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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A/ TNL檢定特色 : 檢定內容與沙龍服務及國際競賽全面接軌!!!!!
通過檢定即具備從業基本職能與參加國際競賽的能力

! 本會唯一通過勞動部美甲類職能導向課程認證
! 本會獲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TTQS 訓練品質銀牌
一試三證， 通過TNA檢定可免試申請 CIP 中文/英文國際證照(永久有效)
最多學校認可的檢定(配合校際產學合作) ; 目前參與之技職校院已達100餘所
TNA 美甲師證登錄於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二級證照代碼 : 6280，一級證照代碼 : 8333
美甲沙龍以是否通過TNA檢定，作為聘任員工最基本該具備的職能條件

請撕下本頁繳交即可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 TNA檢定委員會
郵寄地址 : 24243 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18號 聯合會收
星期一~五 10:30-17:00 / 02-89913607/ 02-29947284

美甲師檢定

107年3月起執行

檢定規則及注意事項

◎檢定時間及費用：
二級：每年 3、6、9、12 月(1/31、4/30、7/31、10/30 截止報名) ◎報名費 2000元
二級重考費用：只要術科不及格，所有的項目均需重考；重考 1800 元。
因學科成績不保留，所以不論重考幾科，學科均需重考。
術科通過，僅學科不及格，學科重考 400元。
一級：每年 3、6、9、12 月(1/31、4/30、7/31、10/30 截止報名) ◎報名費 3000元
一級重考費用：一科 1500 元、二科 2500 元、三科 2800 元。
高階：每年 6 月、12月(4/30、10/30 截止報名) ◎報名費 3600元
高階重考費用：一科1800元、二科2800元、三科 3400元。
報名截止後次月10日公佈檢定日期、座位、場次；成績於檢定後次月10日公佈。
成績複查需本人於成績公佈後 7 日內附掛號回郵信封 28元及審查費 200 元提出申請。
◎檢定資格：
二級：15歲以上，對美甲有興趣者。
一級：通過二級檢定者。
高階：通過一級檢定者。
◎考生自備真人模特兒：
1. 年滿 15歲，男女不限、手上不得有刺青，有刺青的部位請以遮瑕膏遮蓋，違者零分計。
◎檢定及格發證：二級學科、術科訂於同一日測驗。術科成績保留 3 年。
二級：學科、術科(三項)，每項滿分為100分，任一項未達 60分者評定為不及格。
一級、高階：術科需三科都及格才發證。每項滿分為100 分，任一項未達 70 分者評定為不及格。
★檢定成績於檢定後 1 個月內將以簡訊通知考生，並請上 TNA 網站查詢成績。
◎檢定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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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檢人及模特兒應於測試開始前辦妥報到手續，報到時領取准考證。
★攜帶身份證、駕照或健保卡等附照片之正本證件備查，未攜帶者不得應檢，以零分計。
★考生須自備工作服、口罩，違者扣中標儀容總分10 分。
★工作服不限樣式、顏色，不得有品牌或店家 LOGO，違者扣中標儀容總分10 分。
★模特兒手上不得配戴戒子、手鐲或手錶等任何物品，違者扣中標儀容總分10 分。
★模特兒手上有紀念性手鐲無法取下時，請以透氣膠帶完全黏貼，違者扣10分。
★檢定全程(含評分時間)考生及模特兒手機響起，該科以零分計。
★應檢人所帶產品應有完整的中文標示，只要有一項不合格扣中標總分10 分。
★為確實評定表面亮度及平滑度成績，請勿上指緣油影響評審檢查， 違者扣10分。
★不可與他人共用考試用品，違者視同作弊，以零分計。
★應檢人不得攜帶飲料或水等液體入場，違者扣30分。
◎學科：檢定時間20分鐘(二級選擇題20題，一題 5 分，答錯不倒扣；滿分100 分，60分及格)。
1..學科開始測驗 5 分鐘後不准進場，學科以零分計。
2.學科成績不保留，若術科不及格，學科必需重考。
2.學科題庫請上網下載；網址 www.tna.org.tw
3.學科考試時不須戴口罩；互相交談者，兩人皆以作弊論，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二級美甲師檢定

