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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定證照類別 

美睫Ⅲ級基本接睫證照鑑定 

美睫Ⅱ級進階接睫證照鑑定 

 

二、報名流程 

(一)簡章、索取報名表方式： 

自行列印簡章：請至 http://www.eagle-eyed.com.tw 下載 

(二)詳閱簡章及報名表內容 

(三)確認符合報檢資格 

(四)填寫網路報名表→https://goo.gl/forms/BC1F2QGSxKsnphYw2 

(五)匯款後確認報名 

(六)檢定  

 

三、報名日期 

即日起~ 

PS:北區考生於2018年5月25日前完成報名繳費者， 

享有【評審到府檢定 ，保證考照】鼓勵。 

((其他地區請line詢問)) 

 

四、報名須知 

(一) 報名資格：報檢人年滿十六歲或國中畢業對接睫有興趣者。 

(二) 報檢人線上報名表請務必正確填寫 

報名表→https://goo.gl/forms/BC1F2QGSxKsnphYw2 

 

五、資格審查不符者 

以電話、簡訊、E-MAIL 或書面通知，請注意所填寫之手機號碼、通信地址等連絡資料 

務必正確，資格審查不符者，報名表及相關資格證件影本由承辦單位備查不退回。 

 

六、繳納報名費 

(一)一律線上報名 

1.請確認報考級別並先行繳費。 

2. ATM 卡機轉帳方式: 

郵局代碼 700  

戶   名：中華國際睫毛美容專業協會胡莉榛 

轉帳帳號：0002717-0635807 

3. 資格審查通過後，依考試當天領取准考證。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交費用者，檢定者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https://goo.gl/forms/BC1F2QGSxKsnphYw2
https://goo.gl/forms/BC1F2QGSxKsnphY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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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費 

美睫Ⅲ級(基本) 證照 檢定費$3600 

美睫Ⅱ級(進階) 證照 檢定費$5000 

 (到店檢定新北市另酌收車馬費$300) 

 

八、考試日期 

依考生與監評調整 

 

九、考試地點 

依考生與監評調整 

 

十、檢定方式 

(一) 美睫Ⅲ級(基本) 

1. 學科：25題(100%) 【時間 20 分鐘】成績七十分為及格。 

2. 術科：成績七十分為及格。【睫毛設計含操作時間 80 分鐘】 

技術操作：一般自然型睫毛 (以真人操作雙眼，雙眼根數120根) 

 

真人接睫，雙眼 120根數 

時間 前置作業，包含保護顧客及消毒，時間合計 80分鐘 

內容 1. 需自備真人操作，評分標準主要著重在 3D基本接睫操作 

2. 雙眼 120根數。 

3. 用毛請自行準備 

3. 考試流程 

報到 

↓ 

學科測驗 ( 20 分鐘 ) 

↓ 

術科測驗: 操作前準備及顧客資料卡填寫 ( 5 分鐘 ) 

↓ 

接睫真人操作 ( 75分鐘 ) 

↓ 

評分 

 

(二) 美睫Ⅱ級(進階) 

1. 學科：25題(100%) 【時間 20 分鐘】成績七十分為及格。 

2. 術科：成績七十分為及格。【睫毛設計含操作時間 90 分鐘】 

技術操作：一般自然型睫毛 (以真人操作雙眼，雙眼根數200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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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接睫，雙眼 180根數 

時間 前置作業，包含保護顧客及消毒，時間合計 90分鐘 

內容 1. 需自備真人操作，評分標準主要著重在 3D6D9D 進階技巧並依顧

客眼型之設計 

2. 雙眼200根數以上。 
3. 用毛請自行攜帶 

3. 考試流程 

報到 

↓ 

學科測驗 ( 20 分鐘 ) 

↓ 

術科測驗: 操作前準備及顧客資料卡填寫 ( 5 分鐘 ) 

↓ 

接睫真人操作 ( 85分鐘 ) 

↓ 

評分 

 

 

十一、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配分比 
技能(60%) 1. 諮詢表填寫 【5%】 

2. 卸妝、清潔 【5%】 
3. 眼部保護、貼敷下睫毛 【5%】 
4. 選用正確睫毛 【5%】 
5. 睫毛密合度 【10%】 
6. 設計形狀 【5%】 
7. 對稱 【5%】 
8. 吹乾梳順 【2%】 
9. 速度 【5%】 
10. 術後保養、動作 【5%】 
11. 整體感、拍照 【8%】 

態度(20%) 1. 操作過程：正確使用產品及工具 【5%】 
2. 姿勢儀能 【5%】 
3. 動作熟練：輕巧、熟練 【5%】 
4. 對顧客的尊重與保護 【5%】 

衛生行為(20%) 1. 工作前正確消毒清潔雙手、戴口罩 【5%】 
2. 使用合格衛生產品 【5%】 
3. 過程中工具清潔，擺放整齊 【5%】 
4. 可重覆使用之器具，用畢立即置入
待消毒物品袋 

