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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品軒 

 

現職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 07-7811151-7035 

信箱 PT723@fy.edu.tw 

學歷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 碩士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學士 

經歷 1. 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美容系/105/8/1- 

2. 中華民國技術士美容證照檢定  /評審 /99/2/26/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
室 

3. 和春技術學院/流行時尚造型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104/8/1-105/7/31 

4. 和春技術學院/流行時尚造型系/助理教授/104/02/1-104/7/31 

5. 和春技術學院/流行時尚造型系/講師/103/8/1-104/01/31 

6. 和春技術學院/流行時尚造型系/講師/102/8/1-103/7/31 

7. 高苑科技大學/香妝與養生保健系/講師/104/02/01-104/07/31(兼任) 

8. 高苑科技大學/香妝與養生保健系/講師/104/08/01-105/01/31(兼任) 

9. 芙蓉坊髮型店/設計師/82/06/01-92/05/30 

10. 貝莉髮色美學/整體設計師/92/08/01-102/08/27 

11. 阮總合醫療社團法人/97/10/01-100/11/30(兼任) 

12. 品軒造型美學/教育執長/88/06/01-102/08/24 

13. 2014 OMC 世界美容美髮組織/世界盃法蘭克福/ 藝術類 男子剪吹 /裁判 

14. 2008 OMC 世界美容美髮組織/亞洲盃/女子美髮裁判長 97/10/05 

15. 2008 OMC 世界美容美髮組織/亞洲盃/美容裁判 97/10/05 
16. 100 年-為第六屆新世紀全國盃美容美髮競技大會評審團擔任 評審 乙職 
17. 99 年-為高雄市樂活美體學會第一屆專業美容技能訓練教育擔任 講師 
18. 98 年-高雄市美容美髮飾品發展協會 理事 
19. 98 年-慈惠醫護管理學校-新娘祕書造型班兼任講師 

98 年-高雄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妝管科美容兼任講師 
20. 98 年-中華民國歌舞藝能服務人員職業工會聯合總工會 特約 舞台造型化

粧師 
21.98 年 -為議長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擔任  評審長  乙職  
22.98 年 -為議長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擔任  最佳傑出名師獎  
23.98 年 -擔任中華民國台灣無障礙協會第 16 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

媽媽慈暉獎表揚音樂會之  整體造型師  乙職  
24.98 年-第二屆全國精英盃髮藝美容婚禮造型競技大賽會暨第一屆全國理燙

髮美容技能競賽 擔任大會 副總監察長 乙職 
25.98 年 -茉莉髮型雜誌 -第 29 期刊登頂尖造型師  
26.98 年 -茉莉髮型雜誌 -第 30 期刊登頂尖造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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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97 年-第一屆中華職訓教育發展協會  理事 
28. ９７年 -為高雄市阮綜合醫院 擔任 整體造型師 乙職 
29.97 年 -為高雄市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大會擔任  

監察官  乙職  
30.97 年 -為 ( 2008ＯＭＣ亞洲盃國手選拔賽暨第一屆市長盃美髮美

容技藝競賽 )    擔任  全國組  美髮評審長  乙職   
31.97 年 -為 ( 2008ＯＭＣ亞洲盃國手選拔賽暨第一屆市長盃美髮美

容技藝競賽 )    擔任  全國組  美容評審  乙職        
32.97 年 -為台灣區精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評審團  擔任  監查長兼

裁判  乙職  
33.97 年 -為台灣區精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評審團  擔任  美容裁判  

乙職  
34.97 年 -為 .台灣區台灣盃美容美髮競賽技術暨模特兒選拔大會  擔

任  美髮裁判  乙職  
35.97 年 -為第三屆新世紀全國盃美容美髮競技大會  擔任  美容評審

長  乙職  
36.96 年 -為高雄市第四屆台灣媽媽選拔大會  擔任  美容造型師  乙

職  
37. 96 年-臺灣新娘秘書協會  理事 
38. 96 年-全國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指導員 會員代表  乙職  
39. 96 年-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第一學期自辦式技藝教育學程美容美髮課程 

兼任教師 
40. 96 年-第二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市民學苑整體美研究會市民學苑新娘秘書

班 講師 
41.96 年 -第 19 屆國際美容美髮技術競賽大會擔任  美髮評審  乙職  
42.96 年 -第 18 屆國際美容美髮技術競賽大會擔任  美髮評審  乙職  
43.96 年 -為議長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擔任  裁判  乙職  
44. 96 年 -為第二屆新世紀全國盃美容美髮競技大會  擔任  評審  乙

職  
45.96 年 -為議長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擔任  裁判長  乙職  
46.95 年 -為台灣區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美髮監察

镸  乙職  
47.95 年 -為高雄市第三屆台灣媽媽選拔大會  擔任  美容造型師  乙

職  
48.95 年 -擔任中華民國台灣無障礙協會第 13 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

媽媽慈暉獎表揚音樂會之  美髮設計師  乙職  
49.95 年-全國髮藝美容造型大賽暨校際盃技能競賽   評審  乙職  
50.95 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市民學苑擔任美容美髮課程講座  講師  

