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A專業美甲/美睫/紋繡師
2018第二梯次
初級 / 中級 / 高級
檢定簡章
沙龍專業認證

校園升學加分

人才晉用優勢

職涯圓夢計畫

服務素質把關

教學品質保證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
網址：www.tsiatw.org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07 巷 60 弄 7 號
電話：03-332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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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報名單位（依地址排序）：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FA 指藝會館

100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 1-2 號 11 樓

歐玟利

02-2371-5509

伊美短期文理補習班

100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之 1

鄭克強

02-23112107

103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24 號 2 樓

施雯士

02-2592-2873

103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 26 巷 64 號

容學麟

0961-061-838

104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259 巷 9 號 1F~32

陳奕蓁

0926-187-304

CISO 美容彩妝美甲美睫技術證照協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之 2

鄭羽彤

02-25997391

Au 美甲美睫學院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0 號 3F 之 6

黎芷瑜

0976-721-958

玉玄美甲美睫

220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 16 號

阮玉玄

0983-515-336

約書亞時尚坊

220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 3 號

周雅慧

0917-626-106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41 號 4 樓

吳席綾

02-29120686

236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33 巷 18 號

周琦森

0953-858-032

244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 45 號一樓

阮秋玄

0972-198-020

247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北路二段 68 巷 1 號 6 樓

鄒怡菁

0936-197-906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07 巷 60 弄 7 號

林妍君

03-336-2208#772

330 桃園區桃園區中正路 13 號 3 樓

陳詩詩

03-347-8076

許恩綺

03-357-3973

匯巨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仔
Nails 薇娜時尚館

享受天堂美甲沙龍
Beauty 管理學院
彩漾美甲美睫
瑪優菈藝術美甲教育學苑
雅蒂斯企業有限公司
NNS 美甲美睫半永久國際認證中心-總院

NNS 美甲美睫半永久國際認證中心-研習中心 330 桃園區桃園區中埔ㄧ街 363 號
克萊兒美甲部屋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 96 號

黃立孟

03-339-5367

建興美材行

330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157 號

劉信宏

03-334-5880

330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173 號 2F(工作室)

李雨凡

0989-297-406

330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 279 號 2 樓

熊婷婷

03-3587085

鍾麗鳳

03-338-3389

330 桃園市桃園區民光路 61 號

程郁庭

0912-221-148

330 桃園市桃園區新民街 56-1 號

甘玉瑩

0985-600-883

330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 175 號 1 樓

黃麗如

03-370-8135

花指甲美甲美睫紋繡藝術學院

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 138 號

范鈞淇

0938-382-620

玩美甲教育學苑

320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 19 號

吳薏杉

0909-354-695

皇家美甲藝術沙龍

320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 80 號 3 樓

郭璟萱

03-4265678

艾蜜莉時尚美甲美睫紋繡學苑

320 桃園縣中壢市建國路 16 號 2 樓

趙鳳仙

03-427-1956

320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 309 號

葉惠瑛

0955-039-701

蔡侑娟

03-422-0052

326 桃園市楊梅區新興街 122 號

辛念珈

0937-170722

300 新竹巿中華路四段 655 號

吳姵瑜

03-5381827

瑪雅時尚美甲美睫紋繡學院

300 新竹市西大路 309 號

張逸美

03-5269-586

拉法爾指愛玩美概念館

360 苗栗市中正路 819 號

李筠梧

0916-789-300

唯伊美學

403 台中市大昌街 216 號

王伊蘋

0989-617707

403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354 號 2 樓

林品余

0952-303-473

蕾蜜絲嫁睫美學館
JS 國際美甲美睫沙龍

330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12 號 8 樓
私立貝爾莎莉美容美髮短期補習班

239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 670 號 2 樓
400 臺中市綠川東街 32-21 號

采宸美學社
粉妝美甲時尚館
Rose 美容美體時尚會館/美甲足 spa 館

伊娃美睫

NNS 美甲美睫半永久國際認證中心-中壢分院 320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 38 號 2 樓
俏佳人藝術美甲美睫
炫彩指妍藝術美甲

AT Nail 畫龍點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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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美容時尚教育協會