107年3月起執行

檢定規則及注意事項

登錄於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證照代碼：6280
● 檢定時間︰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 報名費用︰2000元
＊ 模特兒指緣事前已受傷者，請更換模特兒，否則一律視為現場修磨造成 ( 該科扣 30分)。
＊ 所有應考產品請於檢定全程放置桌上備查，查核時若產品有缺少， 該科中文標分數扣10分。
＊ 中標儀容採扣分制，只要有任一項不符規定，扣 10分(當場和考生確認 )。
包含：消毒水、指緣軟化劑、凝膠、卸甲產品、顏料、亮光油(或上層膠)。
凡是擺放在桌上的產品，不論用途顏色 每瓶一律需中標。
＊ 最新規則以 www.tna.org.tw 此網站公告為標準。
真人模特兒雙手十指，微笑線中心最低點以下延伸的長度不限(考前不需上色)
注意：若真甲過短將會影響形狀一致、長度一致及整體分數；此單元採分段計時
雙手保養流程 25 分鐘( 配分佔比 50%)：
1. 事前審查時模特兒甲面若已拋光，將扣亮度總分 10分。
2. 消毒→修型→軟化(是否泡水軟化視產品需要而定)→推指緣→剪甘皮→修兩側指
緣→左手拋光為止(不可上指緣油，會影響亮度的評分)，上指緣油者扣 10分。
3. 修磨致模特兒指緣流血者，扣 30分。

雙手
手部
保養 右手上色技巧 25 分鐘( 配分佔比 50%)：
100% 底層膠→紅色凝膠(甲油膠及罐裝膠皆可)→上層亮光膠(視模特兒需要作建構加固)
1. 有一指未上紅色凝膠視同未完成，成績以零分計。
2. 必須塗兩層、前端也必須上色才算完成(紅色凝膠不可含珍珠粉等任何金屬材質)。
3. 未將凝膠表面殘膠清乾淨或未完全照乾，致表面仍有黏性者，扣 30分。
4. 為避免上色前使用指緣油、練習液導致無法正確測試卸甲技術，桌上不可放置或
使用指緣油及練習液，違者扣30分。

漸層

滿分 100分
採分段計時
60分及格
共 50分鐘

右手：卸甲技巧(卸除紅色凝膠→拋光) - 配分佔比 50 %
1. 卸除方式不限；包覆、浸泡、磨甲機均可；操作至拋光為止。
2. 為確實評定表面亮度及平滑度成績，請勿上指緣油影響評審檢查， 違者扣 10 分。
3. 雙手需在計時50分鐘內完成，考生自行決定操作順序，操作順序不影響評分。

左手：凝膠單色漸層設計 - 可事前拋磨 - 配分佔比 50 %
1. 必須使用可辨識顏色的純色色膠展現漸層技巧，五指一樣顏色，違者扣30分。
設計 2. 只可使用上下漸層技巧呈現，若以左右漸層或斜線漸層完成扣 30分。
100% 3. 不可使用璀璨膠或含亮粉等金屬材質，違者扣30分。
4. 完成後表面必須光亮平滑不可凹凸；違者依規定扣表面平滑度、亮度及整體分數。
5. 技法不限；拓印、筆刷或噴槍方式皆可。
6. 完成後不可上指緣油(會影響甲面平滑度及亮度的評分)，上指緣油者扣 10分。
7. 未將凝膠表面殘膠清乾淨或未完全照乾，致表面仍有黏性者，扣 30分。
凝膠

滿分 100分
60分及格
共 50 分鐘

透明甲片3 片由大會提供，不可修改長度(約2.5cm) 或形狀(方型 )，違者扣30分。
抽籤後各彩繪一種指定圖案(指定圖案請參考檢定書籍或 TNA 網站)
非指定圖案視為圖案錯誤、不可上底色；違者扣30分。
※為識別甲片，甲片背面貼有 TNA 貼紙，若損壞視同自行更換甲片，違者扣30分。
完成後計時 3 分鐘須將作品黏至大會發的塑膠卡上，未黏上視同未完成，以零分計。
※考生自行選擇使用凝膠或顏料應檢；上層可使用亮光油或上層膠。
指甲
彩繪
100%