乙職  
51. 94 年-中華民國理燙髮美容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任教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補助勞工團體在職修訓美容進階 A 班課程 專業 講師 乙職 
52.94 年 -第 16 屆國際美容美髮技術競賽大會擔任  美髮評審  乙職  
53.94 年 -為台灣區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評審  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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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4 學年度第二學期協助中華醫事學院 化妝品應用管理系受課

2 小時  毛髮護理學  
55. 93 年- 擔任 曼都秋季美髮技藝競賽 裁判  乙職  
56.93 年 -為高雄市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大會擔任  

美髮裁判  乙職  
57.93 年 -為台灣區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擔任  美容

評審乙職  

58.92 年-高雄市理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師資培訓班 講師  乙職  
59. 92 年-中華民國理燙髮美容工會全國聯合會在職勞工進修訓練美容美髮整

體造型進修班技術指導講師 
60.91 年-擔任高雄市國中美容美髮技藝競賽大會 評審  乙職  
61. 90 年-參與台南縣仁德鄉婦女會 整體造型技術指導 講師 乙職  
62.90 年-擔任高雄市國中美容美髮技藝競賽大會 評審  乙職  

學術專長 時尚美髪實務 

美學造型設計 

美儀舞台展演 

美容美髪技術用具及專利 

開設課程 新娘秘書 

美姿美儀 

進階美容實務(一)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頭皮與毛髮護理 

     結業研習 1.  100 年於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修業期滿設計學士學位證

明書  
2.  99 年於樹德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修習  流行設計系  二技學

分班課程學分證明書  
3.  94 年度為高雄市理燙髮美容職職業工會  高雄市總工會參加行

政院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美甲彩繪設計班  考核通過  結訓證書

共計 69 小時 
4. 94 年度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 美容美髮整體造型進階班

Ａ班共計 60 小時 
5.  94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優質經理人經管課程  

結業證書  
6.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  結業

證書  
7.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進階班  

結業證書  
8.  100 年於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修業期滿設計學士學位證

明書  
9.  99 年於樹德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修習  流行設計系  二技學

分班課程學分證明書  
10.  94 年度為高雄市理燙髮美容職職業工會  高雄市總工會參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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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美甲彩繪設計班  考核通過  結訓證書

共計 69 小時 
11. 94 年度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 美容美髮整體造型進階班

Ａ班共計 60 小時 
12.  94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優質經理人經管課程  

結業證書  
13.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  結業

證書  
14.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進階班  

結業證書  
研 習 證 書： 

1.  2016 年 3 月於韓國藝術大會健康頭皮管理研習會  
2.  2013 年 5 月 24 日於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所舉辦之「 2013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  以壁報式論文式發表  [串飾藝術運用

於造型壁飾設計之研究論文 ] 
3.  102 年度參加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2013 全國流行設計研

討會」  研習時數共計 6 小時  
4.  101 年度參加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舉辦之「 2012 國際時尚

流行設計塈競賽造型」研習講座  
5.  100 年度參加 2011 OM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rainers 

Workshop 
6.  100 年度參加社團法人台灣整體美國際交流協會舉辦之「臉譜

小小美人飾品製作研習會」  
7.  100 年度參加正修科技大學生技彩妝學位學程舉辦之「時尚電

影電視彩妝研討會」  
8.  100 年度參加社團法人台灣整體美國際交流協會舉辦之「 2011

時尚人台整體造型設計作品創作研習會」  
9.  99 年度參加嘉南大學舉辦之  
10.  2010 年高中職 .大專教師芳香療法國際研習會  
11.  98 年度參加 2009 生技美容經營趨勢與組織發展國際研討會   
12.  97 年度參加教育部主辦東方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承

辦之「 2008 美容暨化妝品科技研討會」   
13.  96 年度參加高雄縣營業衛生講習   
14.  96 年度參加教育部主辦東方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承

辦之「 2007 美容暨化妝品科技研討會」   
15.  94 年度為高雄市理燙髮美容職職業工會  高雄市總工會參加行

政院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美甲彩繪設計班  考核通過  結訓證書

共計 69 小時 
16. 94 年度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辦理 美容美髮整體造型進階班

Ａ班共計 60 小時 
17.  94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優質經理人經管課程   
18.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   
19.  93 年度為參加 SILENCE IS GOID ING. 毛囊頭皮調理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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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證書  

1.美容.美髮 乙級  、（字號）100-013361. 067-002822 

  2.美容.美髮 丙級  、（字號）100-231841. 067-12691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出書   

 剪髮數位化 應用於髮型設計與實務  黃思恒.楊淑雅.李品軒.王財人.孫中平.吳碧瓊.

黃賢文.胡秀蘭.(合著)  全華 出版社 105/12 

 

報章雜誌專欄  

2015/6/23 自由時報國際新聞 A7 李品軒採訪影視人才斷層. 

