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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特效化妝的興起，在美容造型科系相關之專科學校已陸續增加特效化

妝相關課程與教學，並聘請專業及技術教師授課。依據教育部（2019）「專科學

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所稱專業及技術教師，是指他的技術或專長，要

可以擔任技術科目或教學專業科目的教師。專業及技術教師的資格審定、聘期、

聘任、升等、特殊專業實務經驗、具體事蹟、國際級大獎之界定、造詣或成就的

認定、確屬學校教學所需人才的認定，比照教師職務等級，有分教授級、副教授

級、助理教授級及講師級四級，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辦理，依照「專科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審定其職務等級，核發教師聘書，其相關規定，由各

校定之。 

在美容造型科系相關之專科學校，透過「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資格聘請特效化妝師到校教學，期望在學校深耕傳承這項專業技術。“特效化

妝”是透過結合運用繪畫、塑型、毛髮製作等各種專業技巧手段塑造形象，有别

於普通的美容化妝，是戲劇、影視中常用的造型技術。在特效表現方面，通常是

因應特殊角色的要求而對演員形象做改造，美化或丑化，應用特殊材料對面部、

身體進行造型。因應現況特效化妝範圍極廣，包括寫實的面部妝容，如老年妝、

槍傷、刀傷、燒傷、等妝容，以及超現實特效妝，如怪獸、外星人、科幻生物、

屍體、動物等複雜造型（路怡，2015）。在學校之特效化妝課程一般內容主要以

基礎課程教學，內容較為淺顯易懂，類似平面油彩類的小丑妝、骷髏妝、貓科動

物妝學習彩繪技巧應用，後續則以學習塑造皮膚蠟等立體傷妝類的破皮擦傷、刀

砍傷、彈孔傷、開放性傷口等等，循序漸進作課程計畫與規劃，學生學期結束後

就已具備基礎的特效化妝專業技能。專業及技術教師在美容造型科系相關之專科

學校教學過程中，發現許多學生對特效化妝師職業與課程有更多想深入了解與學

習的想法，且專業及技術教師認為學校是缺乏更高階的特效化妝課程計畫，又因

為產、學之間存有一定的落差，考量學生的後續發展，不妨考慮在專科學校建立

類似產業學院的機制，鼓勵有興趣的學生參與，亦可降低與業界的學用落差，用

學程的方式培育學生翻模及雕刻等高階課程，完成就業實務訓練，結業後，學生

將可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然而在業界，特效化妝師的技術是要不斷的求新求變，我們應該跟隨著業界

的腳步共同進步與創新，專業及技術教師自我期許能夠與業界共同精進技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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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效化妝課程上透過教學以職場專業為標準作培訓，傳承延續此專業技術，開

拓影響年輕世代的視野，發展屬於臺灣的特效化妝技術。本研究採文獻探討的方

式，敘述專業及技術教師在專科學校應有的角色與任務，並以特效化妝師為例。 

二、產業對特效化妝師的需求 

(一) 對於特效化妝相關產業人才需求現況 

畢業於美容美髮相關科系的化妝師中許多人情況堪憂，因化妝師已供過於

求，且又是自由職業，接案訂單不多導致收入相當的低，要成為行業中頂尖的人

才並非易事，且未來還有更多更優秀的一般化妝師在虎視眈眈，與其在行業中競

爭求生存不如另尋它路。但由於現在電影業的急速發展，「特效化妝師」這個行

業悄然崛起，化妝師紛紛轉型為「特效化妝師」，並且轉型成功的案例很多，畢

竟化妝師從業多年已擁有相當深厚的審美觀及化妝經驗，再多加強進修學習特效

化妝相關知識技巧，更是容易上手，且目前電影業缺乏特效化妝人才，電影業等

人士在電影特效化妝技術更願意投資在一個專業的特效化妝師（特效化妝培訓學

校，2018）。然而一般化妝師大多是畢業於美容造型相關科系，由此可見，若在

大專校院開課，特效化妝課程更能讓學生擁有更多技能與方向，不再受限於一般

美容美髮職業，值得注意的是特效化妝技術不僅存在於影視劇中，在廣告、展覽、

遊樂等行業也有廣泛的應用，從以下訪談中了解更多與特效化妝師的職業現況。 

陳彥竹（個人訪談 2018 年 5 月 1 日）主張：「透過曾跟隨周星馳團

隊製作《美人魚》特效化妝師儲榢逸說到，而了解對於臺灣影視需

求之困境，業界無論特效化妝師或製作人等相關工作人員，皆是吐

不完的苦水，臺灣製作費普遍較低，拍攝的劇本長期限縮，缺少製

片細節，像是特效化妝的要求，與歐美、中國大陸等地的投資規模

相比，呈現兩極，如此惡性循環導致影視作品較難有突破性的發

展，其中黃心昱提起『如果沒有團隊合作，華人市場很難追到歐美

市場』，然而因為網路科技世代的來臨，影視皆轉型，改變了收視

習慣，從電視轉往網路平台的影視劇作不少，藉由無國界的運用網

路領域及科技，讓臺灣影視帶來新契機。」(頁 1) 

