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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宗旨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NCBS) 的宗旨是為有志投身美容業的學
生提供教學課程。本校注重於培養學生在其理想事業發展，並協助他們成功
達到州政府執照各項要求。我們以客為本，努力確保你一經畢業即可考取執
照。
經營批核
本校乃私立機構，獲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加州私立中
上教育署依據2009加州私立中上教育法及加州法規7.5條之私立中上教育相關
規定下批核。本校亦經California Board of Barbering and Cosmetology加州美髮
美容委員會批准下營運。 “批准營運”意味著達至加州政府相關規定。
披露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無任何正在處理的破產申請，並非在債權
人資產下經營，在過去五年來無提出破產申請，在過去五年來也沒有受到債
權人聲請下根據美國破產法規11章 (11 U.S.C. Sec. 1101 et seq.)重組。
學生如對本教學大綱有任何疑問未獲校方滿意答覆，可獲轉介至加州私立中
上教育署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1747 N.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4
PO BOX 980818, West Sacramento, CA 95798-0818
http://www.bppe.ca.gov/
電話: (916) 574-8900
免費電話: (888) 370-7589
傳真: (916) 263-1897
如有意報讀本校，建議閱讀本大綱後再簽署入學同意書。也建議你審閱必須
在你簽署入學同意書前獲得提供之學校績效事實單。
投訴
學生或任何公眾，如有關於本校之投訴，可於任何時間聯絡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加州私立中上教育署，透過致電(888)
370-7589，或填寫一份投訴表格，可登錄署方網站 http://www.bpp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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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所有課程均於屋崙校舍上課，地點：
315 Eleven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Tel: (510) 444-7707 Fax: (510) 444-7708
所有課程收費包括授課所需材料和書籍 。價格不包括參加州府執照考試所需材料之租用費，這
些材料需另行租借。
以下所有課程之目標乃讓學生獲取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做足充分準備，以求考取州府牌照和成為所選擇事
業之持牌從業員。
美髮課程

本課程結合理論與實踐操作。課程分多個部分，每部分各有側重點。當學生完成1200個
小時課程時，將獲安排實踐美髮操作台，繼續培養技能，並在為客戶服務時培養個人自
信。透過結合培訓、課堂教學、實踐操作以及視頻和音頻教學，學生將能全面掌握美髮
技能。本課程設有4個理論和4個實踐操作考試，於授課400個小時、800個小時、1200個
小時和1500個小時進行。除了考試以外，教員將在學生完成作業和練習期間，持續監督
學生在理論和實踐操作的進展，並依此修訂教學課程，確保每位學生均可取得成功。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15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1個月)

半職學生:
15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2個月)
自定時間:
1500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模式: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第27/28
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27/28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
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持
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論。
練習課程包括使用美髮工具、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閱課程
大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6000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
$6000
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學費
課本
$5243
$350
設備
稅
$250
$57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課本: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Cosmetology, ISBN-13:978-7-115-41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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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美容全科課程

本課程結合理論與實踐操作。課程分多個環節，每環節各有側重點。當學生開始實踐操
練時，將獲安排實踐操作台，繼續培養技能，並在為客戶服務時培養個人自信。透過結
合培訓、課堂教學、實踐操作以及視頻和音頻教學，學生將能全面掌握美容技能。本課
程設有4個理論和4個實踐操作考試，於授課400個小時、800個小時、1200個小時和1600
個小時進行。除了考試以外，教員將透過作業和練習，持續監督學生在理論和實踐操作
的進展。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16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2個月)

半職學生:
16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4個月)
自定時間:
16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第28-30
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28-30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
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持
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論。
練習課程包括使用全科美容工具、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
閱課程大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6000
$6000

課本
$5243
稅
$250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350
$57

學費
設備

課本: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Cosmetology, SBN-13:978-7-115-41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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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修甲課程

透過本課程培訓，學生將有能力完成各種複雜修甲服務，通常無需接受更進一步培訓。
透過結合培訓、課堂教學、實踐操作以及視頻和音頻教學，學生將能全面掌握修甲技
能。修甲課程提供運用現代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培訓。除了基本教學課程外，教員將重點
傳教如何修飾甲尖、造型和其他甲套及修補程序。本課程設有2個理論和2個實踐操作考
試，在授課200小時和400小時進行。除了考試以外，教員將透過作業和練習，持續監督
學生在理論和實踐操作的進展。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1個星期)
半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2個星期)
自定時間:
4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第30/31
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修甲專科
的學生在適當情況下，也可報讀美容全科、美髮和美容專科等課程。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30/31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
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持
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論。
練習課程包括使用修甲工具、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閱課
程大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1800
$1800

學費
課本
$1262
設備
稅
$150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250
$38

課本: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Standard Nail Technology,
ISBN-13:978-7-115-41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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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美容專科課程
美容專科課程在一間獨立和光線明亮的課室上課。透過結合培訓、課堂教學、客座講
師、實踐操作和音頻-視頻教學，學生將會全面掌握皮膚護理和化妝技巧。學生還將接受
與皮膚和服裝相關的色彩理論和化妝設計等方面的額外培訓。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6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6個星期)
半職學生:
6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32個月)
自定時間：
6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第31/32
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美容專科
的學生在適當情況下，也可報讀美容全科、美髮和修甲專科等課程。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31/32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
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持
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論。
練習課程包括使用美容和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閱課程大綱
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3500
$3500

學費
課本
$2907.25
設備
稅
$150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課本：

$300
$42.75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Makeup,
ISBN-13:978-7-115-41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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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美容全科跨界

本課程為持有美髮執照的學生提供，結合理論與實踐操作。課程分多個環節，每
環節各有側重點。本課程的部分科目為美容全科科目，重點關注在持牌美髮師不
太熟悉的領域如修甲、額外的臉部護理等等內容。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0個星期)

半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0個星期)
自定時間:
4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
第33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
整。美容全科的學生在適當情況下，也可報讀修甲、美髮和美容專科等課程。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33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
式提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
學生能保持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
討論。練習課程包括使用美容和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
可參閱課程大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
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2100
$2100

課本
$1343
學費
稅
$250
設備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350
$57

課本: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Cosmetology, ISBN-13:978-7-115-41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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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美髮跨界課程

本課程為持有美容全科執照的學生提供，結合理論與實踐操作。課程分多個環節，每
環節各有側重點。當學生開始實踐操練時，將獲安排實踐操作台，繼續培養技能，並
在為客戶服務時培養個人自信。透過結合培訓、課堂教學、客座講師、實踐操作和音
頻-視頻教學，學生將全面掌握美髮技巧。本課程與美髮課程內容一致，旨在輔助美容
師掌握有關美髮的技能和知識，包括剃鬍和面膜等等。本課程設有1項理論和1項實踐
操作考試，於授課400個小時進行。除了考試以外，教員將透過作業和練習，持續監督
學生在理論和實踐操作的進展，並按需調整課程確保每位學生均可取得成功。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0個星期)

半職學生:
4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0個星期)
自定時間:
4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理論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遵照美髮和美容委員會規定，完成每個科目的所有課時和練習，如第33
頁所述。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
練習實驗室:
所有學生必須參與和完成練習課程，如第33頁所述。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
供，便利學生按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
持正確的姿勢和流程。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
論。練習課程包括使用美髮和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閱
課程大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
上述收費包含以下:
學費
課本
$1343
設備
稅
$250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2100
$2100

課本:
Chinese edition, Milady’s Standard Cosmetology, ISBN-13:978-7-115-41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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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57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課程 續
紋眉
本課程為持有美容全科或美容專科執照的學生提供，結合理論與實踐操作。課程分多個
環節，每環節各有側重點。透過結合培訓、課堂教學、實踐操作，學生將全面掌握紋眉
技巧。本課程設有1個理論和1個實踐操作考試，於授課80個小時進行。本課程乃為高級
技能文憑而設，不會獲發任何州政府執照。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
80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4個星期)