403 台中市西區精誠十六街 39 號 6 樓之 1

周璐婕

404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 32-1 號

陳彥伊 04-22215918、0910-300-099

406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街 16-1 號

陳亭吟

04-243-77566

428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 247 號

陳寶玉

04-2567-3615

110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83 號 3 樓

林鴻梅

04-2328-0509

500 彰化市崙美路 60 巷 56 弄 8 號

李文村

0987-486486

500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56 巷 21 弄 24 號 7 樓

董憶蓉

0919-855455

600 嘉義市南田路 79 號 2 樓

葉育汝

0927-410-188

700 台南市中西區和平街 116 號

盧喬登

06-2210133

薇格美甲美睫暢貨中心

700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153 號 9 樓-1

林坤賢

06-2200-006

達綺妮指甲彩繪專賣店

701 台南市東區崇明九街 65 號

黃景煬

06-335-9293

台南市美髮及美容美體業產業工會

702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鄭玉娟

(06)2611234

Amy 藝術美甲美睫沙龍

704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二段 506 號

王嘉蓉

06-2525403

琳達髮藝指妍造型沙龍

704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581 號

郭怡秀

06-2835858

美的世界美容國際機構

708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475 號

黃靖茹

0918-729-250

台南市美粧彩繪設計研究協會

708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638 號

季文珊

06-2938117

社團法人臺南市生活美容發展協會

71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62 號

朱湲淅

0930-356878

717 台南市仁德區德崙路 21 巷 10 弄 4 號 1 樓

李瑾勤

0982-190-991

721 台南市麻豆區三民路 52 號之 10

陳玉璇

0905-039-135

800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 72 號

李帝龍

07-2888-288

8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 357 號 1 樓

馬之庭

0987-774-090

802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 2 號

王敏茵

07-3388880/ 0956707575

愛神 美甲.美容.彩粧

802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 33 號 6 樓之 1

方雨涵

0909-667-631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有限公司

804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 108 號 2-3 樓

林坤賢

07-553-7333

珏色時尚美甲美睫館

804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 24 號

蘇鏡方

07-662-5658

蓉蓉美甲美睫美容紋繡教學

806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 88 號

阮垂蓉

07-5374088

美妍閣美睫美容紋繡

807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397 號 1 樓

邱雯雯

07-392-8354

高美學美甲美睫整體造型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169 號 9F5

呂美英

07-2856991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289 號 2 樓

莊郁嬿

07-398-6069

Nails 藝術指甲伊公主美甲美睫館
長虹精品百貨有限公司
玉泰行
克莉斯汀養生美學企業
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微峰美容美髮美甲美睫補習班
典馨美學
霖森坊美甲美睫暢貨中心

莎法創意美學
卡瑪美學館
花漾美指小鋪
米堤美指美睫工坊
亞蔓馨美甲美睫紋繡沙龍學苑

HPA 極緻美學

04-23209778

指光琇苑美甲會館

812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 217 號

劉嬌

0987-043-006

Nails K.專業美甲沙龍‧美甲學苑

813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 150 號

黃譯慶

07-5561848

813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路 3 號 3 樓之 5

簡岑因

0988-528827

830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路 55 巷 52 號

簡芳姿

0927-090-953

830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 204 號

傅美慧

07-7407670/ 0915-596562

李佳穎

0915-111-888

台灣北京南希有限公司
蕾蕾美甲工作室
雅漫㜓時尚整體造型
廈門穎瑞榮科技有限公司

廈門市思明區民族路 127 號 2 樓 A 區

一、TSIA 社團法人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 簡介
台灣沙龍產業日趨蓬勃，尤其是美甲、美睫的結合已是趨勢，亦是優勢！沙龍服務多元，包含技術服務、
教學、銷售，面對國際化的競爭，最重要的是服務品質軟實力的提升，從根本建立好的人才、好的服務與良
性競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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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A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集合上百位的講師與數百家的沙龍店家的豐富經驗，期許建立正確的服
務態度、標準化的服務流程、輔導店家規劃療程與經營、為技術檢定與教學品質把關，強化競爭的軟實力，
降低人才流動率。
TSIA 持續推動一年兩次的國際級專業技能檢定，並於 2015 年起連續三年成功舉辦台北美甲美容博覽
會，讓台灣第一個結合專業美甲美睫美容廠商、國際比賽與研習會的展覽，成功在國際展露頭角！2017 年精
英賽更大幅成長，共有 80 組比賽、多達 1240 位選手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越
南、台灣、中國同台交流。TSIA 檢定同步在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舉辦，取得 TSIA 證照即
具備國際技能認可！歡迎您的加入！

會址：3305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07 巷 60 弄 7 號 3F
電話：03-332915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30、13:30-18:00

二、檢定日期
場次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美甲

美睫

紋繡

初

中

高

初

中

高

初

中

高

10/5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5

10/5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五)

