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甲
DIVISON 1

美甲技术类
DIVISON 

美甲艺术类
DIVISION

美甲艺术类
DIVISION

纹绣
DIVISON 1

纹绣
DIVISON 

★总冠军需同时报名
★参赛讯息会以简讯通知，参赛者请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报名者必须提供电子版正面照片一张
★报名三项及以上者，报名费
★须于
★分组说明
★          
★汇款信息：
★汇款缴费者，请自行保留转账截图，以便查询。

报名地址

联络电话

中文名 

英文名 

国  籍 

美甲比赛

美甲技术类 
DIVISON 1 

□

□

□

美甲技术类 
DIVISON 2 

□

□

□

美甲艺术类 
DIVISION 1 

□

□

□

□

□

美甲艺术类
DIVISION 2 

□

□

□

□

□

纹绣现场 
DIVISON 1 

□

□

□

纹绣现场 
DIVISON 2 

□

□

□

总冠军需同时报名
★参赛讯息会以简讯通知，参赛者请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报名者必须提供电子版正面照片一张
★报名三项及以上者，报名费
★须于 31/08/2019
★分组说明：D1

          D2
★汇款信息：PUBLIC BANK
★汇款缴费者，请自行保留转账截图，以便查询。

报名地址：63,Jalan Puteri 2/1

联络电话：00-60143676261/00

比赛 NAIL COMPETITION

□手部保养(RM2
□法式水晶(RM2
□法式凝胶(RM2

□手部保养(RM2
□法式水晶(RM2
□法式凝胶(RM2

□静态彩绘 5
□静态混搭 5
□现场凝胶彩绘
□美甲创意海报设计
□静态沙龙设计

□静态彩绘 5
□静态混搭 5
□现场凝胶彩绘
□美甲创意海报设计
□静态沙龙设计

□眉毛纹绣(雾眉
□眼线纹绣(RM2
□唇部纹绣(RM2

□眉毛纹绣(丝雾眉
□眼线纹绣(RM2
□唇部纹绣(RM2

总冠军需同时报名所属类别
★参赛讯息会以简讯通知，参赛者请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报名者必须提供电子版正面照片一张
★报名三项及以上者，报名费

31/08/2019 前，完成报名
D1 组/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D2 组/专业组：曾取得过前三名成绩者
PUBLIC BANK：

★汇款缴费者，请自行保留转账截图，以便查询。

Jalan Puteri 2/1

60143676261/00

 

第一届马来西亚荣耀杯
国际

 
 
 

COMPETITION

(RM200/$60)
(RM200/$60)
(RM200/$60)

(RM250/$70)
(RM250/$70)
(RM250/$70)

5 片(RM180/
5 片(RM180/

现场凝胶彩绘 5 片(RM
美甲创意海报设计(RM180/

设计 5 片(RM180/

5 片(RM180/
5 片(RM180/

现场凝胶彩绘 5 片(RM2
美甲创意海报设计(RM180/

设计 5 片(RM180/

纹绣比赛

雾眉) (RM20
(RM200/$60)
(RM200/$60)

丝雾眉) (RM2
(RM250/$70)
(RM250/$70)

所属类别的三项比赛，美甲艺术类总冠军不包含海报设计
★参赛讯息会以简讯通知，参赛者请自备延长线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报名者必须提供电子版正面照片一张(31
★报名三项及以上者，报名费抵减 10%。

前，完成报名(含报名费
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专业组：曾取得过前三名成绩者

：3193882301 
★汇款缴费者，请自行保留转账截图，以便查询。

Jalan Puteri 2/1,Bandar Puteri

60143676261/00-60162160569

第一届马来西亚荣耀杯
国际美业

COMPETITION 

) 
) 
) 
) 
) 
) 

(RM180/$55) 
(RM180/$55) 

(RM200/$60)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RM250/$70) 
(RM180/$55) 
(RM180/$55) 

纹绣比赛 EMBROIDERY COMPETITION

00/$60) 
) 
) 

(RM250/$70) 
) 
) 

的三项比赛，美甲艺术类总冠军不包含海报设计
自备延长线(一人只可使用一个插座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31/08/2019 前
。 

含报名费)。 
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专业组：曾取得过前三名成绩者(成绩参考六个月以上的得奖记录