半職學生:
80個小時 (按每周10個小時課計，8個星期)
自定時間:
80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修讀和完成 “紋眉” 模式 (如第34頁所述) 。本課程結合理論和實踐操作，
在實驗室環境下授課。課程包括藝術元素、技術和實踐工具操作。因應每班學生人數極
少，本課程基本上以預約形式提供，授課時間具彈性。
教學方法包括課堂授課、電腦培訓、音頻視頻演示、講義、問答環節和學生小組討論。
練習課程包括使用資源和實驗室設施、AV設備和互聯網。有關課程詳情可參閱課程大
綱或校方提供的簽到卡內容。

$2300
$2300

授課全程收費
完成全部課程預計收費
上述收費包含:
稅 $37
$400
學費
$1763
耗材
不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本課程依賴多份專用講義，費用已包含於上述收費，無需專門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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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暫不提供
按摩治療500 課程大綱
315 Eleven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USA

按摩治療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開設的500 小時按摩治療師課程，是專為有志從事按
摩業人士而設的全面培訓計劃。課程內容涵蓋了學員日後可在按摩專業成功獲聘任或獨
立開業的所有範疇。主要元素包括理論與實踐操作、人體解剖學、臨床實踐歷練，以及
對該專業的商業操守和道德規範。本課程有2個理論和2個實踐操作考試，於授課250個小
時和500個小時進行。每兩星期會進行書面和實踐測驗。除了考試以外，教員將透過作
業和練習，持續監督學生在理論和實踐操作的進展。上課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至下午5:30。
課程目標
本500小時按摩治療師課程，將培養學生考取州政府執照，在加州成為一名按摩治療師。
學生從本課程畢業後，具有充分能力可獲水療中心、脊椎治療診所、健身中心等聘任，
或者獨立開業。所有培訓將在學校內或受監督下在專業診所進行，及/或安排活動納入實
踐操作和練習受訓之一部分。學生將會學習如何選用最佳手法和技能，因應客戶需求提
供最好的按摩治療。學生也會學習全面的解剖科學及懂得何種情況下不應按摩。
課程所需時間:
全職學生:500個小時 (按每周40個小時課計，約14個星期)
半職學生:500 個小時 (按每周20個小時課計，約28個星期)
自定時間: 500 個小時自定時間 可調整

課程：
所有課程均會在上午和下午提供理論教學。課程時間將按照每個學期輪換，並可能按現
職學生所需而做出調整。按摩專業學生必須完成下列課程：150個小時 “解剖和生理學”,
240個小時 “按摩理論/實踐” 及110個小時“經營，操守和診所”。
練習實驗室:
以上課程包括255個小時的實驗室時間。練習課程的主題將以輪流方式提供，便利學生按
需要補課。在實驗室練習期間，教員將仔細評估學生，確保學生能保持正確的姿勢和流
程。

包括報名費、教材、課本及學費的總額：$4400

不可退还 100 美元的注册费。每 1,000 美元的 STRF 费用为 0.50 美元
其他收費
額外按摩材料 $200
辦公材料 $50

所用課本

Basic Clinical Massage Therapy: Chinese edition, ISBN-13:978-7-122-22669-3
The Anatomy Coloring Book (4th Edition), by Wynn Kapit & Lawrence M.
Elson, 2013ISBN-13 978-0-321-83201-6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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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獲招生考慮之學生必備條件:
持有高中文憑，或相對應之GED文憑（基本教育文憑）。在預約登記入學日，請帶上你的
高中文憑或GED、駕駛執照或其他政府簽發之身份證明及社會安全卡，通過入學考試和面
試。NCBS目前不接受無高中文憑者。不接受外國學生，不提供簽證服務。
申請入學當日請繳交不可退還之$100報名費。
學分轉換
本校接受從任何獲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批核的學校轉學之學生，前提是學生提供從所退學
之學校簽發可供確認的完成學業和完成培訓證明。
本校也接受學分轉換，將按照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規定，承認所有學分。
除了由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規定的學校之外，本校目前並無與其他大學或學院有任何正式
學分轉換協議。NCBS目前不承認試驗式學習之學分。
"關於本校學分及證書之轉學權之通知"
您在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所獲學分能否轉學，完全取決於您希望轉學之機構
之決定。您所獲文憑及已修讀教育課程的小時數，能否獲接納和認可，亦完全取決於您希
望轉學之機構之決定。如果您在本校獲取的文憑或者課程小時數，未獲您希望轉學之機構
之認可，您有可能被要求在該機構重讀部分或全部課程。正因如此，您應確認在本校修讀
課程與您的教育目標相符合，包括與您在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完成課程後計
劃轉學的機構取得聯繫，確認您的文憑或課程小時數可獲接納轉學。
語言免責聲明
儘管本校有說英語、越南文、粵語和國語的教職員，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僅
以英語授課。NCBS不提供ESL課程。學生如果來自官方語言非英語國家，必須透過提供高
中文憑或其相等資歷文憑（如GED、ATB等），證明其英語熟練能力，或者參加TOEFL
ETS® 考試而且考分達到至少低中級水平。
認證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是非認證機構。本校目前沒有任何認證課程。本校提供
所有課程乃經加州私立中上教育署和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批准。
本校所有課程乃文憑課程，亦即學生完成規定的教學小時後，可參加州府考試以考取執
照。身為非認證機構，本校不提供任何聯邦助學金計劃。目前也不提供任何加州助學金計
劃。報讀非認證機構的學生不符合資格申請聯邦助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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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州府執照要求之其他信息
除紋眉課程外，所有課程的設計均旨在助你掌握必須的實踐操作技能和理論知
識， 以便成功考取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執照 。除了完成課程外，你還必須證明
符合以下條件：
至少年滿17歲。
在本州已經完成10年級公立教育或其他同等水平。
從未從事過可依據州商業及專業法規480條決定禁頒執照之違規或犯罪行為。

