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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國技專校院美容芳療師實務能力競賽計畫書 

一、 活動目的： 

在 21 世紀全球自然風興起，身心靈全面療癒時代來臨，各種與「健康美容」相關

的產業，如春筍般興起，多數國家已廣泛認定芳香療法是近代醫學替代療法中最重要

的一項，讓「健康」不再僅止於醫療，「美容」不再限於醫美、彩妝，更可與芳香療法

的產業進行結合、發展。為了推廣養生保健觀念及芳香療法應用，同時為培養學生美

容芳療師專業核心素養及奠定學生進入職場之實務能力，透過辦理精油聞香鑑定、芳

療按摩比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建立學習自信，並由競賽相互交流學習，提供全國

技專校院師生相互交流與學習的機會，促進產學就業媒合。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二) 主辦單位：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三)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芳香生活美學協會、化妝品應用系系學會 

三、 參加對象： 

全國技專校院美容、化妝品、休閒管理類相關科系在學學生，歡迎各校組隊參加。因

場地限制，聞香組總比賽人數不超過 100 人，按摩組不超過 60 人為原則，每校組隊總

學生數以 20 人為上限，敬請參考每項比賽參賽組數及參賽組員限制。 

四、 競賽日期及地點 

(一) 競賽日期：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時間預定 09:30~17:00，競賽賽程表請見

附件一。比賽時間將依實際參賽人數與組別略做調整，以網路最後公告為主。 

(二) 競賽地點：長庚科技大學（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五、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16:00 截止收件（以線上報名系統為憑）。 

六、 競賽項目 

(一) 本次比賽皆為個人賽，為方便聯繫，各校採組隊報名參加，競賽項目、細則，詳

如附件二。 

(二) 參賽人數： 

(1) 每隊至多 4 人，每校至多 5 組，依報名時間排序，超過人數(隊數)得以排候補

並依報名總人數上限，有缺額時得以遞補參加。 

(2) 學生可同時報名兩組，參加兩組的學生，芳療按摩組比賽時，統一安排為第二

組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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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請至長庚科技大學網頁或本校網頁左下角競賽網站連結下載計畫書（含競賽規則）。 

網址：http://cgustnnpc.wix.com/cgustaromatherapist 

本競賽採線上報名，恕不接受電話及傳真報名，線上報名表填妥送出後(申請單送出

去即無法更改)，報名系統確認後會寄發確認信件與檔案至貴校所指定之 E-mail，煩

請負責人員留存。如發現資料有誤或需要更換人員，請於 201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前將報名表更改，簽名後以紙本寄至 333-0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教學發

展與資源中心 鐘佩瑜小姐收，信件主旨請註明「2019 全國美容芳療師實務能力競賽

-（報名學校名稱）」，始完成報名程序。 

(二) 參賽名單公告日期：2019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三下午，請報名學校於公告日期後上長

庚科技大學網頁或本校網頁左下角競賽網站連結

http://cgustnnpc.wix.com/cgustaromatherapist 確認報名名單。 

(三) 活動聯絡洽詢：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鐘佩瑜小姐，電話 (03) 211-8999#5712 或 E-mail: 

puchung@mail.cgust.edu.tw 

八、 競賽注意事宜： 

(一) 每場比賽均請出示個人學生證，以供競賽時查核，如有身份不符者取消參賽資格。 

(二) 請參賽者於指定時間內，於指定區域完成報到手續後，依現場服務人員引導至競賽

場地等候入場。每場次遲到 10 分鐘者即取消比賽資格。 

(三) 為維持比賽場地的秩序，各項競賽開始後，禁止非參賽者在旁陪考或逗留。 

(四) 各校得於若臨時不能參加競賽時，應事先向大會報備並以棄權論。 

(五) 主辦單位有權利於現場實況拍照及攝影，以作為存檔或資料參考之用。 

(六) 對於他校參賽學生資格或有關比賽過程之抗議，應詳列申訴抗議理由，於成績公佈

後之 15 分鐘內向主辦學校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七) 比賽場地內不得使用手機及電子英語輔助工具，違者不予計分並取消參賽資格。 

(八) 參加競賽之同學，不得穿著或配帶任何足以辨識學校之服裝或符號參賽，違者取消

參賽資格。 

(九) 競賽需要用物部分由主辦單位準備，明細詳如附件二。 

(十) 主辦單位將於競賽前一日(12 月 05 日星期四)下午 2~4 點，開放比賽場地供參賽者參

觀與熟悉競賽場地。 

 