【2%】 

5. 不可重覆使用之器具，用畢立即置
入垃圾袋 

【3%】 

 

十二、注意事項 

(一)學術科測試人應於測試前 10 分鐘準時在店等候評審。 

1.攜帶身分證 

2.模特兒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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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測驗自備工具檢查 

 (二)應檢人應自備模特兒一名於測試時接受檢查其條件為： 

1.年滿15歲以上應帶身分證。 

2.以素顏應檢。 

3.欲接睫部位不得事先做任何處理。 

4.至事前審查為止，需與模特兒一同入席，若未同時入席，不得參加考試。 

(三)應檢人所帶模特兒須符合上列條件並通過檢查。 

(四)應考人服裝儀容應整齊，並穿著符合規定的工作服，長髮應梳理整齊並紮妥，不得佩戴會干擾

美容工作進行的珠寶及飾物。 

(五)應考人若有疑問，應在規定時間內就地舉手，待監評人員面前始得發問，不可在應考時任意走

動高聲談論。 

(六)檢定時間遲到10 分鐘即不得考試，視同放棄，不得要求改期或退費。 

(七)應考人對於機具操作應注意安全，如發生意外傷害應自負一切責任。 

(八)應考人不得攜帶規定(如應考人自備器材)以外的器材入場，否則相關項目的成績不予計分。 

(九)應考人除遵守本須知所訂事項以外，應隨時注意辦理單位或監評人員臨時通知的事宜。 

(十)各試場測驗項目及時間分配詳見「術科測驗時間分配表」。 

(十一)測試過程中模特兒不得給應檢人任何提醒或協助，否則立即取消應檢資格。 

(十二)各測驗項目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並依照監評口令進行，各單項測驗不符合主題者，不予計

分。 

(十三)測驗時間開始或停止，須依照口令進行，不得自行提前或延後。 

(十四)應考人員務必於通知測驗日時間內到達規定地點參加鑑定測驗，逾時以棄權論，事後不得要

求或申請補行測驗及請求退費。 

(十五)應考人員如有嚴重違規或作弊等情勢，經評審議決並作成事實紀錄，得取消其應檢資格。 

(十六)應考人於測驗中因故要離開時，須經負責監評人員核准，並派員陪同始可離開，時間不得超

過10 分鐘，並不另加給時間。 

(十七)報名時未依規定辦理免學、術科考試者，視同報考一般考生受理，報名後不得申請更正，亦

不退費。 

(十八)欲申請學、術科免試者，若學、術科成績單遺失者，請於報名前申請補發，以利承辦單位報

名作業。 

(十九)學科測驗成績或術科成績之一及格者，其成績均得保留一年，但仍須在保留期限內於各梯次

辦理該職類報名時，依規定手續辦理免學科或術科考試，否則視同放棄。 

(二十)參加鑑定人員，對於學科、術科測驗成績有異議者，應於接到成績通知單之日起十日內申請

複查，以一次為限。 

(二十一)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補充之，並保有檢定內容及時間地點變更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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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美睫證照鑑定自備器具 

        

美睫證照鑑定自備器具建議 

工  具 數  量 備  註 

照明檯燈  1 台  

模特兒 1名  

小毛巾(素色) 2條 固定用 

垃圾袋 1 個 (20cm x 30cm)  

消毒物品袋 1 個 (20cm x 30cm) 

工作服(素色) 1件  

化妝棉,棉花棒 適量  

卸妝品 適量 不限廠牌 

睫毛清潔品 適量 不限廠牌 

面紙 適量  

口罩 1個  

手套 1組  

術後修護品 適量 不限廠牌 

接睫膠 適量 不限廠牌 

植睫工具 

(夾子、剪刀、睫毛刷、手動 

吹風器、膠帶..等) 

適量 不限廠牌 

 

酒精棉球或酒精噴劑 適量  

原子筆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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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成績公佈 

(一)成績放榜公告日期： 於考試後網路公告 

(二)應考人可至本協會網站查詢。網址為http://www.eagle-eyed.com.tw/ 

(三)應考人對學術科成績有異議者，得於複查日內，以書面向學術科試務辦理單位申請成績複查，

逾期不予受理，並以1 次為限。 

(四)學術科測試因颱風、地震、空襲、水災、火災等不可抗力重大偶發或突發事件，致不能進行學

術科測試時，各學術科試務辦理單位得依現實狀況處理（前項重大偶突發事件災區認定，以行

政院所公告之災區縣市為認定標準） 

(五)學科測試成績於測試完畢三週內評完畢。 

 

十五、合格發證 

(一)凡經參加技能檢定學科及術科測試成均及格者由本會製發證書。 

(二)若應考人於成績公布後一個月未收到證書者請逕洽本會。 

(三)免費合格證書一律寄發A4格式 

 

 

                           

 

http://www.eagle-eyed.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