Jane Tsao（個人訪談 2019 年 7 月 22 日）主張：「了解臺灣影視需

求後，透過訪問程薇穎的專訪，可以知道現在的影視相關產業需求

正蓬勃！大家所寫的劇本持續的在多元化，是一個影視相關產業發

展的時代，能做的主題亦越來越多，所以現在進入這個產業，其實

是個好時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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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視相關產業需求正蓬勃，我們可以根據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了解，電影

內容產業所欠缺之專業人力類型包括：電影造型師─特效化妝、後製技術─3D
技術、演員、跨平臺數據收視分析、編劇、監製或製片、電影行銷─國外發行等

7 類人才，而演員及編劇更面臨人才外流的困境，編劇及監製或製片也存在在職

人員技能不符、人才養成不易的問題，究其欠缺原因，主要在於人才供給不足，

歷年均會針對電影業者進行「關鍵職缺」的問卷調查。根據電影產業專業人才供

需現況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以監製製片、國外發行行銷以及編劇的供不應求狀況

較為明顯，占比分別為 57.89%與 54.55%及 54.55%，其次為攝影、特殊化妝、

演員、跨平台數據收視分析、剪輯、調光與 3D-特效等關鍵人才，皆有超過 40%
以上的業者認為人才供不應求，從而得知特效化妝人才的供不應求達 42.11%，

相較於供過於求 0.00%是有極大差別的。供需現況比較需求落差，在電影產業中

突顯了特效化妝師的重要性。 

(二) 目前全國技專院校對於特效化妝相關課程及師資供給面現況 

為了解目前全國技專院校的特效化妝相關課程供給面現況，從技專院校課程

資源網查詢 107 學年度課程，不限學期、部別、學制及地區，科系以美容、美髮、

化妝品及造型查詢，課程名稱以特效化妝、特殊化妝、特效造型、電影特效、特

效化妝實務、特效化妝理論與實務及影視角色造型設計等相關課程名稱查詢到的

結果，可以得知有 21 所學校開此課程、19 個科系、44 門課程數之相關特效化妝

課程供給面現況；而目前全國技專院校對於特效化妝相關師資供給面現況，從技

專院校課程資源網查詢 107 學年度課程結果發現，在特效化妝師資人數的供給面

現況有 8 位師資人數，且目前是在 7 所學校、7 個科系、9 門課程數任教，而真

正屬於特效化妝師背景的師資僅有 3 位，顯然多數的課程仍是由不具備專業訓練

的特效化妝師擔任。 

三、當前學校培育特效化妝師的現況 

特效化妝創造了無限可能，在好萊塢電影中特效化妝帶來的震撼，源自於充

滿造型想像力，這都是出自於特效化妝的新奇創意。我們藉助特殊材料，透過雕

刻、塑型、上色的技術，實現在角色形象與真實感，應用在 2D 與 3D 技術效果，

創造出電影中仿真與創異的特效，滿足人們的想像（程薇穎，2012）。 

特效化妝主要應用的恐怖奇幻題材常見於好萊塢電影大片，特效化妝有別於

一般彩妝，它是一種特殊的化妝技術，能夠實現普通化妝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在

學校教師大部分都是以基礎課程為教學，像是瘀青、破皮擦傷、刀砍傷、彈孔傷、

開放性傷口、凍傷、燒燙傷、斷指、老人妝、小丑妝等等。除此之外，還有更進

階的翻模雕塑等特效化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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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化妝的翻模雕塑等技術，是有一個過程的，要經過前期設計、翻模製作