必須出示文憑或GED、駕駛執照或其他政府頒發之身份證明、有效的社會安全號或個人
納稅號。

必須向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申請、並通過書面及實踐操作考試，方可獲取執照。
紋眉課程是一項高級技能文憑，不會獲任何州政府機構頒發額外執照。
有關本校師資
由Dalleen Stewart帶領的本校12名教職員在美容及服務業擁有豐富和多元經驗。
Stewart女士在美容業有20年經驗， 在她指導、輔導和教導下，超過1500人已成功
考取州政府執照。每一位教師均持有一份或多份相關的加州政府執照。本校教師
可說英語、越南語、粵語和國語，擁有國際和國內工作經驗。本校師資充滿熱
忱，樂於幫助學生掌握專業技能，考取執照和獲得聘任。歡迎索取教職員介紹
信，在預約到校訪問時與他們會面。如欲了解每位教職員的資料，請細閱24/25
頁。每位教職員每年必須連續任教至少12個小時。
校舍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位於315 11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校舍樓
高兩層，面積有10,000 平方英尺。教學理論課程的課室有三個，可按照班級大小選
擇。還有多個實踐操作和練習實驗室，根據課程所需選擇。校內還有一個加州執
照考試的模擬考試場，供學生準備應試，以及一個電腦室供學生準備考試中的理
論部分。校內有充足的休憩空間，以及一個小型廚房。校內地方寬敞， 存放教學
所需材料，每位學生如有需要可獲一個儲物櫃。校內還有一個水療區，供學生累
積服務到訪公眾的實踐經驗。所有辦公和文件處理都在校內完成。本校目前不提
供遠距教育選項。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不提供住房、宿舍或協助學生尋找住房服務。
離學校步行可達或乘坐公共交通可達的本地租房或公寓類別繁多，月租介於$800
至$3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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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及材料
根據州商業專業法規BBC § 940條. 教學設備
(1) 用於教導護膚及電動面膜的電氣設備
備註: 不得使用設備刺激身體或面部的肌肉，令其收縮或以收縮為目的。
(2)人體模型，帶滿頭頭髮 ............................................................................................ 10
(3)時鐘或時間掃描儀 . ...................................................................................................1
(4)洗髮缸 .......................................................................................................................5
(5) 風筒............................................................................................................................6
(6)面膜椅或面膜沙發 ......................................................................................................2
(7)修甲工作台 ................................................................................................................6
(8) 熱能直髪機
(A)非電動梳 .........................................................................................................3
(B)加熱器 (供非電力梳所用) ............................................................................... 1
(C)電動捲髮器 .....................................................................................................1
(D)非電動捲髮器 (至少2種大小)........................................................................... 3
(E) 加熱器 (供非電動捲髮器所用).........................................................................1
(9)美髮或剪髮座椅 ..........................................................................................................15
(b) 美髮學校所需設備最低標準如下:
(1)人體模型，帶滿頭頭髮 .................................................................................................7
(2)時鐘或時間掃描儀.........................................................................................................1
(3)洗髮缸...........................................................................................................................3
(4)風筒 ..............................................................................................................................4
(5)美髮或剪髮座椅. ...........................................................................................................8
(6)電動捲髮器. ..................................................................................................................1
(7)非電動梳 .......................................................................................................................1
(8)非電動捲髮器 (至少2種大小)......................................................................................... 2
(9)加熱器 (供非電動梳所用)...............................................................................................1
(10) 毛巾蒸汽器 ..................................................................................................................1
(c) 電解學校所需設備最低標準如下::
(1)時鐘或時間掃描儀...........................................................................................................1
(2)洗手缸.............................................................................................................................2
(3)服務台.............................................................................................................................3
(4) 電解脫毛器:
(A)高頻熱分解器......................................................................................................2
(B)混合脫毛器..........................................................................................................2
(C) 多款針................................................................................................................1
(5)放大燈/鏡/雙筒放大鏡......................................................................................................3
(6) 可調整高度的凳子 ..........................................................................................................3
(7)多功能工作台...................................................................................................................3
(8)剪刀容器 .............................................................................................................. 1 個/每桌
(9)乾熱滅菌器 ......................................................................................................................1
(10)高壓滅菌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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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及材料
大部分教學所需的設備及材料都已包含在學生“材料包”內。本校遵守美髮美容委員會的
設備和校舍要求，包括提供充足的美髮椅、修甲工作台、風筒、蒸汽器、教室桌椅、練
習工作桌、清潔缸和衛生間。
特定課程所需的材料包已包含在學費內。請留意，大部分學校所用材料和消耗性化學處
理品，使用的是“仿真” 化學品，滿足技術和用品練習所需。當服務客戶和/或在其他學
生身上應用時，會採用真的化學品和溶劑。
本校設有一個小型圖書館，提供教學必修課本和補充材料。本校也提供連接互聯網和網
絡材料的鏈接，鼓勵學生透過口頭提出要求即可使用這些材料。
加州學生學費收復基金
加州政府規定，學生付學費時必須支付一筆州府要求的費用，納入加州學生學費收復基
金。該費用將從學校收取的報名費中扣除，付予BPPE。
加州政府設立學生學費收復基金(STRF)旨在幫助減少或減緩學生在報讀一家合資格學校
之教育課程時蒙受的經濟損失，只要該學生是一名加州居民、或在報讀課程時為加州居
民、或曾參與一項駐院培訓項目，並且該學生已報讀學校、預付學費並蒙受經濟損失。
除非豁免於該責任，你必須支付州府要求的STRF費用，或者由他人代你支付，只要你是
一名修讀教育課程的學生、是加州居民或參與駐院培訓項目，預付部分或全部學費。
如果你並非加州居民，或並無參與駐院培訓項目，將無資格獲得STRF保護，也不需要支
付STRF費用。
對你而言很重要的是，保留入學同意書備份、助學金文件、收據、或者任何紀錄你支付
學校費用的文件。有關STRF的任何疑問，將被轉介至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加州私立中上教育署：
1747 N.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4
PO BOX 980818, West Sacramento, CA 95798-0818
http://www.bppe.ca.gov/
電話: (916) 574-8900
免費電話: (888) 370-7589
傳真: (916) 263-1897
如欲申請STRF, 你必須是一名加州居民或參與駐院培訓項目、預付學費、支付或據信已
支付STRF費用，並因以下任何一種情況而蒙受了經濟損失：
1. 教學機構，旗下分支，或由該機構提供的一個教育項目停運或停辦，同時你選擇不參
與由教育署批核的完成教學方案，或沒有完成由教育署批核的完成教學方案。
2. 你於教學機構或旗下分支停運前的120天內已就讀，或是你於該機構提供的一個教育
項目停辦前120天內已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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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於教學機構或旗下分支停運前的超過120天已就讀， 或者你於該機構提供的一個教育
項目就讀，而教育署認為在其停辦超過120天前，該項目的教學質量或價值已大幅下降。
4. 教育署下令教學機構退還學費但未獲該機構遵守。
5. 教育機構未能遵照法律規定下，支付或補回聯邦學生貸款項目的貸款收益，或者未能支
付或補回該機構超出學費及其他成本之外的貸款得益。
6. 因應機構或機構代表違反本章的規定，仲裁員或法院判該機構應給你賠償、退款或其他
金錢賠償，但你一直無法從該機構領取賠償。
7. 你透過法律顧問協助，導致取消了一筆或多筆學生貸款，有相關服務的發票和取消一筆
或多筆學生貸款的證據。
符合資格申請STRF補款的申請，必須在導致學生符合資格申請STRF補款的行為或情況發
生之日的四（4）年內 ，上交並獲署方接收。
學生如果因一段時間未清款後，學生貸款被貸款持有人或收債員收回，可以隨時提出書
面申請，要求從STRF收復本來符合資格收復的債務。 如果導致學生符合資格的行為或情
況發生已超過四（4）年，則該學生必須在原本的四（4）年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收復，
除非該期限經由另一項法規得到延長。但是，沒有社會安全號或個人納稅號的學生不得
索賠。

