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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序
本書編輯製作之目的在於建構剪髮技術基礎理論，將剪髮操作技法及過程

導入數位化教材之製作，讓新世代的教育與學習者，能融合傳統一對一操作過程

的示範概念，並建構 剪髮技術對照數位化結構圖的幾何科學模式，進而使用「QR 

Code 條碼」掃描器，導入最具體詳實的數位化「微電影」教材，開創無時無刻

可以瀏覽的數位化教、學模式。

整個製作過程皆引用關聯性的文獻來源，彙整形成本書編輯的概念與架構，

例如：「剪髮的幾何學與圖形」、「剪髮的結構與構成」、「剪髮數位化整合的

新思維」等，讓本書的創意概念更具基礎性、多樣性、科學性、系統性、教育性、

實用性與完整性。本教材製作的構面總共導入「文字」敘述、幾何「圖形」、操

作「圖像」、雲端「微電影」四個內容，使剪髮教材形成一門誇領域的數位化應

用科學。

本書操作技法及過程導入數位化教材，其製作的本質在於應用剪髮技術基

礎理論，透過「結構」與「構成」概念，可以達成以下結果：

1. 剪髮基礎技術的具象化、圖型化、科學化、數位化、結構化、系統化。

2.  結合「文字」、「圖形」、「圖像」、「微電影」跨領域的製作內容，

建構剪髮教材導入數位化的模式。

3. 提升剪髮基礎技術成為有意義的學習教材。

4. 讓隨身手機成為導入剪髮數位化教材最棒的學習工具。

作者與網友、書友 facebook 互動平台

本書宗旨以剪髮設計為主體，「數位」、「美學」、「教學」之應用為目標。

想多了解本書更多訊息者，歡迎

掃瞄 QR C o d e 在此留言互動。

歡迎掃瞄 Q R C o d e 條碼。並

在臉書 ( f a c e b o o k ) 粉絲專

頁「發訊息」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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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美國一位教育心理學家 Bruner 認為，掌握一個主題的「結構」，就是有意義的使許多其他

事物與該學科發生相關作用，藉由這種作用我們能瞭解該主題。簡言之，學習結構就是學習事

物彼此的關聯（Jerome Bruner，1977）（如表二編號 1）。而結構也是藝術家運用媒材表現意蘊

的形式架構（張忠明，2007）（如表二編號 2）。

表二　結構概念轉化模式

編號 概念 = 元素 + 元素 + 元素 + 元素

1 主題 = 事物 + 事物 + 事物 + 事物

2 形式 = 媒材 + 媒材 + 媒材 + 媒材

3 剪髮區塊設計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4 數位化結構圖 = 圖形 + 圖形 + 圖形 + 圖形

本書轉化以上編號 1、2結構概念之文獻，應用於剪髮區塊設計及數位化結構圖教材（如表

二編號 3、4），意即任何概念（剪髮區塊設計）成果是由 2個元素（剪髮基礎技術）以上，互

相之間彼此有意義的關聯發生相關作用來完成（如表二編號 3），並且藉由元素組合概念了解每

個元素都是有意義的學習教材，更可了解由加入新元素來達成不同的設計需求，這就如同一位

教育學者所言，有意義的學習就是「將新學習的概念聯結或關聯到原有認知的概念上，以統整

成為一個更龐大的認知結構」（余民寧，1997）。

若以「結構」來論述剪髮設計的元素圖形，一位剪髮設計師可以依個別設計的需求，將頭

部劃分為不同的設計區塊，再由個別設計區塊將適合應用的剪髮技術元素圖形互相組合，如圖

1-1為第 2設計區塊在不同面向呈現，由剪髮基礎技術元素－縱髮片圖形、移動式引導圖形、等

腰三角型圖形、提拉 0度圖形、切口 90度圖形互相組合的結構圖。

圖 1-1　第 2設計區塊，透過剪髮基礎技術元素互相組合的數位化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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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剪髮專業技術名詞圖解

2-2-14　斜向劃分 Diagonal parting

斜向劃分的髮量稱為「斜髮片」，其劃分線稱為

「斜向劃分線」，這是髮片劃分線介於水平劃分和垂

直劃分之間位置的方法。斜髮片分為「正斜髮片」與

「逆斜髮片」：

1. 「正斜髮片 Diagonal Back」是前高後低的劃分線（如

圖 2-19），其最主要功能在使同等高區域的頭髮形

成「前短後長」。 髮尾的流向（毛流）形成自然向後，

頭髮重量在視覺效果為後面重而前面輕。

圖 2-19　劃分正斜髮片的幾何結構圖

2. 「逆斜髮片 Diagonal forward」是後高前低的劃分線（如圖 2-20），其最主要功能在使同等高

區域的頭髮形成「後短前長」。髮尾的流向（毛流）形成自然向前，頭髮重量在視覺效果為

後面輕而前面重。除非特殊設計之需求，否則仍然是以髮片的「劃分線」與「裁剪線」形成

平行關係的技巧，來設計斜向的造型輪廓角度。

圖 2-20　劃分逆斜髮片的幾何結構圖

QR2-19-1 
正斜髮片分段平行剪裁

QR2-19-2 
正斜髮片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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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典A-Line水平零層次



328 髮型設計－實用剪髮數位教學

146 後頭部劃分第 4縱髮片、
等腰三角型、提拉約 90
度。

147 和前頭部髮長連接裁剪 148 後頭部第 4縱髮片裁剪完
成

149 後頭部劃分第 5縱髮片、
等腰三角型、提拉約 90
度。

150 和前頭部髮長連接裁剪 151 後頭部第 5縱髮片裁剪完
成

152 後頭部劃分第 6縱髮片、
等腰三角型、提拉約 90
度。

153 和前頭部髮長連接裁剪 154 頭部第 6縱髮片裁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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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摩登時尚－ Quiff剪髮 

155 黃思恒編製數位美髮影片 -
（片長：2分 06秒）內容：
第 3區後頭部漸長裁剪。

156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1。

157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2。

158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3。

159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4。

160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5。

161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1。

162 在髮尾進行「point cut」消
除髮量，讓外輪廓更為柔

和的連續動作 2。

163 黃思恒編製數位美髮影片 -
（片長：1分 35秒）內容：
第 3設計區塊，在髮尾進
行「point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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