學科

抽籤圖案：第一組 : 五瓣水滴花、玫瑰花(7片花瓣以上)、直線(不可畫斜線)
第二組 : 五瓣尖花、愛心、圓點
注意以下扣分規定：
1. 上底色或使用任何含亮粉等金屬材質、水鑽亮片等，扣30分。
2. 所有花類圖案必須有主題花的圖案+樹葉(不限片數)；未畫樹葉搭配者，扣30分。
3. 五瓣尖花、五瓣水滴花沒有一朵是完整五瓣者(花瓣不可以只有半片)，扣30分。
4. 五瓣水滴花及五瓣尖花中心處用圓點遮住圖案尖端者，扣30分。
5. 玫瑰花瓣不可重疊，含花心在內沒有七片花瓣以上者，扣30分。
6. 直線至少要有橫線(粗/細)、直線(粗/細)各2條，未畫完整4條以上，扣30分。
7. 愛心(至少須有大/小、實心/空心，各2顆)，未畫完整4顆以上，扣30分。
8. 圓點(至少須有大/小、實心/空心，各2個)，未畫完整4個以上，扣30分。
20題選擇題(含5題指甲構造圖)，一題5分；單選題不倒扣，滿分100分60分及格
只可以原子筆作答(不可使用可擦拭原子筆)，不可塗改，塗改該題不予計分

滿分 100分
60分及格
計時 20分鐘

計時20分鐘

一級美甲師檢定

107年3月起執行

檢定規則及注意事項

登錄於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證照代碼：8333
● 檢定時間︰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 報名費用︰3000元
＊ 所有應考產品請於檢定全程放置桌上備查，查核時若產品有缺少， 該科中文標分數扣10分。

＊ 最新規則以 www.tna.org.tw 此網站公告為標準。

透明
凝膠
指模

透明凝膠指模 (配分佔比70%)：傳統指模作法或快速甲模(指模)均可。
真人模特兒右手五指，真甲長度需剪短至微笑線中心最低點0.1公分以下
事前審查→架指模(不可事前修剪)→上凝膠→修磨→清潔
有任何一指沒有以凝膠指模製作者，視為未完成，該科以零分計。
※需在75分鐘內上完白色法式凝膠(甲油膠及罐裝膠皆可)才算完成(不另計時)。
注意以下扣分規定：
1. 微笑線中心最低點以下長度延長未達0.5公分，扣30分。
2. 非以透明無色凝膠延長者，扣30分。
3. 以貼甲片延長為底，再上透明凝膠者，扣30分。
4. 完成後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形狀為尖型者，扣30分。
5. 修磨致模特兒指緣流血者，扣30分。

滿分100分
+
70分及格
法式
計時75分鐘
凝膠
上色
法式凝膠上色(配分佔比30%)：必須上在右手透明凝膠指甲上，違者扣30分。
合計
1. 粉紅色、裸膚色、白色都能使用；亮色、螢光色系顏色都不可使用，違者扣30分。
100% 2. 白色部分自微笑線中心最低點以下長度延長要有0.3-0.5cm；未達0.3cm者扣30分。
3. 白色部分不可使用貼紙輔助，違者扣30分。
4. 未將凝膠表面殘膠清乾淨或未完全照乾者，致表面仍有黏性者，扣30分。
5. 完成後不可上指緣油(會影響甲面平滑度及亮度的評分)，上指緣油者扣30分。
6. 完成後表面必須光亮平滑，不可凹凸；依規定扣表面平滑度、亮度及整體分數。