學生學術成就標準
本校所有課程將根據以下內容為基礎作出評分和審核。
完成規定課程時數
在實踐操作和書面部分的考試得分聯合組成100%評分。
及格
A

90-100%

B

80-89%

C

70-79%

D

60-69%

不及格
< 60%
E
按照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提供的加州執照考試評分報告結果，以上標準將於每學期接受評
估。
學生紀錄
所有學生紀錄的紙張版本，將會在校舍內保留至少十年。成績單、完成課程紀錄和培訓記
錄文件，將會永久保存。原始紀錄存放於校舍的防火文件櫃中，數碼版本在校內與校外保
存，還有至少一份保留在網上檔案服務商，為萬一發生災難下收復資料提供三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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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章程
簡介
一名每天上課的全職或半職學生必須在開始上課前打簽到卡。
本校沒有停車設施，學生自行負責座駕相關事宜。
基本信息
本校依據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的規則和章程，提供有關美容全科、修甲、美容專科等專業的理論教
學和實踐培訓。
出勤政策
按照本校規定，每位學生缺課時，需於當天上午10:30前致電校方報告。如果學生未能在上午9:07 前
打簽到卡，該學生即算遲到，需在當天離校時調整時間，以達到每天8小時上課要求 (減去30分鐘午
飯時間)。
學生必須依照入學同意書規定，保持出勤及上課時間，除非遇到緊急情況。為確保合理的學習進
度，全職學生必須每星期上課至少40個小時，半職學生每星期上課至少20個小時。如果學生自定上
課時間 ，可能有更大彈性。與既定出勤時間有出入的話，需獲得校長批准。
學生必須在18個月內完成美容全科課程，在9個月內完成美容專科課程，在6個月內完成修甲課程，
在6個月內完成其他課程，包括節日和假期在內。學生如果無法在上述規定時間或入學同意書註明
時間內完成課程，一旦超過30天寬限期，有可能被要求支付額外費用。
如果學生要求一段長時間缺課，必須與校長商討，校長會與學生合作，規劃返校日期和未來課時安
排。其他任何缺課情況，將視個別情況處理。學生如果在未通知校方下連續5天缺課，可取消課
程。學生已完成課時和學分將獲承認。如果提出要求，校方將為取消或完成課程的學生，提供相應
的“完成紀錄” 。
簽到卡
每日打卡紀錄必須保留在簽到卡架上。遵照美髮美容委員會規定，簽到卡紀錄不得離開校舍。帶回
家的簽到卡紀錄將無法獲得學分或學時認可。當學生進入和離開學校時，必須分別在卡片上打下印
記。簽到卡紀錄必須每天由學生和教師簽名/留下姓名縮寫，每個星期末也做同一處理。學生只許在
自己的簽到卡上打下印記。為其他學生打卡將受到立即開除出校的處罰。
個人儀容和著裝標準
男女學生必須儀態得體，保持個人衛生和儀容端莊。男學生應刮鬍鬚，如果蓄鬍，必須修剪整齊。
學生必須穿著合適校服，黑色或白色，西褲或裙子。禁止穿運動褲或緊身連衣褲。當學生每天上課
時，需要身穿一件白色工作服。 鞋子應該是不露腳趾。 禁止穿涼鞋！ 在進入當天的第一堂課之
前，學生的校服必須乾淨。
操守
如果學生在上課時進行私人對話，可能被要求離開教室。不得在課室內大聲呼叫。學生不得使用粗
言穢語。除了休憩間或其他指定地點，校內禁止吸煙、嚼口香糖和進食。
學生在為一位客戶服務後，必須清理善後。每次理髮後需清掃剪下的頭髮。在吃午餐前和下課前，
學生的工作台必須清理乾淨。如發現任何隨意擺放物品，校方會保留一個星期，然後丟棄。清潔整
理需要全體合作。這在任何學校都是既定規則，否則無法維持正常運作，也不能由客戶接受服務後
清潔工作台。
不當行為
對客戶、教職人員和其他學生惡言相向或持負面態度，並非專業行為。
不尊重客戶、教職員和其他學生。
拒絕為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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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方負責人要求下仍拒絕離開校舍。
在校內喝酒或吸毒。
拒絕接受教職員指導。
持續不遵守學校規章制度，以及衛生和安全指引。
用詞粗魯低俗。
電話及電子設備
學校電話僅為緊急情況下之用。上課期間或服務客戶期間如有來電找某學生，將不會召其接聽，僅會記下
留言。學生上課期間或在課堂上，不得使用手機或電子設備。
小休
白天上課的學生一般在中午12:00 吃午餐。如果學生正為客戶服務，可有例外。學生前往午餐或晚餐前，
必須通知教員。午餐或晚餐期間，簽到卡紀錄必須留在卡片架上。每日午餐和晚餐時間限時為30分鐘。如
果學生吃午餐/晚餐時間過長而遲到， 應該調整離校時間，確保維持每日規定課時。如有特別情況導致遲
到，學生必須通知教員。
任何時間學生離開學校，必須打卡記錄；返回學校後，也必須打卡記錄。學生可以離開學校的時間為午餐
小休和一日課程結束時。
客戶服務
按照NCBS以下規定，學生可有資格服務客戶:
每日出勤率高- 沒有無理由缺席 [ 上班乃屬合理缺席]
每日理論課出勤率高
遵守儀容和個人衛生規定
遵守衛生和安全指引
客戶付費全歸學校。
除非客戶指明小費給教員，小費將歸學生。
學生為客戶服務守則
服務客戶時遵守適當守則非常重要。在實踐培訓時具備正確的技巧和習慣，對於學生發展和成功至關重
要。
在學生開始服務前，每位客戶必須先與時任教員會面。在為每位客戶服務之前、過程中和完成後，學生的
所作所為都必須得到教員批核。
如果學生是新手，或者對某髮型不熟悉，在捲髮夾的使用前和使用後，均需檢查。學生工作期間必須與時
任教員保持緊密溝通。
永久燙髮服務程序需經教員審核。染髮服務程序需由教員審核，包括染髮前諮詢、客戶資料卡、施加染髮
劑、過程和完成效果。
修甲服務前、完成後都需要接受教員審核。人工甲服務必須由教員批核，才可在學生簽到卡紀錄上獲學
分。
付費客戶僅接受其付費的服務。如果要求額外服務，必須在服務前收費並向前台報告。學生索取工作材料
時，必須展示服務票。
學生不得拒絕某項服務或某位客戶。如果學生不願服務某位客戶，必須與教員商量。
個人物品
如有個人物品遺失，本校概不負責。學生負責器材的護理、更換和修理。如果發現材料包內物品遺失等任
何問題，學生必須上報。學生如有金錢和貴重物品，必須留在個人儲物櫃內。
每位學生必須為其材料包裡 所有物品做標記，以備一旦遺失時，可有清楚辨認。每位學生獲派發一個個人
儲物櫃，儲放個人物品。使用儲物櫃時物品如有遺失，本校概不負責。學生畢業前必須清理個人儲物櫃。
如果學生畢業30天後仍有個人物品留在校內，將會轉為學校庫存，或者捐贈給全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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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守
學生操守
以下概述是根據加州教育法和加州刑法條款
如果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加州教育法、加州刑法或加州行政法，學生可能面對紀律處分。學生
的不當行為可能會導致學校做出紀律處分和/或民事當局的起訴。學生將因以下任何違規行為而
受到紀律處分：
違反地方政策法規—包括校園停車和交通法規，規範學生組織的規章，或者規範公開言論
表達的時間、地點和形式的規章；
干擾或擾亂教學、研究、行政程序或其他學校活動；
在學校擁有或控制的物業、或者在學校主辦或監管的活動場合，向他人做出身體或言語虐
待或帶有虐待傾向；或做出威脅或迫害某人健康或安全的行為；
盜竊或破壞學校財產；或威脅破壞學校財產；
未經許可進入或使用學校設施；
有違誠信; 例如欺騙、盜用或向學校提供虛假信息；捏造、改造或濫用學校文件、紀錄或證
明文件等等；
在學校物業使用、擁有、分發酒精飲料或麻醉性或致幻藥物；
在學校物業行為不檢；或做出猥褻、不雅或淫穢的行為；
在校園內、附近，或者比鄰校園的公共行人道上，在學校員工執行公務期間向其作出侮辱
或虐待行為；
拒絕遵守校區或學校員工執行公務期間發出的指引；
性騷擾。

學生因違反學校根據加州教育法制定的規章制度，將受到以下任何一種紀律處分：
警告：口頭或書面訓戒；
暫時停課：在上課或活動期間被停課；
停課: 根據教育法的停課指引，停止特定時間段的課程、特權或活動。教員頒發停課令後必
須立即上報校長；
開除：按照開除令通知取消學生資格。
以下人員可向學生做出紀律處分：
學校認證員工可向學生做出暫時停課令，停止學生完成課程和/或學校活動的餘下時間;
學校老闆或校長鑑於保障學校社區福祉和安全為由，可在必要情況下要求學生暫時停學。
開除
學校政策規定，學生如違反學生操守指引，可被處於暫時停課、停學或開除的處罰。
其他後果
§ 415.5.條例：擾亂學校、社區大學或州立大學校園秩序的處罰—任何人如(1) 在任何學校、社
區大學或州立大學校園內或任何建築物內非法鬥毆；或在上述建築物或場地內挑釁他人非法鬥