103/11/5 泰國曼谷中央社採訪李品軒 18 屆亞太盃美容美髮競賽男士剪吹亞軍 

2015/11 自由時報生活版採訪李品軒勇得亞太盃髮型彩妝賽總冠軍 

102/5/17 樹科大雙株首爾美容競技同獲金牌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18/9632776.html 

 

產學計畫  

103-104 學年度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品軒 

104 學年度實務增能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品軒 

103/4/16-103/7/31 開發國際競賽整體造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李品軒 

103/10/15-104/3/31 提升男子髮型整體造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李品軒 

104/1230-105/4/30 梳化技法應用於影視彩妝創新之研究 

 

專利  
 設計專利 2013/12/16  申請新型專利  行動式美容專櫃構造 

Our Ref:P13054TWFIT 
Application NO:102223728 
 

 2013/11/19 發明專利      可避免染髮劑沾頭皮之上色方法 
Our Ref:P13048TWFIT 
Application NO:102142086 
 

 2014/03/31 發明專利      立體布料片組合構造 
Our Ref:P14016 TWFIT 
Application NO:103205513 

 

 

榮譽事蹟 1. 2016 年-參加韓國奧林匹克美容美髮競賽 榮獲 特殊化妝組 金牌 
2. 2016 年-參加韓國美容美髮藝術大賞 榮獲女士剪吹   冠軍 
3. 2016 年-參加韓國美容美髮藝術大賞 榮獲 特殊化妝  冠軍 
4. 2016 年-參加韓國美容美髮藝術大賞 榮獲 平面藝術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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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 年-參加韓國美容美髮藝術大賞 榮獲 女士剪吹 特殊化妝 平面藝術 
三冠王 

6. 2015 年-參加 the19th 亞太盃 亞洲太平洋髮型彩妝比賽大會 榮獲 染髮

創意組 殿軍 
7. 2015 年-參加 the19th 亞太盃 亞洲太平洋髮型彩妝比賽大會 榮獲 女士

剪吹創意組 季軍 
8. 2015 年-參加 the19th 亞太盃 亞洲太平洋髮型彩妝比賽大會 榮獲 男式

剪吹創意組 季軍  
9. 2015 年-參加 OMC 法國美容美髮競賽 榮獲 夢幻髮型組 第六名 
10. 102 年-參加 2013 THE 7th K-BEAUTY DESLGN WORLD CONTEST 首

爾美容設計競技大會 榮獲 女士時尚剪吹組 金牌 
11. 102 年-參加 2013 THE 7th K-BEAUTY DESLGN WORLD CONTEST 首

爾美容設計競技大會 榮獲 晚宴梳髮組 金牌 
12. 100 年-參加台灣區精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榮獲 創意包頭設計組 冠軍 
13. 100 年-參加第六屆新世紀全國盃美容美髮競技大會榮獲 K 創意邊梳髮組 

冠軍 
14. 100 年-參加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二技進修部地 100 級畢業成果展榮

獲 第一名 
15. 99 年-參加福爾摩沙美髮美容全國競技大賽 創意彩妝組 優勝 

16. 98 年-全國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髮容  

模範勞工 

17. 98 年-第二屆文化婚禮新娘造型創意大賽 社會組 進決賽前 60 強 
18. 98 年-第二屆文化婚禮新娘造型創意大賽 社會組 進前 10 強 榮獲 特優

造型師 
19. 98 年 -第三屆議長杯全國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榮得 最佳傑出名師獎 
20.  98 年- 第二屆全國精英盃髮藝美容婚禮造型競技大賽會暨第一屆全國理

燙髮美容技扔能競賽 榮獲 時尚精緻新娘化妝造型 最佳指導老師 
21.  98 年-第二屆全國精英盃髮藝美容婚禮造型競技大賽會暨第一屆全國理燙

髮美容技能競賽 榮獲 時尚晚宴化妝造型 最佳指導老師 
22. 98 年 -為第三屆議長杯全國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榮 獲 最佳傑出名師獎 
23. 98 年 -為議長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榮獲 大專社會時尚新娘秘書組 

優勝 
24. 97 年 -為 (2008ＯＭＣ亞洲盃國手選拔賽暨第一屆市長盃美髮美

容技藝競賽全國組女子  美容晶鑽彩繪設計圖 B 組  優勝  
25. 97 年 -參加台南仁德衛生所  推廣綠色環保  榮獲 環保天使 

95 年-全國髮藝美容造型大賽暨校際盃 榮穫 靜態項目 創意包頭組 優勝 
26.  95 年 -台灣區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榮獲  傑出

美容講師  
27.  95 年 -台灣區議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榮獲  傑出

美髮講師  
28. 94 年-參加高雄市市長盃美容美髮暨衛生技能競賽大會  榮獲 舞

會創意造型 第二名 
29. 93 年-參與台南縣仁德鄉婦女會 榮獲 微笑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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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93 年-參與台南縣仁德鄉婦女會 紫醉金迷創意彩妝秀 榮獲 最佳傑出造

型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