演員的頭部或身體模型、倒入石膏模型雕塑、製作雕塑模型，用發泡乳膠或矽膠

等材料製作假皮，再化妝黏貼、補縫邊、上色、噴槍上色、毛髮製作，假牙製作

等一系列專業技巧。並能運用部分化學材料，也要具有基本的皮膚整形和口腔醫

學知識、人體骨骼和解剖學等等，此外，還要具備基礎的電子技術，能運用電腦

設計圖紙，知道如何利用特效化妝和電腦合成出最終效果（張雪雁，2018）。化

學材料在製作模具的運用上，用矽橡膠是較佳的材料，具備老化、防霉抗蛀、柔

軟不容易脆的特點，在固化前是非常有流動性的，在複製件表面附著力佳，容易

還原各式各樣的型態和細節，在固化後是有彈性的且強度高，脫模也較方便（陳

立賢、何依庭、周美虹、林昕臻 & 陳嘉琪 2018）。 

關於特效化妝的技術，有人可能會有所疑問，如今電腦特效技術是如此的發

達，那還需要實體操作雕刻出來的特效化妝技術嗎？事實上是需要的，而且大部

分的科幻、魔幻题材影視劇中的場景、人物特效都是電腦特效和實體特效化妝的

結合，兩者缺一不可，沒有電腦替代化妝一說（路怡，2015）。 

在林欣蘋、郭姿辰、Vincent、Yuki（2017）的專訪中得知，受訪者程薇穎在

國際特效化妝藝術家比賽（IMATS）中獲得學生組冠軍，是她在母校溫哥華電影

學院校史上，該比賽舉辦以來的第一位華人獲獎者，但這並非是她未來的一個人

生保證，也少不了各種流言，像是那麼年輕怎麼可能等，也少不了被質疑她的能

力不夠，但她說到，從得獎獎臺上下臺後的路走得多遠才是重點，她的心態是那

麼的樂天積極。從程薇穎的看法與角度，可以了解到，特效化妝課程是由基本的

彩妝入門，再逐漸進入進階的雕刻、翻模等較複雜的特效技術。起初還常常受到

教授嚴厲指正，因為連彩妝都做不好了，甚至數次的懷疑自己是否缺乏藝術天

分，但卻憑著對特效化妝的熱情與好奇心，逐漸在思考所學，逐步練就純熟技術

同時，也將她個人藝術創造力有所表現。 

且世界那麼大，得獎後，一直有來自臺灣的各式合作邀約，性質不限於電影

還包括電視與廣告，程薇穎驚覺臺灣對特效化妝相關人才有那麼多的需求，工作

之餘便可開班授課，於是她選擇回到臺灣建立工作室，協助培養屬於臺灣的特效

化妝人才。 

四、問題討論與改善策略 

本研究依據以上現況，在深入探討相關文獻後，了解產業對特效化妝的需求

現況與當前學校培育現況等問題後，討論關於特效化妝師的需求增加，與學生對

特效化妝非常有興趣想投入職場的需求增加，而未來投入此職業後可能會造成學

用落差，給予具體改善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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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聘請專業及技術教師培養特效化妝師人才 

在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相關科系，不再受限於化妝師與美髮設計師相關職業，

為培養特效化妝師職業人才，聘請與特效化妝師相關的專業及技術教師，透過教

學以職場專業為標準作培訓傳承此相關技術，在專業及技術教師的敘述分享中，

了解與認識有關特效化妝師職業的產業，讓學生對特效化妝師職業有更近一步的

認識。 

(二) 建立產業學院機制計畫縮短與業界的學用落差 

為了縮短與業界的學用落差，建議在專科學校建立產業學院計畫機制，鼓勵

有興趣的學生參與甄選，以產業學程的方式培育學生，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優

質專業人才為業界所用，完成就業實務訓練，結業後以利學生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教育部，2019）。且已有許多學校建議和產業界持續推動相關專業課程策略，

為了培訓更多的特效化妝師，勞動力發展署更推動特效化妝師證照以及評審的培

訓，讓更多人了解特效化妝師的工作內容及相關技術技巧，更多的培訓想從事特

效化妝師工作者（李育螢，2019）。 

(三) 建議政府設置相關金馬獎獎項策略 

透過了解產業對特效化妝師的需求與當前學校培育特效化妝師的現況，我們

亦在受訪者程薇穎身上得知，面對臺灣電影產業問題，她建議需要政府與個人共

同的努力，像是政府方面建議設置相關金馬獎獎項等策略增加競爭對手，亦透過

教學傳承發展特效化妝相關技術，影響年輕世代的想法（林欣蘋、郭姿辰、

Vincent、Yuki，2017）。 

五、結語 

本文以特效化妝師為例，專業及技術教師在專科學校除了要具備教師基本資

格外，亦要有業界實務經驗等專業技術能力，作為領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生了解

產業對特效化妝師的需求與應用特效化妝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術，亦要投入在解決

學用落差上的問題，而建立產業學院機制計畫，來達到任務，鼓勵學生參與甄審，

用產業學程的方式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的優秀專業人才為業

界所用，完成就業實務訓練，以利畢業後學生即就業目標。 

面對臺灣電影產業，政府也應多設置規劃其相關特效化妝獎項與活動，透過

獎項增加競爭力，以利達到特效化妝師技術的進步。作為專業及技術教師的角色

與任務，為傳承延續發展屬於臺灣的特效化妝專業技術，在專科學校以教學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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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影響年輕世代對特效化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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