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技藝達人黃金盃暨 OMC 世界盃國手權選拔賽- OMC 國手組
代號

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時間

範例照片

●參賽選手攜帶已準備好，但並未預作造型之假頭前往指定
之工作鏡台。參賽選手須將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時，所
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會梳
理假頭頭髮）巡查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鏡前，
展開競賽。
●參賽選手可選擇將頭髮弄濕，髮型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A1

OMC女子
創意髮型組
(國際競賽假頭)

1.造型工具
20分鐘

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2.剃髮

禁止將假頭剃髮。完成時，最短之頭髮須為3公分。
布
3.產品 後 所有固定產品皆可使用。
4.染髮劑
另 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給
5.支撐物 髮型中禁止使用任何種類的支撐物。
3
6.頭髮添加物
禁止使用各種髮片及髮飾。
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7.接髮 鐘可接髮，但接髮應該能夠添加頭髮的份量，加長頭
髮及展現不同的頭髮顏色。接髮必須在競賽開始前進行。接
整
髮不得完全集中於一處構成髮片或馬尾。
●參賽選手攜帶已準備好，但並未預作造型之假頭前往指定
之工作鏡台。參賽選手須將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時，所
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會梳
理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鏡前，
展開競賽。
●參賽選手可選擇將頭髮弄濕，髮型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1.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2.剃髮:禁止將假頭剃髮。完成時，最短之頭髮須為2公分。
3.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A2

OMC女子
晚宴髮型組
(國際競賽假頭

30分鐘

4.髮片:(a)髮片之使用，最少一片，最多3片，但不得預做造
型。髮片之髮絲可事先修剪及染色，且必須打直，放在桌檯
上，待督導梳理及檢查。
(b)每個髮片的直徑任何方向皆不得超過5公分。
(c)髮片之髮長隨意。
(d)髮片必須在容許的時間內融入髮型。髮片覆蓋面積不得超
過頭部表面之40%。參賽選手可於競賽結束時在容許的間內
使用剪刀清理髮型。
(e)禁止使用假髮。
5.支撐物:髮型及髮片內禁止使用任何種類的支撐物。
6.髮飾:可使用。
7.接髮:可接髮，但接髮應該能夠添加頭髮的份量，加長頭髮
及展現不同的頭髮顏色。接髮必須在競賽開始前進行。接髮
不得完全集中於一處構成髮片或馬尾。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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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帶模特兒前往指定的工作站，模特兒頭髮須直且
乾。頭髮不得事先做好或捲曲。
督導巡視時，所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模特兒，並於賽場一邊
等待。督導（會梳理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
參賽選手回到鏡前，展開競賽。髮型必須在分配的時間內做
好。完成時，完整的髮型必須蓬鬆、敞開及向下。75%的頭髮
必須向下。模特兒之頭髮若兩邊向後或翹起將予以扣分。
A3

OMC女子
日間髮型組
(國際競賽假頭)

25分鐘

1.髮長:髮長必須及肩或更長。分層可自行決定。分層之髮長
至少須為10公分，瀏海區除外（見以上圖像）。
2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劑。
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3.造型:此項型，其中70%的頭髮必須下垂。
4.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包括夾髮針。
5.產品:所有固定產品皆可使用。
6.髮飾:所有髮飾均禁止使用。
7.接髮:可使用髮片，但必須在競賽前使用。
●參賽選手帶頭髮梳直且敞開之模特兒/假頭前往指定之工
作鏡台。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時，
所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會
梳理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鏡
前，展開競賽。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競賽開始前禁止使用髮針及/或捲髮器。參賽選手可於競賽
結束時的許可時間內以剪刀整理髮型。夜間髮型不得看似晚
宴髮型。

A4

OMC女子
夜間髮型組
(國際競賽假頭)

25分鐘

1.髮長:髮長必須及肩或更長。分層可自行決定。分層之髮長
鐘
至少須為 10 公分，瀏海部位除外。
整
2.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理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3.造型工具 :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4.產品:所有固定產品皆可使用。
5.髮片:禁用髮片。
6.髮飾:最多可使用二（2）件裝飾用夾法針。
7.接髮:可接髮，但必須於競賽前使用。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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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C女子
進化剪髮組
A5

35分鐘

(國際競賽假頭)