平面
彩繪
設計
100%

平面
雕塑
100%

須彩繪成一幅圖案(不可畫三片一模一樣的構圖設計) ；無主題限制
1. 作品完成後不可以將甲片完全黏在一起，違者扣30分。
2. 構圖設計的部分，一定要有彩繪，不可只上色，違者扣30分。
3. 甲片3片由大會提供，不可修改長度(約4.5cm)或形狀(方型)，違者扣30分。
4. 為識別甲片，甲片背面上方貼有TNA貼紙，若損壞視同自行更換甲片，違者扣30分。
5. 完成後計時3分鐘須將作品黏至大會發的塑膠卡上，未黏上視同未完成，以零分計。
6. 不可使用璀璨膠或含亮粉等金屬材質，違者扣30分。
7. 完成後表面必須光亮平滑不可凹凸；違者依規定扣表面平滑度、亮度及整體分數。
8. 考生自行選擇使用凝膠或顏料應檢；上層可使用亮光油或上層膠。
透明甲片3片由大會提供，不可修改長度(約2.5cm)或形狀(方型)，違者扣30分。
抽籤後各雕一種指定圖案(指定圖案請參考檢定書籍或TNA網站)
非指定圖案視為圖案錯誤、不可上底色；違者扣30分。
不可上亮光油，會影響立體細緻度的評分，違者依規定扣細緻度及整體分數。
※為識別甲片，甲片背面貼有TNA貼紙，若損壞視同自行更換甲片，違者扣30分。
完成後計時3分鐘須將作品黏至大會發的塑膠卡上，未黏上視同未完成，以零分計。
※可自行選擇使用水晶粉、粉膠或雕塑膠應檢。
第一組：五瓣尖花(雙色漸層)、玫瑰花(7片花瓣以上)、熊(半身+愛心)
第二組：五瓣水滴花(雙色漸層)、五瓣櫻花(可用櫻花瓣代替樹葉)、加緞帶蝴蝶結
注意以下扣分規定：
1. 若上底色、亮光油或使用任何含亮粉等金屬材質、水鑽亮片等，扣30分。
2. 所有花類圖案必須有主題花的圖案+樹葉(不限片數)；未畫樹葉搭配者，扣30分。
3. 五瓣尖花、五瓣水滴花、五瓣櫻花沒有一朵是完整五瓣者(只有半片)，扣30分。
4. 五瓣水滴花及五瓣尖花中心處用圓點遮住圖案尖端，扣30分。
5. 五瓣尖花、五瓣水滴花沒有使用雙色漸層呈現，扣30分。
6. 玫瑰花瓣必須分開不可重疊，含花心在內沒有七瓣或花瓣重疊，扣30分。
7. 熊的圖案若雕無尾熊、貓熊，扣30分。
8. 若使用翻模完成，扣30分。

滿分100分
70分及格
計時60分鐘

滿分100分
70分及格
計時30分鐘

高階美甲師檢定

107年3月起執行

檢定規則及注意事項

＊ 所有應考產品請於檢定全程放置桌上備查，查核時若產品有缺少， 該科中文標分數扣10分。

＊ 最新規則以 www.tna.org.tw 此網站公告為標準。

真人模特兒右手五指，真甲長度需剪短至微笑線中心最低點算起0.1公分以下。
事前審查→架指模→上凝膠→修磨→清潔。
有任何一指沒有以凝膠製作者，視為未完成，該科以零分計。
法式
凝膠
指模
100%

法式
水晶
指模
100%

注意以下扣分規定：
1. 完成後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形狀為尖型者，扣30分。
2. 白色延長部分從微笑線中心最低點量起，不可以小於甲床的1/2；違者扣30分。
3. 可以使用覆蓋粉紅或透明粉紅延長指肉長度。
4. 若以貼甲片延長為底或以透明凝膠為底延長，再上白色凝膠者，扣30分。
5. 未將凝膠表面殘膠清乾淨或未完全照乾，致表面仍有黏性者，扣30分。
6. 修磨致模特兒指緣流血者，扣30分。
7. 完成後不可上指緣油(會影響甲面平滑度及亮度的評分)，上指緣油者扣30分。

滿分100分
70分及格
計時75分鐘

真人模特兒左手五指，真甲長度需剪短至微笑線中心最低點算起0.1公分以下。
事前審查→架指模→上水晶粉→修磨→拋光。
有任何一指沒有以水晶製作者，視為未完成，該科以零分計。
注意以下扣分規定：
1. 完成後指型須為方型或方圓型，形狀為尖型者，扣30分。
2. 白色延長部分從微笑線中心最低點量起，不可以小於甲床的1/2；違者扣30分。
3. 可以使用覆蓋粉紅或透明粉紅延長指肉長度。
4. 若以貼甲片延長為底或以透明粉為底延長，再上白色水晶者，扣30分。
5. 修磨致模特兒指緣流血者，扣30分。
6. 完成後不可上指緣油(會影響甲面平滑度及亮度的評分)，上指緣油者扣30分。
甲片3片由大會提供，不可修改長度(約4.5cm)或形狀(方型)，違者扣30分。
作品完成後不可以將甲片完全黏在一起，違者扣30分。
※為識別甲片，甲片背面上方貼有TNA貼紙，若損壞視同自行更換甲片，違者扣30分。
完成後計時3分鐘須將作品黏至大會發的塑膠卡上，未黏上視同未完成，以零分計。