19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教學大綱

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毆；或(2)在上述建築物或場地內，透過大聲和不合理噪音，惡意和故意擾亂他人，或(3)在上述
建築物內或場地內使用冒犯性言語，而這些言語本意即會引起立即的暴力反應，均屬輕罪，應處
以以下懲罰：
首次定罪罰款不超過四百元 ($400) 或判處羈押於縣監獄不超過90天；或可同時判處罰款和入
獄。
如果被告之前曾因違反本條例，或I規章第15章第I章（從626條開始）中定義的任何罪行而被判
處不低於該罪名的縣監獄監禁天數或六個月以上，或同時處以這種監禁和不超過一千元($1,000)
的罰款，將不得以緩刑、假釋或任何其他已服刑不少於10天的理由獲釋。

§71條例. 威脅公職人員、僱員和學校官員
試圖通過威脅手段促使或導致任何公立或私立教育機構的任何高級職員或任何公職人員或僱員，
執行或不執行其職責；或透過威脅對任何人或財產造成非法傷害，並且在威脅的接受者看來乃足
以做出行為，即屬違法行為，可判罰如下:
初次定罪後，可處以不超過一萬元（$ l0.000）的罰款，或處以州立監獄的監禁，或不超過一年的
縣級監獄的刑罰，或兩者併罰。

新生信息
簽到卡
•
每位學生必須每日在簽到卡上留下紀錄，每日開始上課前打卡，每日下課離開前打卡，午餐最長時間
為30分鐘。
•
每位學生必須以當日累積到校打卡和離校打卡的鐘數為基礎，準備翌日的簽到卡。該簽到卡將於翌日
用於到校和離校時打卡。
•
課程按日程表準時開始，學生有7分鐘寬限期，如果學生遲到8分鐘，即等同於缺席所在小時內的15分
鐘上課時間（此乃依據美髮美容委員會規定而定）
•
簽到卡是具法律效力的文件，必須在任何時間都存放在校內。
•
簽到卡由校方提供，按各專業及班級有別：美容專科新生、美容全科新生和修甲新生。
•
每位學生將有一個文件夾，存放其個人的簽到卡，此保存紀錄的程序有助於學生和教員隨時跟進學生
課程及累積上課時間的進展，確保達到完成課程的所需小時數。
簽到卡步驟
1. 學生每日為本人上課和下課時間打卡。為其他學生簽到卡打卡是違反加州美髮美容委員會規章之行
為。
2. 除非確認和證明學生到校和離校時間，教員不得為學生上課和下課打卡。如果學生忘記在到校/離校時
打卡，學生必須在記得時簽到打卡，並僅獲該打卡時段的上課小時數。
3. 教員不得為學生在其他日子的簽到卡簽名。教員僅可在上課當日為學生簽到卡簽名。
4. 學生每個星期一將獲派一張新的每星期簽到卡。上一個星期的簽到卡必須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上交，並
且已經將之前的理論課和實踐課小時數轉至新的簽到卡上。
5. 學生如未能在簽到卡上標註課程和小時數，教員將不得為該簽到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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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每日需完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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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準確的簽到卡
清楚填寫理論課和實踐課小時數
標註日期，及學生簽名
教員簽名

必備設備
在課程開始前，學生必須在開學第一天前準備好如下文具及設備；方可繼續上課，有能力學習和累積所
需的學習和實踐課程及其相關小時數獲認可。
1. 3洞活頁夾，2英寸或更大；橫格紙；活頁夾分隔欄。
2. 圓珠筆、鉛筆、標註加色筆、橡皮擦、一套彩色鉛筆等。
3. 帶2把鑰匙的小鎖或密碼鎖。 學生獲派的儲物櫃是為了將其設備存放在學院內，學生有責任使用
密碼鎖或鑰匙鎖來保護儲物櫃中的物品；此外，一套鑰匙副本將保留在學生的文件夾中（在上課的
第一周交給你的老師）。
4. 喝水的杯子或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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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和退款信息
一名報讀本校學生有權取消和獲得退款，提出需在首次授課時，或報名後第
七天，以兩者中較晚者為準。報名費不得退款，金 額 為 $ 1 0 0 。 計算學費退
款時，上課課時比例將按已上課小時除以課程總小時數。以下退款政策適
用於所有撤銷報讀、或遭停學或開除的學生: 你有權取消或撤回入學同意
書，請以書面信函或電郵方式，通知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Attention: Dalleen Stewart, Director at 315 11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或電郵至 mimiemoi@yahoo.com
撤銷報讀生效之日不晚於收到相關通知之日。校方有權因學生行為而撤銷收
錄，將透過向學生發出書面通知而做出決定。
退款信息。以下退款政策適用於所有撤銷報讀、或遭停學或開除的學生：
學生有權獲得60%按比例退款，如果已完成等於或不足於60％教育計劃。 按
比例退款應不少於扣除學生已付學費後的學生為已接受教育之欠款，計算方
法如下：所欠金額等於教育計劃的每日費用 (教學總金額除以教學所需天數
或小時數），乘以學生已受教天數，或是在撤銷報讀前按計劃受教天數，扣
除$100.00報名費。教材費之退款，適用於學生撤銷報讀後十天內將未用教
材悉數歸還。退回教學材料有可能按其歸還狀態收費，最高為50%。如果學
生獲得貸款以支付某項教育課程，則學生將有責任償還減去任何退款的全部
貸款加上利息。課時抵免或退款應在取消或撤回後的45天內支付。
如果學生獲得聯邦助學金，學生有權獲得之退款將不會從聯邦助學金計劃撥
出。如果學生違約償還聯邦或州政府貸款，將可能發生以下兩種情況：聯邦
或州政府或貸款保證機構將向學生採取行動，包括將學生獲得的任何退稅額
用於償還貸款欠額。在貸款付清前，學生可能無法在另外一所學校申請其他
聯邦學生助學金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財務援助。
學生取消入學和相關財務收費完成後，本校將向學生發出受訓證明及取消入
學文件，列明學生在本校所獲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小時數。
如果學生在取消入學後三個月內重返本校並繼續離開前所報讀之課程，本校
將不再另收報名費。
如果學生獲得貸款以支付某項教育課程，則學生將有責任償還減去任何退款
的全部貸款加上利息。同時，如果學生獲得聯邦助學金，學生有權獲得之退
款將不會從聯邦助學金計劃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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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
文件服務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為學生提供與申請所讀課程相關之州府執照
申請之相關學生服務。如申請執照與學生報讀課程直接相關，本服務乃免費提
供，但出於成本所需，會收取一小額的材料費。學生必須承擔其他相關費用，
包括州府和/或地方政府文件費用，以及向縣政府和地方公共服務機構報告之收
費，已納入費用價格之中。
本校不向學生或大眾提供與課程無關之文件服務。此包括但不限於：處理企業
許可證的申請，用於前來或離開加州的許可證轉讓的互惠性申請，實習生ID徽
章和表格，重新申請考試，以及多種幫助客戶在行業發展並向所需的機構提供
所需文件的其他方式。這些無關報讀課程或為非學生提供的服務，將以公開市
場價格收費。

求職介紹服務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不向學生提供正式或有書面紀錄的求職介紹
服務。本校校長具備與全國各地聘任公司相熟的廣泛人脈，會竭盡所能提供轉
介。