(五)

X

X

X

X

X

10/12

10/12

10/12

(五)

(五)

(五)

X

X

10/13

10/13

10/13

10/13

10/13

10/13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10/26

10/26

10/26

10/26

10/26

(五)

(五)

(五)

(五)

(五)

10/20

10/20

10/20

10/20

(六)

(六)

(六)

(六)

10/13
(六)
10/12
(五)
10/27

10/27

(六)

(六)

10/19
(五)

X

X
10/19

10/20

(五)

(六)

X

X

報名截止日：8/24(五)
場次座位表公告日：9/14(五)
成績公告日：12/14(五)
※報名資格：須年滿15歲以上，對美甲或美睫、紋繡有興趣者。可同時報考初、中、高級檢定，但需低階取得合格才能
取得高階證照，中高級合格成績保留一年。
※場次由主辦單位安排，同時報考美甲、美睫、紋繡者將錯開場次。
※各場次日期與地點會依報名人數作異動，請考生先預留10/4~10/28的週四~週日，若無法配合異動，主辦單位不受理退
費或延後梯次。
※各場次須達最低人數（美甲 20 人/ 美睫 10 人/ 紋繡 20 人），未達者將進行併場，請考生配合到其他考區完成檢定，
不接受延後梯次或是退費。
※若考生需要異動場次請於檢定開始前 1 週完成申請。例如：報考 10/5 初甲者，請於 9/28 以前提出異動申請（請避開國
定假日）。只受理本梯次的場次異動，不可延後到下梯次。
※檢定開始 10 分鐘以後才進場者，喪失檢定資格，不可延後考試，只能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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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定費用
類別

美甲

美睫

紋繡

一般

報名單位推薦

協會會員/ 重考

初級

2000

1800

1500

中級

3000

2700

2400

高級

3600

3000

2600

初級

3000

2700

2400

中級

4000

3600

3200

高級

4500

3800

3400

初級

2600

2300

2000

中級

3600

3200

2800

高級

4600

4100

3600

TSIA協會會員加入條件： 1. 須年滿20歲

2. 須繳交入會費（終身一次），一般會員500元、團體會員2000元。

3. 須繳交常年會費（每年一次），一般會員800元、團體會員3200元。

四、報名方式與繳費
1. 報名方式：
統一於TSIA官網線上報名 → 列印繳費單 →繳費 (可於官網查詢報名狀態收據)
檢定當日報到時，須出示考生與模特兒身分證正本、並繳交3張一吋照片 (事先黏貼在表單上)
※單報一科須檢附3張，報兩科須檢附6張，以此類推，避免製作過程如有問題，需再請報檢人補照。

2. 繳費方式：
A. 線上ATM（將提供虛擬帳戶）
B. 繳交至協會秘書處（附繳費單）
C. 繳交至合格報名單位（附繳費單）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交費用者，報檢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及延後考試。

五、成績公告與證書
1. 檢定成績統一上 TSIA 官網站查詢。
2. 大證申請：
A. 檢定合格者於成績公告起算兩週內，可申請 A4 大證書。酌收工本費 400 元。
B. 申請大證須先上網申請後並完款（會員登入後查詢成績即可申請大證）
C. 請於時間內申請並完款，超過期間者，則不受理申請，須於下梯次檢定開放申請大證時，再補申請。
3. 檢定合格標準：每一單科滿分以 100 分計，任一科未合格者，評定為不及格，不發給證書。
初級