 

 

 

 

 

 

 

http://cgustnnpc.wix.com/cgustaromatherap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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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勵辦法： 

(一) 成績評定：由主辦單位聘請本校以外之學界、業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共同評定之。 

(二) 精油聞香鑑定、芳療按摩組獎勵(暫定，如有異動，以最後網路公告為主) 

第一名 1 名：禮券 2,000 元及獎盃、獎狀乙紙 

第二名 2 名：禮券 1,500 元及獎盃、獎狀乙紙 

第三名 2 名：禮券 1,000 元及獎盃、獎狀乙紙 

第四名 3 名：禮券 8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3 名：禮券 500 元及獎狀乙紙 

優勝獎數名:獎狀乙紙 

(三) 帶隊指導老師將頒發指導證明；參賽同學可獲參賽證明。 

(四) 得獎名單於比賽結束成績評定後，公佈於本校網站，以供查詢。 

十、 重要說明 

(一)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競賽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

之。 

(二) 本次競賽地點之相關交通方式，請參閱附件四。 

十一、 附件說明 

 附件一   競賽賽程表 

 附件二   競賽規則 

 附件三   主辦單位準備用物 

 附件四   交通方式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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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全國美容芳療師實務能力競賽賽程表 

 

時間 2019.12.06 (五) 

09：30～10：00 報    到  國暩會議廳(二) 

10：00～10：20 開幕儀式  國暩會議廳(二) 

10:20～10：40 

(第一組) 集合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精油聞香鑑定集合 
國際會議廳(一)  

10：40～11：40 

(第一組)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精油聞香鑑定 
國際會議廳(一) 

11：40～12：40 午餐時間 

12：40~13：00 
(第二組) 集合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13：00～14：00 
(第二組)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14：00～14：20 
(第三組) 集合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14：20～15：20 
(第三組)  

芳療按摩競賽 
專業教室 

15：20～15：40 休息/餐聚 

15：40～16：30 專題演講 
國際會議廳(二) 

16：30～17：00 
頒獎、綜合講評 

國際會議廳(二)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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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全國美容芳療師實務能力競賽規則 

競賽項目 精油聞香鑑定比賽 

競賽時間 108 年 12 月 06 日 10：40～11：40           

參賽人數 每隊至多 4 人，最少 1 人 

競賽方式 

(1) 由主辦單位將於 11 月 06 日公布 30 種精油名稱；每 10

種精油為一個題組，每組當天比賽前先推派參賽學校代

表抽出題組。 

(2) 此項比賽以淘汰賽的方式進行，根據所抽出題組，進行

聞香，每次一種精油，每位參賽者於時間內寫出精油對

應的編號 (主辦單位提供)，全對者繼續比賽，答錯者則

列為淘汰，需要立即離開比賽場所，不能繼續參賽。若

10 題答完後仍無法分出名次時，則再抽題組繼續比賽，

直至選出優秀前 5 名，而第 6 名次則視為優勝者。 

(3) 倘若 30 種精油皆已使用完仍未決出勝負，則由裁判長

以任 2 種精油混合(以主辦單位為提供為主)，調成複方

精油繼續比賽，直至選出優秀前 5 名。 

選手報到時間 108 年 12 月 6 日 10：20～10：40 

選手報到地點 國際會議廳(一)外面櫃台 

選手競賽地點 國際會議廳(一) 

附  註 

(1) 請參賽者於完成報到手續後，領取座位牌。入場時，聽

從服務同學指示至指定區域就坐。超過時間將不得入場

比賽。 

(2) 比賽場地內不得使用手機，違者不予計分並取消參賽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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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國美容芳療師實務能力競賽規則 

競賽項目 芳療按摩比賽 

競賽時間 
108 年 12 月 6 日。第一組：10：40～11：40 

                 第二組：13：00～14：00 

                 第三組：14：20～15：20 

參賽人數 每隊至多 4 人，最少 1 人 

競賽方式 

(1) 由主辦單位將於 11 月 06 日公布考試評分標準 

(2) 大會將提供基礎按摩油。 

(3) 大會提供模特兒。 

(4) 比賽時間每場最多 40 分鐘。 

(5) 本項比賽以總成績排序，前五名為 1 至 5 名，第 6 名至

10 名頒發優勝獎狀。  

選手報到時間 
108 年 12 月 6 日第一組 10：20～10：40 

                 第二組 12：40～13：00 

                 第三組 14：00～14：20 

選手報到地點 依大會所安排地點在化妝品應用系各專業教室集合 

選手競賽地點 化妝品應用系專業教室 

附  註 

請參賽者於完成報到手續後，領取號碼牌。入場時，聽從服

務同學指示至指定區域就坐。超過入場時間將不得入場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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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主辦單位準備用物 

