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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第 1 期  【三峽校區】Show 出個人魅力-基礎妝髮班 

    遇到需要化妝的場合，卻不知如何展現？頭髮總是一成不變，只能清湯掛

麵？展現個人魅力的外在形象是現代人必備的美麗新運動，無論在家庭上，職

場上都是很重要的禮儀之一。因此，本課程特別聘請專業講師教授您規劃個人

魅力彩妝及妝髮課程，讓您可以快速打點好妝髮、增添自信並展現出知性與美

麗的整體形象。 

【課程大綱】 

 

堂數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第一堂 4/13 (二) 

化妝前可以擦哪些保養品 

認識自己的化妝品，該如何使用 

化出偽裸妝底妝，化出適合自己的眉型 

第二堂 4/20 (二) 
完整的底妝，如何遮瑕，蜜粉使用 

眉毛、眼影、眼線化法 

第三堂 4/27 (二) 
髮型-玉米鬚、離子夾、電捲棒的運用 

     如何吹瀏海 

第四堂 5/4 (二) 刷睫毛、腮紅、口紅的技巧 

第五堂 5/11 (二) 

加強眉毛、眼睛化法 

如何貼雙眼皮、調整眼睛的大小，以及運用眼線

改善不同眼型技巧 

綁出漂亮的馬尾、韓系低馬尾 

討論學員想要的妝容及髮型 

第六堂 5/18 (二) 
第五堂討論的內容、學員的需求，做為第六堂課

的內容 

      ※註：老師依實際授課狀況適度調整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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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資歷】 

授課教師：沈香吟老師 

著作: 自造美女妝漂亮 

經歷: 非凡假日新聞造型師、林莉整體造型師 

      國立臺北大學實際應用化妝課程講師 

      國立臺北大學親善團專業髮妝講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新娘秘書課程講師 

      戲劇造型師：愛在星光燦爛時、名揚四海、八號當鋪 3、晴空濟州… 

      綜藝節目造型師：哈林國民學校、齊天大聖、百萬大明星、超級偶像、百萬小學堂… 

      廣告、 藝人宣傳照、尾牙、春酒、記者會、新人婚紗照等造型師 

【課程資訊】 

‧課程目標：1.讓學員更清楚自己買的化妝品，該如何運用，化出一個乾淨，漂亮的妝容。 

            2.了解自己外型的優缺點，適度的做修飾，更凸顯自己的優點。        

‧上課教材：自備鏡子、並將自己現有的化妝品，美髮品帶來，若學員有其他需求的化妝品，

美髮工具，再自行購買。 

‧招生對象：想學習快速美美出門，不需花太多時間，就可以打理好外在儀容者。 

‧上課時間：110年 4 月 13日至 110年 5月 18日，晚上 7:00~9:00，每週二上課，每次上課

2小時，共計 12小時。 

‧上課地點：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商學院(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招生人數：以 20人為原則，未滿 15人繳費則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課程費用：報名費 200元，學費：3,000元。(費用不含書籍費) 

‧優惠方案： 

【學費與報名費之優惠，僅能擇一使用。報名時需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

件，若未事先告知或證明文件不全者，恕不折扣，亦不得在報名繳費後申請退差額】 

   1.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減免報名費 200 元： 

   (1) 臺北大學在校學生或校友本人。 

     (2) 曾經參加過本校推廣教育組課程之學員(需完成繳費)。 

     (3) 身心障礙人士(需出示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證明)。 

     (4) 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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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5歲以上長者(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6)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 

     (7)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本人。 

     (8) 持有榮民證或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2.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學費優惠方式如下： 

     (1)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本人：學費 75折。 

     (2) 本校在校學生本人：學費 9折。 

     (3) 五人(含)以上團體報名此課程並完成繳費者：學費 85折。 

     (4) 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此課程並完成繳費者：學費 9折。 

     (5) 一人同時報名兩個以上課程者：學費 95折 

【報名資訊】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0 年 4月 1日止，額滿提前截止。 

‧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請至本組網站點選「三峽校區 Show出個人魅力-基礎妝髮班」進行線上報名。

如有優惠身分者，請於建議欄位備註，並請將佐證資料 E-mail 至：

bondays@mail.ntpu.edu.tw 王小姐收 

 2.通訊報名：至本組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後並備妥相關作證優惠身分之文件資料傳真至