中級

高級

美甲

筆試 60 分/ 術科 60 分

筆試 70 分/ 術科 70 分

筆試 80 分/ 術科 80 分

美睫

筆試 60 分/ 術科 60 分

筆試 70 分/ 術科 70 分

筆試 70 分/ 術科 80 分

紋繡

筆試 60 分/ 術科 60 分

筆試 70 分/ 術科 70 分

筆試 80 分/ 術科 80 分

六、成績複查
1. 對成績有疑慮者，於成績公告起算兩週內申請複查並完成繳費。
2. 複查筆試成績者，需支付費用500元，提供成績答題卷。

複查術科者，需支付費用500元，提供術科細項評分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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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各科檢定評分、扣分標準，簡章不詳列，以 TSIA 官網公告為準，請自行下載。
1. 檢定需準備真人模特兒應考，男女不限，必須年滿十五歲，違者扣 100 分。
2. 考試當天報到時領取准考證及評分編號貼紙。
3. 請將准考證及身份證（選手及模特兒）置於桌上座位號碼處備驗。
4. 外籍人士若需安排口述或越南文版筆試，須於報名時提出申請。
5. 所有應考產品須全程放置桌上或工作台車上備查，查核時若產品有缺少，將進行扣分。
6. 使用產品須符合政府化妝品安全衛生之規定，有完整的標示，違者扣分（美甲一項 2 分/ 美睫一項 5 分/紋繡
一項 10 分）
。
7. 簡章上之檢定流程表的場次開始及結束時間為參考值，會依照檢定人數調整場次時間，請考生於檢定前密切
注意網站的場次公告訊息。
8. 美甲檢定共同扣分標準：
(1) 服裝儀容 (口罩、工作服不符規定、頭髮未紮好)（一項扣 2 分）
(2) 應考期間，考生或模特兒手機或計時器響起，扣 100 分
(3) 未操作手部消毒、操作不確實(含考生/模特兒) （一項扣 2 分）
(4) 桌面清潔 (無自備消毒袋、垃圾袋/ 桌面髒亂) (一項扣 2 分)
(5) 使用產品須符合政府化妝品安全衛生之規定，有完整的標示，違者扣分（一項扣 2 分）
。
(6) 模特兒手肘以下有刺青，扣 100 分
(7) 指緣受傷未流血(破皮/紅腫)，扣 15 分
(8) 指緣受傷流血(見血)，扣 30 分
(9) 考生工作態度不佳，扣 5 分。
9. 美睫檢定共同扣分標準：
(1) 模特兒不可有眼妝，違者-10
(2) 模特兒紋內眼線或隱型眼線不扣分，若為外眼線，扣 20 分
(3) 商品須有完整中文標示（一項商品扣 5 分）
(4) 應考期間，考生或模特兒手機或計時器響起，扣 100 分
(5) 美睫之中文標檢查品項為：工具消毒噴劑、蛋白質清潔棉片、抗皺凝膠貼片、嫁接專用黑膠、卸除液/
凝膠(二選一)、黑色絲絨睫毛、防護定型液/雨衣-透明、持久劑。
10. 紋繡檢定共同扣分標準：
(1) 使用自備假皮 -100 分
(2) 未準備工作墊 -20 分
(3) 無戴工作帽/穿工作服違者 -20 分
(4) 桌面乾淨/整潔度 -20 分
(5) 眉尾比眉頭低 -10 分
(6) 眉長兩邊不一樣長(正負值 0.1) -30 分
(7) 兩邊眉型主題不一 -50 分
(8) 眉頭兩眉之間距離未達一公分 -20 分
(9) 眉峰有角度 -10 分
(10) 時間內未完成 -100 分
(11) 眉型不輔合主題-100 分
(12) 色料須有中文標，標示不完整 -10 分
(13) 應考期間，考生或模特兒手機或計時器響起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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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甲檢定
（一）初級美甲檢定
◎流程：
報到→筆試20分鐘→ 指甲養護 40分鐘→評分→ 法式凝膠半甲延長 60分鐘→評分
→ 指甲彩繪+凝膠真甲上色 45 分鐘→評分&清場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選擇題 50 題，一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1. 指甲養護
(1) 左手 5 指
(2) 流程(共 40 分鐘)：手部清潔消毒+卸除甲油(需先上色) (5 分鐘)→時間暫停 (5 分鐘，進行評分)
→保養手技 (30 分鐘：真甲拋磨修形→ 指緣軟化泡手 1 分鐘→ 甘皮清理
→ 兩側硬繭磨除→ 指緣保養(拋光+指緣油)

2. 法式凝膠半甲延長
(1) 左手 5 指
(2) 60 分鐘
(3) 白色半甲片（單色）/ 須自備
(4) 長度不限，五指均等，不可使用短甲片，參考款式→

3. 指甲彩繪
(1) 右手大拇指
(2) 指甲彩繪與凝膠真甲上色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45 分鐘
(3) 花圖案：水滴、五瓣尖、玫瑰 其中一款
(4) 現場抽籤，需有完整構圖(一朵完整的花)
(5) 底色為正紅色粉質指甲油
(6) 不可使用亮片、亮蔥、水鑽、貼紙等