其他學生權利
學生紀錄獲取途徑和內含信息 / 學校紀錄
NCBS 遵守1974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之規定。該法案保護教育的隱私權，並
規定學生和/或未成年人的父母/監護人，有權在教員和/或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
下，檢查和審閱其教育紀錄。 學生或其父母/監護人（如果學生是受撫養的未
成年人）可以透過聯繫學校行政部門與教務長預約，來索閱本人的檔案。 學校
可能需要提前最多48個小時的通知時間，並要求預約才可審查這些文件。 學生
或其父母/監護人（如果該學生是受撫養的未成年人）不得將這些紀錄從校內移
走。 未經學生、或如果學生是未成年，其父母/監護人的事先書面同意，不會
發布有關學生的任何信息，除非法律或政府機構要求NCBS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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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訴政策

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的政策允許學生開啟投訴程序，如果學生感到受到不公正對
待，或未獲學校明文規定、加州法規、聯邦法規保護之權利。該投訴行為可由學生向另一名學
生、一位客戶、一名職員、一名教師或一名行政人員提出。如果學生相信有不公正行為出現，
可採取以下步驟尋求補救。

步驟
1. 本校希望所有學生的不滿投訴，都能通過利用本校的管理決策架構，迅速和在非正式情況
下得到解決。投訴方首先應該與其直接受教的教員和/或其他被視為適當的教職員商討有關
投訴，該名教職員然後應努力解決該一投訴，或轉介至被視為適當的主管來解決。
2. 如果投訴仍未得到解決，投訴方應該與主管商討有關投訴並尋求解決方案。
3. 如果情況不允許採取第1或第2步驟，或投訴未能在五 (5)個工作天內得到解決，投訴方才
採取行動，向學校老闆/校長提出正式投訴。
繼續惡化
當有關投訴未能獲得學校老闆/校長解決，或在任何時間，一名學生及公眾之一員皆可向以下機
構提出申訴：
The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私立中上教育署:

1747 N.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4
PO BOX 980818, West Sacramento, CA 95798-0818
http://www.bppe.ca.gov/
電話: (916) 574-8900
免費電話: (888) 370-7589
傳真: (916) 263-1897
電郵: bppe@dca.ca.gov
Board of Barbering & Cosmetology美髮美容委員會：
所有投訴必須以書面方式提交至美髮美容委員會。
提交方法：

可上網站 www.breeze.ca.gov以電子方法提交
or
可透過美國郵政服務，填寫一份Consumer Complaint Form消費者投訴表或其他
書面文件
寄往：
Board of Barbering and Cosmetology
P.O. Box 944226
Sacramento CA, 94244-2260
http://www.dca.ca.gov/online_services/complaints/citizen_complai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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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Dalleen Stewart
Dalleen 是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老闆及校長。她在美容服務業已有23年的
經驗，包括從業員、精明的老闆及管理者，以及超過10年教導和輔導學生成功考取從業
執照。Dalleen 持有美容全科、修甲、美容專科和美髮執照。她全心奉獻給服務學生，
致力幫助每一位學生能有最好的機會掌握所需技能，考取州府執照。她專注於日常學校
營運各方面工作，監督和服務所有的美容全科、修甲、美容專科和美髮專業的學生。

Lian Chung Zhang (Coco)
Coco在美容專科業有15年的經驗，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有服務客戶的經驗。她在香港專業
受訓超過10年，負責為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的美容專科高級班學生授課和
示範。Coco營運一家成功的美容專科業務企業。Coco 是美容專科的教員，也是紋眉專
科的首席教員。

Xuong Thoi
Xuong在國際和國內有超過20年的理髮經驗。他是加州持牌全科美容師，專長於教授如
何修剪男女頭髮和打造男女髮型。他運用豐富經驗，輔導美容全科和美髮專科學生，全
面掌握剪髮技能。Xuong 的專業技能和無可挑剔的專業操守，令其成為一個傑出模範。
他還負責指導學生應對州府執照考試的實踐部分。Xuong 教導的實踐科目包括修甲、美
容專科和美容全科。

Thanh Phuong Phuong

Thanh在加州的美容學校執教有超過13年經驗。他擁有廣泛經驗，執行和傳教美容高級
實踐技能、理論和原理。他對化學品、溶液、凝膠和敷面產品有豐富的知識。 高度熟
練使用本行業的工具和設備。他對業務的熟悉程度，為學生和其他導師提供了高水平的
服務。 在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osmetology任教10年。 Thanh是美容全科和美容專科課
程的教員。

Helen Huynh

Helen在美容服務業有超過35年經驗。她持有美容全科執照，專長於傳教美妝、化學捲
髮拉直、髮型和美甲護理。她憑藉曾經營運髮廊的經驗，從獨特視角來傳播經驗，幫助
學生掌握面對公眾和營運髮廊對外關係這一重要工作。Helen負責協助學生應對州府執
照考試的理論和實踐兩部分。Helen是美甲、美容專科和美容全科課程的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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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Wong
Sally 加入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擔任教員已五年。加入本校教職員團隊之
前，她在服務業已有20年工作經驗，包括設計表演服和服裝，以及在國際美容行業從
事化妝和美甲已有5年。她在營銷和服務業擁有的廣泛背景，令她能夠在很多非教學領
域發揮所長，協助本校高效營運。Sally是美容專科和美容全科課程的教員。

Trang Thi Thu Le
Trang 在National Cosmetology Beauty School 擔任教員已有四年。加入本校團隊之前，
她在美容業服務已有5年經驗。她工作效率高，組織能力強，透過利用她在諮詢和服務
業的經驗為學生步向成功做好準備，協助他們學習經營髮廊面對公眾。她負責指導學
生提供包括剪髮和修甲在內的髮廊服務。Trang 教學課程包括修甲、美容專科和美容全
科。

Quyen Do Le
Quyen 負責教學修甲和美容全科課程。她擁有美容業工作近10年經驗；包括美甲、剪髮和
之前在一家美容學校的行政工作經驗。她的商業敏銳度和組織能力使她能夠幫助學生為日
後投身職業做好充分的準備。 她是本校團隊的重要成員，總是為工作做好準備充分，組
織能力強。Quyen 集中於修甲理論和實踐教學。

Muoi Muoi Trieu
Muoi 於2019年加入本團隊，負責教學修甲課程。加入本校之前，她在婚慶行業從事化妝
和美容服務方面擁有8年的經驗。 她努力工作和對學生成功的奉獻精神，使她成為團隊的
重要成員。Muoi 在本校修甲專科理論和實踐科目任教。

Cam Loan Tran
Cam於2019年初加入本團隊，負責學校行政工作，協助教學順暢，並輔助課堂教學。她是
加州持牌美甲師和全科美容師。在加入本校前，她在媒體和美容行業有6年的活動策劃和
組織之經驗。

Le Nguyen
Le於2018年加入本校團隊，在美容業包括修甲、美髮和面膜工作已有7 年經驗。她擁有自
家髮廊，將其經驗帶入教導學生向該專業領域發展。她目前任教修甲、美容專科和美容全
科課程。她是加州持牌美甲師、專科美容師和全科美容師。

Man Hue Ho

Man 負責教授修甲、美容專科和美容全科課程。Man在國際美容業有超過14年經驗，在美
甲、美髮和皮膚護理業提供美容產品和服務。她在國內也有5 年經驗任職美甲師。她是加
州持牌美甲師、專科美容師和全科美容師。Man主力教學修甲和專科美容實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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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科課程
(a) 遵照美髮美容法7316條款，報讀美髮科目的學生之課程必須包括 一千五百
(1500)個小時的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涵蓋所有美髮操作。
(b) 就本章節而言，技術指導是指通過示範、演講、課堂參與或考試進行的指
導；實踐操作是指學生在另一個人或一個人體模型上完成一項完整服務的實際表
現。實踐培訓是指執行實際操作所需的時間。 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應包括以下
時間:
(1) 1100 個小時髮型課之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

