關研究者與技專校院教師對創新教育

發展等議題的理念與教學發展之對話，達到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並提供機會分享

創意教學的實務過程及經驗，以提昇各課程領域的教學品質。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 

 摘要截稿：2015/10/15  

 審查結果：2015/10/19 

會議日期：2015/11/17 

全文截稿：2015/10/30 

主辦單位：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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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稿主題: 

本次研討會以21世紀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主題，文稿20頁以內，8000

字以上，必須以實務或學術研究結果撰寫之論文，不接受文獻回顧類之文章。本研討會歡迎

投稿以下相關研究徵稿子題: 

A．美容美髮教育的核心價值（如真、善、美）之探討  

B．不同國家或不同文化的美容美髮教育和發展 

C．美容美髮教育在21世紀所面臨的挑戰 

D．美容美髮教育在技專校院教育實施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E．其他與美容美髮教育相關課題的探討 

 

四、徵稿對象: 

歡迎全國美容美髮大專院校各領域教學相關之專家學者、研究生、業界教師投稿。 

五、徵稿流程： 

1. 摘要截稿日期：2015年10月15日(星期三)。本次研討會論文摘要採網路投稿方式，有意 

   參與論文投稿者，請先完成中、英文摘要以備審查 

  (1)論文中、英文摘要（各以1000字為限，列出五個以內之關鍵詞） 

  (2)投稿者須上傳繳交word檔案稿件，網路投稿暨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beauty.ukn.edu.tw/2015/2015formtotest.html 

2.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 

3. 摘要通過審查全文繳交日期： 

  (1)請於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前，繳交全文檔案(20頁以內，8000字以上)，稿件須上 

     傳繳交word檔案稿件，網路投稿暨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beauty.ukn.edu.tw/2015/2015formtotest.html 

  (2)經本會審查通過並公告後繳交註冊費用新台幣3000元。 

     匯款帳號：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 

               帳號：基隆二信新店分社，041-10-11913-2 

4. 相關研討會訊息及摘要及論文全文格式，請上康寧大學保健美容學系首頁下載套用投稿 

   模版格式。  網址：http://www.beauty.ukn.edu.tw/ 

5. 摘要入選後繳交全文檔案及註冊後，本會將於會議當天頒發前5名論文佳作獎狀乙禛。 

6. 論文張貼地點在台北世貿一館3樓，相關張貼格式及張貼時間等事宜，將另行公告。 

7. 入選之論文將彙整製作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刊登。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uty and 

Hairdres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33 
 

六、審查方式： 

本研討會徵稿採論文摘要雙審稿。採雙匿名審稿，由編輯委員會邀請相關領域學者共同審

查。本次研討會在定稿時，預訂擇優錄取張貼發表論文計35篇。本會議籌備會將於會議中

頒發論文佳作獎狀乙禛。 

 

七、文責版權： 

論文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須無條件授權本研討會刊

載於研討會論文集中，以利學術交流。 

 

八、研討會流程： 

研討會當日發表之作者，在9點前攜帶海報至展示場地張貼。論文作者至少要有1人在場，

提供與會者研究內容之解說，主辦單位提供發表者海報張貼展示區以供張貼(海報規格：直

式「A1」：84.1 （長）x59.4 （寬）公分)另提供座椅1張。以下為當天須注意事項 

 1. 九點前完成海報張貼，並完成報到。  

 2. 參加研討會者，上午參加大會安排之講座活動，結束後由本會頒發五名最佳論文 

    獎。中午用餐後，下午1~4點請發表之作者至少一人，在海報展示現場給予參觀來 

    賓講解並說明發表著作之內容及特色。 

 3. 研討會下午4點結束後，可以申領張貼發表證明及研習時數六小時之證明。 

 

聯絡方式：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 承辦人林慧綾小姐 

電子郵件：beauty@mail.ukn.edu.tw 

聯絡電話：(06)2552500轉31800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OMC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承辦單位：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OMC社團法人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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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組織 

主辦單位：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OMC 社團法人

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 

舉辦日期：201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舉辦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3 樓 

 
聯 絡 人：保健美容學系 林慧綾 小姐 

網址：http://www.beauty.ukn.edu.tw/ 

電話：(06)255-2500#31800                    

E-mail：beauty@mail.ukn.edu.tw 

2015 年 09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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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當代美容美髮教育面臨各種時尚潮流變遷和挑戰，現代美容美髮教育社會文化中如何在

當今的多元社會中找到教育、教師、學校、課程、教材的價值與定位，是美容美髮教育

者應當不斷予以檢視與評析及重視之課題。本研討會以探討 21 世紀國際美容美髮創新

教育發展現況與趨勢為主題，邀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美容美

髮專家蒞臨專題演講，以此研討會提供教育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在教學、課程、創新教

育等各面向進行深層省思與對話的空間。如何在各種時尚流行訊息衝突中突破且以創新

的態度教導學生培養審視批判與創新創意的能力是美容美髮教育最重要且迫切的問

題，如何理解並掌握教育的核心價值正是所有教師關心的課題，而教育的核心價值乃為

教育複雜而多變的過程點亮一盞明燈。 

貳、 徵稿範圍及組別 

A．美容美髮教育的核心價值（如真、善、美）之探討  

B．不同國家或不同文化的美容美髮教育和發展 

C．美容美髮教育在 21 世紀所面臨的挑戰 

D．美容美髮教育在技專校院教育實施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E．其他與美容美髮教育相關課題的探討 

參、 會展時間：201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10:00-17:00 

肆、 主辦單位：OMC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台灣總會  

伍、 指導單位：教育部 

陸、 承辦單位：康寧大學管理學院保健美容學系 

                  OMC 社團法人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 

柒、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3 樓      

捌、 籌備會組織： 

主任委員  康寧大學 金榮勇 校長 

副主任委員  康寧大學 李惠玲 副校長 

總召集人        管理學院 麥愛堂 院長 

副召集人  保健美容學系黃敏菁 老師 

副召集人  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 理事長 

副召集人  OMC 台灣總會孫蕙芬 執行長 

編輯顧問  育傑企管顧問公司謝榮鎮 總經理 

評 論 人    保健美容學系張簡玉卿、鄭宗興 老師 

主    編  保健美容學系胡子陵 主任 

聯 絡 人  保健美容學系林慧綾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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