4. 凝膠真甲上色
(1) 右手 4 指
(2) 指甲彩繪與凝膠真甲上色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45 分鐘
(3) 單色、正紅色凝膠上色，不可為亮片或珠光
(4) 上色需注意完整性，避免縮膠
(5) 消毒→甲面拋粗→平衡劑→固定劑→底膠→色膠→上層膠
(6) 凝膠需薄刷，不限幾層，須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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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級美甲檢定 (科目異動!)
◎流程表：
報到→筆試20分鐘→真甲凝膠璀璨漸層35分鐘→評分→凝膠卸甲40分鐘→評分
→凝膠透明延甲+平面粉雕90分鐘→評分&清場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選擇題 50 題，一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1. 真甲凝膠璀璨漸層
(1) 真甲凝膠璀璨漸層，共 35 分鐘
(2) 右手 5 指
(3) 長度、指型不限
(4) 厚度為一張健保卡
(5) 璀燦不限顏色，須至少一色璀璨
(6) 不可上指緣油

2. 凝膠卸甲 40 分鐘
(1) 卸除剛完成之右手五指凝膠
(2) 須使用磨甲機
(3) 甲型修整形狀不限，長度須短於 0.2 公分
(4) 包覆卸甲液需達 3~5 分鐘

3.凝膠透明延甲
(1) 左手 5 指
(2) 透明凝膠延甲與平面粉雕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90 分鐘 (異動!!)
(3) 延長須 1 公分以上(從 AB 點起算)
(4) 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
(5) 厚度不限，名片厚最高分
(6) C-curve 角度不可小於 30 度
(7) 不可上指緣油

4. 平面粉雕
(1) 左手大拇指，做在透明凝膠延甲上
(2) 透明凝膠延甲與平面粉雕一起進行，時間合計 90 分鐘 (異動!!)
(3) 花圖案：水滴、五瓣尖、玫瑰，現場抽籤設計一款
(4) 構圖完整，須有一朵完整的花
(5) 不可以使用璀璨粉、珠光粉雕粉、水鑽、亮片等裝飾
(6) 不可使用亮光油或是凝膠
(7) 不可以使用超 3D 技法、軟模或現成軟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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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美甲檢定 (科目異動!)
◎流程：
報到→筆試20分鐘→ 法式水晶延長 80分鐘→評分→ 法式凝膠延長 80分鐘→評分
→ 3D 凝膠雕花 45 分鐘→評分&清場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80 分）
選擇題 50 題，一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80 分）
1. 法式水晶延甲，80 分鐘
(1) 左手 5 指
(2) 使用指模
(3) 限定使用透明、粉色、白色水晶粉
(4) 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
(5) C-curve 角度不可小於 50 度
(6) 厚度不限，名片後最高分
(7) 不可上亮光油或指緣油
(8) 延長須 1 公分以上(從 AB 點起算)

2. 法式凝膠延長，80 分鐘
(1) 右手 5 指
(2) 使用指模
(3) 限用白色、透明、粉紅色凝膠
(4) 不可製作透明底延長
(5) 限定為方型
(6) C-Curve 角度須為 50 度
(7) 不可上亮光油或指緣油
(8) 延長須 1 公分以上(從 AB 點起算)

3. 3D 凝膠雕花，45 分鐘
(1) 右手 5 指
(2) 以法式凝膠延長為底。
(3) 3 指統一為花卉兩層疊花主題，不限花型，須有構圖，至少一朵完整的花，2 指可不為花但不得空
白。
(4) 不可使用亮片、水鑽等非凝膠雕花用品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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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美睫檢定
（一）美睫初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10分鐘→暫停評分→術科操作60分鐘→術後保養說明→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1.

測試時間共 60 分鐘

2.

真人雙眼、上睫毛，雙眼嫁接總根數 120 根以上

3.

粗細度 0.15，捲翹度不限

4.

限使用圓毛黑色絲絨睫毛

5.

嫁接技法需為 1 根假睫毛嫁接 1 根真睫毛上

（二）美睫中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10分鐘→暫停評分→術科操作75分鐘→術後保養說明→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1.

測試時間共 75 分鐘

2.

真人雙眼 (濃密型嫁接)、上睫毛、雙眼嫁接總根數 250 根以上

3.

限定使用粗細度 0.12 或 0.10，可以一起使用

4.

限使用圓毛黑色絲絨睫毛，不可使用 Y 型睫毛，捲翹度不限

5.

嫁接技法為 1 根假睫毛嫁接 1 根真睫毛上，並可再疊一根在已嫁接的睫毛上，1 根真睫毛上不得超過
2 根假睫毛。

（三）美睫高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10分鐘→暫停評分→術科操作120分鐘→術後保養說明→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80 分）
1.

測試時間共 120 分鐘

2.