髮型課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低
小時數:
髮型(65小時技術指導和240小時實踐操作):
髮型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分析髮質，洗髮液，手指捲
髮，髮夾捲曲，梳髮，拉直，捲髮，用熱梳子和熱燙髮鉗捲髮，以及吹風造型。
永久捲髮和化學劑拉直髮 (40小時技術指導和105小時實踐操作):
永久捲髮和化學劑拉直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分析髮
質， 酸性和鹼性永久捲髮，化學劑拉直髮，包括使用氫氧化鈉和其他鹼溶液。
染髮和漂染 (60小時技術指導和50小時實踐操作):
染髮和漂染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以及包括使用短暫、
半永久和臨時染髮): 分析髮質，髮質基因和髮束測試，安全預防措施，配方混合，
著色，漂染，挑染以及使用脫色劑。
剪髮 (20小時技術指導和80小時實踐操作):
剪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使用剪刀，刮刀（更尖
銳），電動剪刀/修剪刀，以及 用於濕式和乾式剪髮的鉸接（錐形）剪。
(2) 200個小時剃鬍課之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
剃鬍課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
低小時數：
準備及操作 (100小時技術指導和40小時實踐操作)
準備及操作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準備客戶鬍鬚以便
展開剃鬍；評估客戶皮膚；剃鬍操作；在面部護理之後使用剃後水殺菌劑，按摩
客戶臉部，塗擦按摩霜。
(3) 200小時衛生和安全課程之技術指導
衛生和安全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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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小時數:
法律與規章(20小時技術指導)
法律與規章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美髮美容法律和美髮美容委員會的規則和章程。
衛生與安全考量(45小時技術指導)
衛生與安全/危險品課程包括接受有關業務場所化學品和衛生工作的培訓，物品安全數
據表，危險化學品防護，防止化學品導致的受傷，衛生和安全法規和負責機構；細菌
學和預防傳染病包括HIV/AIDS和乙型肝炎。
消毒與衛生(20小時技術指導)
消毒與衛生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消毒與衛生的正確步驟包
括保護客戶以及從業員的衛生與安全，營業場所設備的正確消毒程序。
在整個培訓過程由始至終必須強調消毒工作重要性，並在使用所有設備與器材前進行
消毒。
解剖學與生理學(15小時技術指導)
解剖學與生理需課程 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
學。
(c) 委員會建議校方提供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包括職業道德，營銷技巧，客戶資料
保存，禮節，與工作台租賃人、獨立承包商、僱員和雇主有關的基本稅務信息。

備註 ：官方引述 : Section 7312及 7362(b) ,商業專業法 。參考資料 : Sections
7316, 7321.5(d)(1), 7362.5(a)及 7389 商 業專業法。

美容全科課程
(a) 遵照美髮美容法7316條款，報讀美容全科課程的學生之課程，必須包括一千六百
(1600)個小時的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涵蓋所有美容全科的操作。
(b) 就本章節而言，技術指導是指通過示範、演講、課堂參與或考試進行的指導；實
踐操作是指學生在另一個人或一個人體模型上完成一項完整服務的實際表現。實踐培
訓是指執行實際操作所需的時間。 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應包括以下小時和/或操作:
(1) 1,100小時髮型之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
髮型課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低
小時數:
髮型 (65 小時技術指導和240小時實踐操作):
髮型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分析髮質，洗髮液，手指捲
髮，髮夾捲曲，梳髮，拉直，捲髮，用熱梳子和熱燙髮鉗捲髮，以及吹風造型。
永久捲髮和化學劑拉直髮 (40 小時技術指導和105小時實踐操作):
永久捲髮和化學劑拉直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分析髮
質， 酸性和鹼性永久捲髮，化學劑拉直髮，包括使用氫氧化鈉和其他鹼溶液。
染髮和漂染 (60小時技術指導和50小時實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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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髮和漂染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以及包括使用短暫、半永
久和臨時染髮): 分析髮質，髮質基因和髮束測試，安全預防措施，配方混合，著色，
漂染，挑染以及使用脫色劑。
剪髮 (20小時技術指導和80小時實踐操作)
剪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使用剪刀，刮刀（更尖
銳），電動剪刀/修剪刀，以及 用於濕式和乾式剪髮的鉸接（錐形）剪。
(2) 200小時衛生與安全之技術指導
衛生和安全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
最低小時數:
法律與規章(20小時技術指導）
法律與規章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美髮美容法律和美髮美容委員會的規則和章程。
衛生與安全考量 (45小時技術指導)
衛生與安全考量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美容化學包括化學成
分，化妝、美甲、美髮和皮膚護理準備工作之作用，初級化學化妝，化學面膜脫落，
以及物質的化學及物理變化。
危險品包括接受有關業務場所化學品和衛生工作的培訓，危險化學品防護，防止化學
品導致的受傷，人體工學及美容電學理論；細菌學和預防傳染病包括HIV/AIDS和乙型
肝炎，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物品安全數據列表。
消毒與衛生(20小時技術指導)
消毒與衛生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消毒與衛生的正確步驟
包括保護客戶以及從業員的衛生與安全，營業場所設備的正確消毒程序。
在整個培訓過程由始至終必須強調消毒工作重要性，並在使用所有設備與器材前進行
消毒。
解剖學與生理學 (15小時技術指導)
解剖學與生理需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學。
(3) 200小時美容專科之技術指導與實踐操作
美容專科之教學必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低
小時數:
人工、電動和化學面膜(25小時技術指導和40小時實踐操作)
人工、電動和化學面膜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人工面膜包括深度清潔、科學操作，包裝和面罩。電動面膜包括以面部和皮膚護理目
的來使用電氣療法、真皮燈和電氣設備； 但是，不得使用能產生電流的機器進行刺
激，導致身體或面部的肌肉收縮，或達到收縮之目的。化學面膜包括化學皮膚剝落 ，
包裝，面罩和擦洗。培訓過程中需強調只能去除無生命的面部皮膚的最上層，即表
皮，並且僅用於美容目的。所有實際操作必須符合992條有關皮膚剝落的指引。
修眉與化妝 (25小時技術指導和30小時實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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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眉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修眉與脫毛，包括使用蠟，鑷子，
電動式或手動式，和脫毛劑，以除去多餘的毛髮。
化妝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膚質分析，全面和修補式化妝，裝
假睫毛，以及睫毛和眉毛著色，如果有關產品並未遭到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署、職
業安全和健康署，或美國環境保護署的否決、禁止和取締。
(4) 100 小時修甲與修腳專科之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
修甲與修腳之教學必修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
最低小時數:
修甲與修腳 (10小時技術指導和25小時實踐操作)
修甲與修腳之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浸水和浸油修甲，包括指
甲分析，手/腳按摩和手臂/腳踝按摩。
人造指甲和與指甲貼 (25小時技術指導和120 (指甲) 實踐操作)
人造指甲包括丙烯酸、液體和粉末刷，人造指甲尖以及指甲貼和修復。

(c) 委員會建議校方提供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包括職業道德，營銷技巧，禮節，
資料保存與客戶服務紀錄。