  

組別 精油香氣鑑定組 芳療按摩競賽 

內容 單方精油 30 種 

1. 鋪床用具: 

素色鋪床大毛巾*2 

素色小毛巾*3 

美容衣 

2. 玻璃缽 

3. 待消毒袋跟垃圾袋 

4. 毛巾箱 

5. 基礎按摩油 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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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交通方式及路線圖 

桃 園 捷 運 說 明 

最推薦方式：搭乘機場捷運「藍色普通車」至 A7 體育大學站，走路至校約 10-15 分鐘。  

  

如需時刻表請下載「機捷時刻查詢 APP」。 

※機 場 捷 運 路 線 圖 

 

校 區 交 通 車 說 明 

1、汎航客運  林口長庚←→校區  區間車 

路線名稱：校區區間車 

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長庚校區候車亭 

時刻表  ：發車時間有 07：35、07：40、08：10、08：15、08：45，行駛至校區約 15 分

鐘，請提早候車 

2、桃園客運  桃園←→校區  公車 

路線名稱：桃園經由大埔往返工四工業區路線 

乘車地點：桃園市復興路 NOVA 與好樂迪旁站牌（沿路停靠站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

體育園區志清湖站牌 

路線名稱：桃園經由大埔往返體育學院路線 

乘車地點：桃園市復興路 NOVA 與好樂迪旁站牌（沿路停靠站請參考桃園客運網頁），

體育園區志清湖站牌 

時刻表  ：行駛至校區約 30 分鐘，請提早候車 

聯絡方式：桃園客運公司（http://www.tybus.com.tw/） 

Tel：03-3625100 詢問。 

3、桃園客運  林口長庚→校區  區間車 

路線名稱：星期一至星期五加班校區區間車（林口總院病理大樓→長庚校區） 

乘車地點：林口長庚醫院病理大樓 

時刻表  ：星期一~星期五：增開桃園客運公司早上 08:05 及晚上 18:00 各一班。 

http://www.ty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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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重客運  台北市政府←→校區  公車 

路線名稱：長庚校區–中山高–台北市政府路線 

乘車地點：台北市政府站牌（沿路停靠站請參考三重客運網頁），長庚校區候車亭 

時刻表  ：行駛至校區約 45 分鐘，請提早候車 

聯絡方式：三重客運公司（http://www.sanchung-bus.com.tw/） 

Tel：03-3283280 詢問。 

轉 乘 資 訊 

林口長庚醫院週遭設有眾多客運公司站牌，通往不同地點，您可作為轉運點。路線提供參考

如下，詳細路線以各客運公司公告為準，您可前往該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詳細路線。 

1、汎航通運：林口長庚─台北車站、林口長庚─台北長庚、林口長庚─中壢車站 林口長庚─

桃園車站、林口長庚─桃園分院、林口長庚─護理之家、林口─長庚社區（經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校區） 

2、三重客運：樹林─長庚醫院、公西─北門、公西─板橋、長庚醫院─台北車站、長庚醫院─

台北市政府、公西─三重 

3、桃園客運：桃園─長庚醫院─松山機場、桃園─公西─長庚─林口竹林山 

 

4、聯營客運：（新竹客運、桃園客運、中壢客運）701：龍潭─國道─林口長庚醫院、702：

大溪─國道─林口長庚醫院 

5、國道客運：阿羅哈客運、日統客運、飛狗巴士、統聯客運、國光客運、尊龍客運、豐原

客運、和欣客運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 電話：(03)211-8999#5845 / 傳真：(03)211-8866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http://www.cgmh.com.tw/frms/frms1.htm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http://www.tybus.com.tw/
http://www.hcbus.com.tw/
http://www.tybus.com.tw/
http://clb.myweb.hinet.net/
http://www.aloha168.com.tw/
http://www.solarbus.com.tw/
http://www.freego.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dragonbus.com.tw/
http://www.fybus.com.tw/
http://www.fybus.com.tw/
http://www.hitekbu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