真人雙眼 (流行設計嫁接)、上睫毛嫁接總根數 400 根以上，下睫毛嫁接總根數 60 根以上，

3.

上睫毛未達之根數誤差容許值為 8 根內，違者扣總分 100 分。

4.

下睫毛未達之根數誤差容許值為 2 根內，違者扣總分 100 分。

5.

粗細度限 0.15～0.07、捲翹度不限。

6.

限使用圓毛絲絨材質睫毛，黑色、彩色、星光璀璨、點鑽、雙色漸層、等絲絨睫毛，混搭使用，違者扣
總分 20 分。

7.

可混合運用單根、多根嫁接技法(多根嫁接技法限手工技法完成非現成品)。

8.

不得使用現成品的睫毛，如：朵毛、一株 4 根以上的多根睫毛，違者扣總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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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紋繡檢定

◎紋繡檢定說明：
(1) 術科準備：手部消毒、消毒機器→戴手套→畫眉型。
(2) 術科操作：裝針→搖色料→倒色料→開始操作→擦拭假皮不得留下鉛筆痕跡→含桌面整理(桌面清潔)→
桌面留下假皮完成(檢定編號貼在假皮正下方)。
(3) 請自備延長線及檯燈、工作服、工作帽、口罩
(4) 不得使用眉型器具畫眉
(5) 操作完假皮一定要擦拭乾淨，不得留下鉛筆痕跡
(6) 檢定用之假皮由主辦單位現場發放，使用自備假皮不計分
(7) 機器或手工操作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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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紋繡初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5分鐘→中標檢查5分鐘→術科操作(霧眉)40分鐘→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60 分）
1. 一字眉/自然眉型二抽一
2. 霧眉技能 /一對眉毛 /可使用手工或機器操作
3. 限使用咖啡色色乳
4. 畫眉型需輪廓明確、對稱，顏色需飽和達到漸層感
5. 眉頭寬度不得少於 0.8 公分、一字眉不可少於 0.9 公分、眉長須達 5.5 ~ 6 公分
6. 檢定使用白色空白假皮

（二）紋繡中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5分鐘→中標檢查5分鐘→術科操作1(飄眉)40分鐘→
術科操作2(眼線)30分鐘→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1.時間：15 分鐘
2.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70 分）
◎ 檢定說明
(一) 飄眉
1.

一字眉/自然眉型二抽一

2.

一對眉型實作時間：30 分鐘

3.

飄眉技能 /一對眉毛

4.

限使用深咖啡色

5.

飄線均勻美感、輪廓明確、對稱

6.

眉頭寬度不得少 0.8 公分、一字眉不可少於 0.9 公分

7.

眉長須達 5.5 ~ 6 公分

8.

須使用檢定單位發放之白色空白假皮，使用自備假皮不計分

(二) 眼線
1. 一對眼線實作時間：30 分鐘
2. 眼型 3 選一 (如右圖，考生任選)
3. 限使用黑色
4. 線條流暢、輪廓明確、對稱
5. 檢定使用眼線假皮

↑中級紋繡檢定合格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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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紋繡高級檢定
◎流程：
報到→筆試15分鐘→術科準備5分鐘→中標檢查5分鐘→術科操作1(霧眉+飄眉)50分鐘→評分
→術科操作2(眼線+唇)70分鐘→評分

◎學科（滿分 100 分，及格 80 分）
選擇題 25 題，一題 4 分，答錯不倒扣。

◎ 術科（滿分 100 分，及格 80 分）
◎ 檢定說明
(一) 霧眉+飄眉
1. 一字眉/自然眉型二抽一
2. 一對眉型，實作時間：50 分鐘
3. 限使用咖啡色系色乳
4. 霧眉顏色需飽和達到漸層感
5. 飄線均勻美感/輪廓明確、對稱
6. 眉頭寬度不得少於 0.8 公分、一字眉不可少於 0.9 公分
7. 眉長須達 5.5 ~ 6 公分
8. 檢定使用假皮臉譜
(二) 眼線
1. 眼線和唇一起進行，實作時間：70 分鐘
2. 眼型眼線 (眼尾提高)
3. 限使用黑色色乳
4. 線條流暢、輪廓明確、對稱
5. 檢定使用假皮臉譜
(三) 紋唇
1. 限使用正紅色色乳
2. 顏色均勻度/飽和度/留色度
3. 唇峰一致/唇色均勻/無色斑
4. 檢定使用假皮臉譜
5. 唇的長度 4.2 公分，正負值 0.2

→高級紋繡檢定合格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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