●參賽選手帶頭髮梳直且敞開之模特兒前往指定之工作鏡
台。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時，所有
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會梳理
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鏡前，
展開競賽。
●參賽選手可選擇將頭髮弄濕，髮型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1.剪髮:競賽開始前，髮長至少須為頭上10公分。頭髮不得事
先剪好或預作造型。頭髮在容許的時間內至少必須剪去2.5公
分（1英寸）。督導將檢查規則是否有遵守。
2.剃髮:禁止剃髮。完成時，最短之頭髮須為2公分。
3.剪髮工具:所有剪髮工具皆可使用。
4.染髮劑:染髮劑可自由使用。禁止噴染。
5.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6.產品:所有產品皆可使用。
7.臉部飾物:所有臉部飾物禁止使用。
8.接髮:可自由接髮，接髮必須在競賽開始前進行。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參賽選手帶頭髮梳直且敞開之假頭前往指定之工作鏡台。
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時，所有參賽
選手須離開其模特兒，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會梳理模
特兒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鏡前，
展開競賽。
●參賽選手可選擇將頭髮弄濕。完成時，剪髮必須為商業取
向且休閒。此髮型不可變成進化剪髮。倘若如此，參賽選手
將被扣分。

A6

OMC女子
沙龍剪髮組
(國際競賽假頭)

35分鐘

1.剪髮:競賽開始前，髮長至少須為頭上10公分。頭髮不得事
先剪好或預作造型。頭髮在容許的時間內至少必須剪去4公
分。督導將檢查規則是否有遵守。
2.剃髮:禁止將假頭剃髮。
3.剪髮工具:所有剪髮工具皆可使用。
4.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5.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6.產品:所有產品皆可使用。
7.臉部飾物:所有臉部飾物禁止使用。
8.接髮:可自由接髮，接髮必須在競賽開始前進行。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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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OMC女子
新娘髮型組
(國際競賽假頭)

30分鐘

●假頭以直髮攜至競賽區。頭髮不得預做造型。
督導委員會檢查頭髮，並將其往後平梳。
●參賽選手在長髮上創作創意新娘髮型，注意整體外觀。競
賽時，參賽選手可使用剪刀清理末端。
1.髮長：髮長必須及肩或更長。分層可自行決定。分層髮長
最少須為10公分，瀏海部位除外。
2.產品：所有產品皆可使用。
3.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皆可使用。
4.染髮劑：染髮劑可自由使用。禁止噴染。
5.髮片：禁用髮片。
6.支撐物及髮飾 ：髮型禁止使用任何種類的支撐物。
7.可使用髮飾 。
8.接髮：禁止接髮。
9.評審將評定造型及色彩的大體印象。評分時，評審必須能
夠看見完整的髮型，包括頂部。若非如此，助理人員將降低
假頭架。
10.扣分：參賽選手若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
表予以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參賽選手將模特兒或假頭帶至賽上場，作品事先做好，準
備接受評分。督導將指示模特兒前往適當的評分區。在評審
總長宣布開始後，參賽選手將擺置模特兒，並在容許的3分鐘
時間內給予最後的修飾，若有需要。
OMC女子
夢幻髮型組
A8

(真人或

●可使用一樣道具附加於模特兒身體上。
3分鐘
●參賽選手於模特兒前往賽場前創作夢幻髮型。評分將以髮
型的創意及呈現的主題做為依據。評分後，模特兒將在賽場
周圍的紅地毯上展示。

國際競賽假頭)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參賽選手攜帶頭髮梳直且敞開之假頭前往指定之工作鏡
台，但不預作造型。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往後梳直。督
導巡視時，所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
督導（會梳理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
手回到鏡前，展開競賽。

A9
OMC男子
經典剪髮組

35分鐘

1.染髮劑:僅可使用黑色。禁止噴染。
2.髮長:競賽開始前，枕骨部位至頸背及耳朵上方之髮長至少
應為4公分。其餘部分之頭髮由參賽選手自行決定。
3.剃髮:禁止將假頭剃髮。
4.輪廓:競賽開始前，督導將檢查假頭之頸線。頸部的頭髮不
得事先做好。
5.工具:禁止使用推剪剪刀及打薄剪刀。所有其他剪髮工具均
可使用。
6.剪髮:頸背的部分必須剪成傳統錐形，且有漸次效果。
7.造型:所有造型工具及產品均可使用。髮型之分線可有可
無。
8.接髮:禁止接髮。
9.化妝:任何被督導認為不正常之化妝將被扣分。
10.服裝:偏離主題的服裝將被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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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攜帶已準備好，但並未預作造型之假頭前往指定
之工作鏡台。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往後梳直。督導巡視
時，所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
（會梳理假頭頭髮）巡視後，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
到鏡前，展開競賽。參賽選手可選擇將頭髮弄濕，髮型必須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OMC男子
A10