3D
立體 構圖須連貫(不可作三片一模一樣的設計) ；無主題限制。
混搭 構圖沒有立體設計的部分，一定要有彩繪，不可只上色，違者扣30分。
100% 立體部分不可少於總圖案的1/2，違者扣30分。
需有彩繪及3D立體雕塑才算完成，違者扣30分。
作品完成後，作品立體高度不可超過0.5公分，違者扣30分。
作品完成後，每片的寬度不可超出甲片四邊各0.5公分，違者扣30分。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TNA檢定委員會
星期一~五 10:30-17:00 / 02-89913607/ 02-29947284

滿分100分
70分及格
計時75分鐘

滿分100分
70分及格
計時50分鐘

美甲師檢定報名表
報名序號(考生請勿填寫)

姓 名

(中文)

出 生
日 期

年

通 訊
地 址

請以訂書機訂牢

報檢職類名稱(請勾選)
□ 二級美甲師
□ 一級美甲師

※1 吋正面半身脫帽

□ 高階美甲師

照片 3 張。

國民身分證號

※照片背面請寫上姓
名及身分證字號

月

日

手機號碼(一定要填寫)，訊息均以簡訊通知

※將照片裝在夾鏈袋

手機號碼

中訂上(不用黏貼)

通過檢定後證書郵寄地址 若依此寄送而無人收件，再次投遞考生須自付郵寄費用

□□□

口述
申請

□ 二級檢定越籍考生申請越文試卷；□ 二級術科通過，重考學科

重考
申請

一級重考項目 : □透明凝膠指模+法式凝膠上色
□平面彩繪設計 □平面雕塑
□法式水晶指模
高階重考項目 : □法式凝膠指模
□3D立體混搭

□ 二級檢定申請口述(未申請者，檢定當天不再另行安排)

身分證/二級/一級影印本浮貼處正面
(外僑及大陸地區配偶請貼外僑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身分證/二級/一級影印本浮貼處背面
(外僑及大陸地區配偶請貼外僑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合
格
報
名
單
位
檢
定
地
點
勾
選

本單位已確實告知
報檢學員美甲師檢定注意事項

須有 TNA 認定之合格報名單位蓋章才算完成報名

□台北市 □新北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專案檢定考場 ╴╴╴╴╴╴
檢定地點提供大會參考
大會有權視人數決定該地是否舉辦

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17條規定 : 「技能檢定報名方式依該年度簡章辦理，報檢人報名後，
不得請求撤回報名、退費、退還術科材料、變更報檢職類、級別、梯次或考區。遇有天災、事變或其他重大事故，
致不能辦理測試，辦理單位另擇期安排測試，報檢人不願參加測試時，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報檢人遇天災、
事變或遭受職業災害，不能參加測試時，得檢具天災、事變證明或經勞工保險局核定給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病)
給付證明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報檢人測試前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 戶名: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 匯款繳費者請填上匯款帳號後五碼_____________
◎ 匯款帳號 0490-717-110185 (合作金庫銀行 006 新莊分行)
匯款日期_____________
◎ 郵寄地址：24243 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 18 號 聯合會收
★本簡章及報名表，本人已攜回審閱 7 日以上，明確了解美甲師檢定規定，並且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1.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交費用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及延後考試；考試日期由大會安排。
2. 學科檢定開始 5 分鐘後/術科檢定開始後，不論任何理由遲到皆不准進場，一律視同缺考以零分計。
3. 檢定相關事項，以 TNA 官網最新公告為準，網址 : www.tna.org.tw
報名日期 (務必填寫) ：

年

月

日

報檢人簽章(務必填寫)：

星期一~五 10:30-17:00 / 02-89913607/ 02-29947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