02-2674-8066 王小姐收。 

‧繳費方式：若報名人數已達開班標準，本組將主動以 E-mail方式個別通知學員繳費，並給

予個人專屬帳號，學員可使用 ATM(自動提款機)或 Web ATM轉帳繳費。 

─────────────────────────────────────────────────── 

【注意事項】 

一、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

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040/行銷、109/教育或訓練行政、

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

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本課程無補課亦無插班機制，敬請學員報名繳費後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並且為維

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旁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律途徑解決。 

三、退費及相關規定 

1.學員於繳費後至開課日前（110.4.13日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九成；於

mailto:bondays@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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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後至 110.4.27日上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二分之一；於 110.4.27

日上課後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 

2.除未開班外，報名手續費 200元，概不退還。 

3.學員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還所繳

費用，並通知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4.辦理退費時需填寫退費申請表，並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

土銀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若提供其他金融機構帳戶須扣除匯費)。因本校退費辦理流程

較為繁複，須耗時一個月左右方會入帳，尚請申辦同學見諒。 

四、本課程為非學分班，學員出席率達一定標準者將發給時數證明，不授予學位證書。 

五、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時間，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若有變更將提前告知學員。 

六、結業證明本組僅保留半年，逾期須付費申請。 

七、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 

八、請確定您已詳閱本簡章，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本簡章若

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再另行通知。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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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車/By Bus： 

台北客運 

Taipei 

Bus 

941 聯營公車 捷運松山新店線大坪林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939 聯營公車 經過站別：三峽-北二高-臺北市政府( 收費方式： 三段票 分段緩衝區： 安

坑交流道、樹林收費站 )  

932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府中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922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永寧站-北二高、大學學勤路口站 (快速公車)  

921 聯營公車 捷運中和新蘆線景安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916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永寧站 - 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910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 北二高 - 三峽(快速公車) 

908 聯營公車 捷運中和新蘆線景安站 - 北二高-三峽(快速公車) 

889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三峽 

812 聯營公車 台北中華路-艋舺大道-華翠大橋-縣民大道-三峽 

706 聯營公車 台北-中永和-土城-三峽 

705 聯營公車 台北-板橋-土城-三峽 

702 聯營公車 台北西門町-龍山寺-板橋車站-樹林後站-鶯歌-三峽 

三鶯線先導公車 經過站別：鶯歌、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北大

社區、捷運永寧站(收費方式：一段票) 

首都客運 

Capital 

Bus 

802 聯營公車 捷運新埔站-新莊-樹林-山佳-三峽 

885 聯營公車 
經過站別：圓環、捷運台北橋站、捷運頭前庄站、捷運新莊站、樹林後火車

站、三峽 

桃園客運 

Taoyuan 

Bus  

桃園經尖山 

---- 三峽  

經過站別：桃園復興路、桃鶯路口、華隆、鶯歌火車站、恩主公醫院、三峽

（簡略站別）Taoyuan- Sanxia through JianShan 

桃園經中湖 

---- 三峽 

經過站別：桃園車站、宏德新村、中湖、北鶯社區、鶯歌火車站、恩主公醫

院、三峽(簡略站別)Taoyuan- Sanxia through ChingHu 

大有巴士 

CitiAir 

Bus 

捷運新店站 

---- 桃園機場 

經過站別：捷運新店站、捷運七張站、捷運景安站、中和福朋飯店、三峽恩

主公醫院、桃園國際機場 

MRT Xindian Station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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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By Car： 

高速公路/Expressway 

[建議路線] 臺北南下者請走二高(3號國道)，由樹林交流道(47K)下，於第一個紅綠燈左轉佳園

路三段，過涵洞後於學勤路右轉，直行到底進入本校正門。 

臺北南下者亦可由鶯歌交流道(50A)下，於第一個紅綠燈(消防隊)右轉隆恩街，前行經客家文化

園區，過二高涵洞後，直接進入本校隆恩哨側門。 

中南部北上者，請走 3號國道下三峽交流道，左轉復興路往鶯歌方向，第一個紅綠燈(消防隊)右

轉隆恩街，前行經客家文化園區，過二高涵洞後，直接進入本校隆恩哨側門。 

省道/Provincial Highway 

省道台 3號由土城南下，於龍埔路右轉，直行至大學路，即可抵達本校正門。 

省道台 3號由大溪北上，經中正路轉 110縣道，過三峽大橋右轉民生街，接三樹路，左轉至大學

路，即可抵達本校正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