創意髮型組

20分鐘

OMC男子
A11

時尚長髮組

15分鐘

1.染髮劑:最多三種顏色。禁止噴染。可使用之顏色：白、黑、
棕、紅、金及銀。所有其他顏色禁止使用。
2.髮長:完成時，最短髮長須為2公分，鬢角除外。
3.剃髮:禁止將假頭剃髮。
4.剪髮:禁止剪髮。
5.造型工具:所有工具皆可使用。
6.產品:所有頭髮固定產品皆可使用(髮膠、髮臘、噴髮劑)。
7.接髮:禁止接髮。
8.化妝:任何被督導認為不正常之化妝將被扣分。
9.服裝:偏離主題的服裝將被扣分。
●參賽選手攜帶頭髮弄濕之假頭前往指定之工作鏡台，但不
事先準備。剪髮前不得使用任何產品。若頭髮未癒做造型，
督導將把頭髮弄濕。督導巡視時，所有參賽選手須離開其假
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將檢查假頭是否已弄濕。沒有
弄濕的假頭將由督導弄濕。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賽選手回到
鏡前，展開競賽。成品必須具有商業取向及男性氣慨。噴髮
劑必須和諧搭配。
1.髮長:所有頂部之髮長須為4公分或更長，瀏海部位除外。
競賽開始前，頂部頭髮至少須為6公分，瀏海除外。鬢角可是
先剪好。
2.剪髮:禁止剪髮。完成時，頸骨之髮長不得超過4公分。
3.造型工具:所有造型工具均可使用。
4.接髮:禁止接髮。
5.產品:競賽前禁止使用頭髮固定之產品 (髮蠟、髮膠、噴髮
劑)。
6.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7.化妝:任何被督導認為不正常之化妝將被扣分。
8.服裝:離題服裝將被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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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帶頭髮弄濕之假頭前往指定之工作鏡台。禁止於
剪髮前使用各種產品。參賽選手將被要求把頭髮弄濕，然後
離開其假頭，並於賽場一邊等待。督導將檢查頭髮是否已弄
濕。假頭若未弄濕，督導會加以弄濕。評審總長會請所有參
賽選手回到鏡前，展開競賽。造型的部位必須僅使用雙手完
成，在此期間中僅可使用手，不可使用其他工具。完成的髮
型必須具有男子氣慨且必須和諧整合

A12

A13

OMC男子
沙龍剪髮組

25分鐘

OMC國際舞台妝
(真人)

3分鐘

1.髮長:自枕骨部位之頭髮須為4公分或更長。競賽開始前，
頂部至少須為6公分。兩側及背面枕骨以下之頭髮髮長至少須
為4公分，瀏海部位除外。
後
2.剪髮工具:所有剪髮工具在13分鐘之作業時間內皆可使用。
另
3.造型:造型的部分必須於7分鐘內以手完成。此時間內禁止
給
使用吹風機、刷子、梳子及所有其他工具。
3
4.接髮:禁止接髮。
分
5.產品:所有頭髮定型產品皆禁止使用(髮膠、髮蠟、噴髮
鐘
劑)。容許使用之顏色：白、黑、棕、黑、金及銀。
整
6.染髮劑:最多可使用包括底色在內三種顏色搭配之染髮
理
劑。禁用綠色及藍色。禁止噴染。
假
7.化妝:任何被督導認為不正常之化妝將被扣分。
頭
8.服裝:離題之服裝將被扣分
。
此
後
不
另
外