備註 : 官方引述 : Sections 7312, 7362 及 7362.1 (c), 商業專業法。 參考資料 : Sections
7316(b), 7321(d)(1), 7362, 7362.5(b) 及 7389, 商業專業法。
指甲護理科課程 (修甲)
(a) 遵照美髮美容法第7316條規定，報讀指甲護理專科的學生之課程必須包括不少於四
百 (400) 小時的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涵蓋美甲師的所有操作。
(b) 就本章節而言，技術指導是指通過示範、演講、課堂參與或考試進行的指導；實
踐操作是指學生在另一個人或一個人體模型上完成一項完整服務的實際表現。實踐培
訓是指執行實際操作所需的時間。 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應包括以下小時:
(1) 300 小時指甲護理之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
指甲護理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
低小時數::
修甲與修腳 (60小時技術指導和 60小時實踐操作和180指甲)
修甲與修腳之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 浸水和浸油修甲，包
括手和手臂按摩，完整修腳包括腳和腳踝按摩，提供人造指甲包括液體、凝膠和粉末
刷，人造指甲尖，指甲貼和修復，以及指甲分析。
(2) 100小時衛生與安全之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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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和安全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
最低小時數::
法律與規章(10小時技術指導)
法律與規章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美髮美容法律和美髮美容委員
會的規則和章程。
衛生與安全考量(25小時技術指導)
衛生與安全考量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涉及美甲師操作的
化學包括化學成分，指甲護理準備工作之作用。衛生與安全/有害物質，包括接受有
關業務場所化學品和衛生工作的培訓，危險化學品防護，防止化學品導致的受傷，衛
生與安全法規和機構，人體工學，傳染病包括HIV/AIDS和乙型肝炎。
消毒與衛生 (20 小時技術指導和10 小時實踐操作)
消毒與衛生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消毒與衛生的正確步驟
包括保護客戶以及從業員的衛生與安全。
至少10小時的必修實踐操作必須遵照979 和980章指引，涉及設備與器材的消毒。在整
個培訓過程由始至終必須強調消毒工作重要性，並在使用所有設備與器材前進行消
毒，尤其加強關注修腳浴盆消毒程序，具體細節在980.1, 980.2 和980.3章內詳述。
細菌學，解剖學與生理學 (10小時技術指導)
解剖學與生理需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細菌學，人體解剖學，人
體生理學，以及指甲分析與狀態。
(c) 委員會建議校方提供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包括職業道德，營銷技巧，禮節，
資料保存，客戶服務紀錄，與獨立承包商、工作台租賃人、僱員和雇主有關的基本
稅務責任。
備註：官方資料: 7312, 7362 及 7365章，商業專業法

皮膚護理課程 (美容專科)
(a) 遵照美髮美容法7316條款，報讀皮膚護理科目的學生之課程必須包括六百(600)
個小時的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涵蓋美容專科師的所有操作。
(b) 就本章節而言，技術指導是指通過示範、演講、課堂參與或考試進行的指導；
實踐操作是指學生在另一個人或一個人體模型上完成一項完整服務的實際表現。實
踐培訓是指執行實際操作所需的時間。 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應包括以下小時:
（1）350 小時面膜之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
面膜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低小
時數::
人工、電動和化學面膜 (70小時技術指導和140小時實踐操作)
人工、電動和化學面膜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人工面膜包括深度清潔、科學操作，包裝和面罩。電動面膜包括以面部和皮膚護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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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使用電氣療法、真皮燈和電氣設備； 但是，不得使用能產生電流的機器進行刺
激，導致身體或面部的肌肉收縮，或達到收縮之目的。化學面膜包括化學皮膚剝落 ，
包裝，面罩和擦洗。培訓過程中需強調只能去除無生命的面部皮膚的最上層，即表
皮，並且僅用於美容目的。所有實際操作必須符合992條有關皮膚剝落的指引。
預先準備 (15小時技術指導)
預先準備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客戶諮詢，客戶登記步驟，無法服
務的情況，專業表現，客戶資料紀錄，服務前和服務後護理，心肺復蘇術CPR/自動體
外心臟除顫器AED, 髮廊和水療技巧。
(2) 200小時衛生與安全之技術指導
衛生與安全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之最低小時數:
法律與規章(10小時技術指導)
法律與規章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美髮美容法律和美髮美容委員會的規則和章程。
衛生與安全考量 (40小時技術指導)
衛生與安全考量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營業場所使用化學品
及安全之培訓；材料安全數據列表，危險化學品防護及預防化學品傷害，衛生與安全
法規及機構，傳染病包括HIV/AIDS和乙型肝炎。
化學成份及化妝和皮護護理預先準備之作用，初級化學化妝，化學面膜脫落，以及物
質的化學及物理變化。
電流，操作電子設備之原則，以及在操作電子設備時必須遵守的各種安全守則。
消毒與衛生 (10小時技術指導)
消毒與衛生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技術和程序: 消毒與衛生的正確步驟，
包括保護客戶以及從業員的衛生與安全，營業場所設備的正確消毒程序。
在整個培訓過程由始至終必須強調消毒工作重要性，並在使用所有設備與器材前進行
消毒。
解剖學與生理學(15小時技術指導)
解剖學與生理需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學，
細菌學，膚質分析及狀態。
(3) 50小時脫毛及化妝之技術指導和實踐操作
脫毛課程之教學必修課主題，必須包括以下各主題及其技術指導和實踐培訓之最低小
時數:
修眉 (25 小時技術指導和50小時實踐操作)
修眉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修眉與脫毛技巧，毛髮分析，用蠟，鑷
子，電動式或手動式，進行脫毛。
化妝(20 小時技術指導和40小時實踐操作)
化妝課程主題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主題：膚質分析，基本和修補式化妝，裝假
睫毛。

(c) 委員會建議校方提供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包括職業道德，營銷技巧，禮節，資
料保存，客戶服務紀錄，與工作台租賃人、獨立承包商、僱員和雇主有關的基本稅務
信息。

備註 : 官方引述 : 7312, 7362 和 7364章，商業專業法。參考資料 : 7316(c)(1), 7324(d)(1),
7362, 7364 及 7389章 ., 商業專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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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跨界課程
為持牌美髮師而設

科目

課程
小時數

美容法律，章程及規則
美容化學
衛生與安全
美容電學
消毒/衛生
細菌學，解剖學，生理學
濕髮造型
燙髮造型
永久捲髮
化學直髮
剪髮
染髮/漂染
頭皮和頭髮護理
手工 - 面膜
電動- 面膜
化學 - 面膜
修眉與脫毛
化妝
浸水和浸油修甲
全套修腳
丙烯酸: 液體和粉末刷
指甲尖
指甲貼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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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操作要求

10
5
20

-

5
10

10

5
10
5
10
5
2
20
2
2
7
10

35
15
35
10
10
15
5
5
5
5

5
5
5
1

5
10
15
3

5
3
2

10 指甲
10 指甲
5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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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跨界課程
為持牌美容師而設
科目
小時數

科目
美容法律，章程及規則
美容化學
衛生與安全
消毒/衛生
細菌學，解剖學，生理學

2
2
2
2

10

2

40
20
20

剃鬍
平躺 - 面膜
頭皮護理

20
20
30

假髮佩戴與護理

20
5
20
10
20
5
20

假髮之化學品
化妝品及預先準備
剪髮/髮型
假髮科學
頭皮及頭髮護理
有害物質
洗髮
捲髮及曲髮
染髮/短暫染色

實踐操作要求

5
5
40
10
20
5

頭髮處理及鬆弛

5

紋眉課程
為持牌全科美容師和專科美容師而設

紋眉
教員在實驗室指導理論和實踐
務求掌握文憑所需技能
小時

理論和實踐科目
永久眼線
永久眉毛
永久唇線
半永久眉毛

25
25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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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就業
(SOC/O*NET Code)
(瀏覽網站 http://online.onetcenter.org/)
美容全科及美容跨界課程
39-5012 理髮師，髮型師和美容師
39-5092 修甲師和修腳師
39-5093 洗髮師
39-5094 皮膚護理專家
美髮及美髮跨界課程
39-5011 剪髮師
39-5012 理髮師，髮型師和美容師
39-5093 洗髮師
美容專科課程
39-5094 皮膚護理專家
修甲課程
39-5092 修甲師和修腳師
紋眉
39-5094

皮膚護理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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