3193882301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汇款缴费者，请自行保留转账截图，以便查询。 

Bandar Puteri,47100 Puchong

60162160569 

第一届马来西亚荣耀杯
美业技能大赛

 
 
 身份证

美睫现场
DIVISON 1

美睫现场
DIVISON 

美睫静态
DIVISON 1

美睫静态
DIVISON 

EMBROIDERY COMPETITION

纹绣静态
DIVISON 1

纹绣静态
DIVISON 

的三项比赛，美甲艺术类总冠军不包含海报设计
一人只可使用一个插座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前)，请 Email

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成绩参考六个月以上的得奖记录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47100 Puchong,Selangor

第一届马来西亚荣耀杯
技能大赛报名表

生    日 

联系方式 

身份证/护照号码

美睫比赛 

美睫现场 
DIVISON 1  

□美睫 50
□美睫 50
□美睫 50

美睫现场 
DIVISON 2 

□美睫 78
□美睫 78
□美睫 78

静态 
DIVISON 1 

□睫毛盒
□睫毛盒创意
□睫毛盒创意

静态 
DIVISON 2 

□睫毛盒美睫
□睫毛盒创意
□睫毛盒创意

EMBROIDERY COMPETITION

静态 
DIVISON 1 

□眉毛纹绣
□眼线纹绣
□唇部纹绣
□眉眼唇

静态 
DIVISON 2 

□眉毛纹绣
□眼线纹绣
□唇部纹绣
□眉眼唇

的三项比赛，美甲艺术类总冠军不包含海报设计/
一人只可使用一个插座)。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mail 至 malaysiaglory

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成绩参考六个月以上的得奖记录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选
SIGNATURE

Selangor,Malaysia

第一届马来西亚荣耀杯 
报名表

护照号码 

 EYELASH COMPETITION

50 根 2 对一接一竞速
50 根 1 对多层次
50 根 1 对彩睫设计

78 根 2 对一接一竞速
78 根 1 对多层次
78 根 1 对彩睫设计

睫毛盒美睫设计一接一
睫毛盒创意美睫设计
睫毛盒创意彩睫设计

睫毛盒美睫设计一接一
睫毛盒创意美睫设计
睫毛盒创意彩睫设计

EMBROIDERY COMPETITION 

眉毛纹绣(雾眉) (RM180/
眼线纹绣(RM180/
唇部纹绣(RM180/

唇纹绣(RM180/

眉毛纹绣(丝雾眉) 
眼线纹绣(RM180/
唇部纹绣(RM180/

唇纹绣(RM180/

/沙龙甲片，纹绣静态总冠军

★参赛证于赛前报到时领取，比赛开始不论任何理由迟到皆不准进场，视同缺席记零分。 
★选手授权本大会，可永久不限任何形式免费使用选手在竞赛中发表的作品照片。 
★奖杯当日未领取者，如需寄送请自行负担运费，并承担运送过程中的损坏风险。 

malaysiaglorycup@gmail.com

自由组：没有参赛经验，或曾经参赛但未取得前三名的报名者。 
成绩参考六个月以上的得奖记录)。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选 手 签 名
SIGNATURE

Malaysia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报名表 

5/OCT
2019

 
 
 

EYELASH COMPETITION

一接一竞速(RM2
对多层次(一搭三)
对彩睫设计(RM20

一接一竞速(RM2
对多层次(一搭五)
对彩睫设计(RM25

一接一(50 根) (RM180/
设计(50 根) (RM180/

彩睫设计(50 根) (RM180/

一接一(78 根) (RM180/
设计(78 根) (RM180/

彩睫设计(78 根) (RM180/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RM180/$55) 

，纹绣静态总冠军

 

@gmail.com

名 
SIGNATURE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OCT 
2019 

 
 
 

EYELASH COMPETITION 

(RM200/$60) 
) (RM200/$60
00/$60) 

(RM250/$70) 
) (RM250/$70
50/$70) 

) (RM180/$55
(RM180/$55) 

) (RM180/$55) 

) (RM180/$55
) (RM180/$55) 
) (RM180/$55) 

 

$55) 

，纹绣静态总冠军可任选三项。

@gmail.com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60) 

$70) 

$55) 
 
 

$55) 
 
 

三项。 

(YOUSHINE SOLUTION SDN. BH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