●參賽選手將模特兒帶至賽場，作品事先做好，準備接受評
分。督導將指示模 特兒前往適當的評分區。在評審總長宣布
開始後，參賽選手將擺置模特兒，並在容許的3分鐘時間內給
予最後的修飾。
1.道具：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2.構思：舞台彩妝應根據最新的時尚潮流創作，並展現原創
的構想。
3.化妝：本競賽的構想在於以美麗的化妝、最創新的技術，
以及最流行的化妝色調展現模特兒。
4.評審：由跨國評審組成之評審團將對此競賽評分。評審團
將由OMC各區域的一名評審組成。
5.扣分：參賽選手若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
表予以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2018 技藝達人黃金盃暨 OMC 世界盃國手權選拔賽- OMC 國手組

A14

OMC國際新娘妝
(真人)

3分鐘

●參賽選手將模特兒帶至賽場，作品事先做好，準備接受評
分。督導將指示模特兒前往適當的評分區。在評審總長宣布
開始後，參賽選手將擺置模特兒，並在容許的3分鐘時間內給
予最後的修飾，本競賽的構想在於展現美麗的新娘。
1.道具：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2.彩妝：新娘彩妝應根據最新的新娘時尚潮流創作，呈現一
個即將步入禮堂的美麗新娘彩妝。
3.服裝：且能與婚禮服裝搭配。
4.評審：化妝不得變成舞台彩妝。評審團將把此點納入考量。
5.扣分：參賽選手若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
表予以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參賽選手將模特兒帶至賽場，作品事先做好，準備接受評分。
督導將指示模特兒前往適當的評分區。在評審總長宣布開始
後，參賽選手將擺置模特兒，並在容許的3分鐘時間內給予最
後的修飾
●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這個比賽的構想是使用裝飾性的裝飾品來展示一個創意新

OMC國際
A15

創意新娘妝

3分鐘

(真人)

娘化妝，彩妝必須在眼睛周圍，但不得在眼睛區域外
●評審：不得變另一項舞台彩妝。督導及評審團將把此點納
入考量。
●扣分：由評審組成之評審團將對此競賽評分。參賽選手若
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表予以扣分

A16

OMC國際人體彩繪
(真人模特兒)

3分鐘

●模特兒前往競賽場地，作品預先做好，準備接受評分。模
特兒必須穿著比基尼褲。
●競賽須由彩妝師於前往競賽場地前創作人體彩繪。
●模特兒及化妝師一同前往競賽場地。化妝師有5分鐘時間將
模特兒置於椅子上，面對化妝台，在接受評分前做最後修飾。
●道具：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構思：主題的選擇全憑參賽選手的品味和創意而定。
●髮飾：可適用髮飾
●評分標準：評審將考量主題的整體外觀、原創性、藝術創
意、外型及色彩、技術。
●扣分：參賽選手若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
表予以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2018 技藝達人黃金盃暨 OMC 世界盃國手權選拔賽- OMC 國手組

A17

OMC國際手繪指甲
3分鐘
組(盒子)

●參賽選手將盒子帶往賽場，作品事先做好，準備接受評分。
督導將指示參賽選手前往適當的評分區。
●在評審總長宣布開始後，參賽選手將把盒子好，並在容許
的3分鐘時間內給予最後的修飾。
●參賽選手於比賽結束後領取盒子。
●道具：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作品：作品須於競賽前完成，並置於透明頂蓋知容器內。
●容器：容器必須根據主題以專業材料裝飾（20%）。
●規格：作品由10片不同的甲片構成，尺寸比照人體指甲（指
甲須為方型，不超過5公分
●固定：甲片必須固定於容器中。
●圖案：禁止轉印。任何種類之打印皆禁止。
●外觀：UV或常用的頂部膜層可用於指甲，以便呈現明亮和
加工完成的外觀。
●評審：評審將評定造型及色彩的大體印象。
●扣分：參賽選手若不遵守指示，將按照督導所使用之扣分
表予以扣分。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 分

參賽選手將假手帶至賽場，作品事先做好，準備接受評分。
督導將指示參賽選手前往適當的評分區。在評審總長宣布開
始後，參賽選手將把假手作品擺置在指定的工作站上，並在
容許的3分鐘時間內給予最後的修飾。
舞台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

OMC國際3D指甲
A18

(假手)

3分鐘

在夢幻指甲競賽中，參賽選手可自由設計。此競賽之目的在
於透過單一的假手展現夢幻指甲的裝飾，顯示出最創新的技
術與設計。

評分
分數最高：30 分
最低：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