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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採 耳師認證
TNL採耳師認證效益=國際證照
由台灣證照升級為世界通用的國際證照
TNL的認證成績得到國際認可
一試三證， 通過TNL認證可免試申請 CIP 中文/英文國際證照

TNL認證特色 : 認證內容與沙龍服務全面接軌!!!!!
通過認證即具備從業基本職能

! 本會通過勞動部職能導向課程認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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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L認證可免試申請 CIP 中文/英文國際證照(永久有效)
最多學校認可的認證(配合校際產學合作)
沙龍以是否通過TNL認證，作為聘任員工最基本該具備的職能條件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睫毛業產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TNL認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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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9913665

採耳師認證

認證規則及注意事項

◎認證時間及費用
二級：每年1、4、7、10月(11/30、2/28、5/31、8/31截止報名) ◎報名費2800元；重考2000元；學科重考費600元。
報名截止後次月10日(12/10、3/10、6/10、9/10)公布認證日期、座位、場次，請應考人自行上網查詢。
◎認證內容及認證資格
二級認證內容：術科、學科(選擇題)。
二級認證資格：15歲以上。

滅菌袋參考圖

◎認證及格發證：學科、術科訂於同一日測驗；單項成績及格不予保留。
二級：術科、學科，此二項每項滿分為100分，任一項未達60分評定為不及格。
★認證成績於次月10日(2/10、5/10、8/10、11/10)公布，請上TNL網站查詢成績。
成績通過申請證書費160元整；申請懸掛版(B4)證書費400元整。
＊認證成績公告當梯次申請免付掛號郵寄費。
成績複查需本人於成績公布後10日內附掛號回郵信封28元及審查費200元提出申請。
◎認證注意事項：
1. 應考人自備模特兒，男女均可。
工作服圍裙樣式不限
2.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交費用者，應考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及延後考試。
不會以簡訊通知應考人，不得以未收到簡訊作為缺考的理由。
3. 應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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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攜帶者所有成績均以零分計。
4. 認證全程不可拍照；應考人及模特兒手機響起，違反以上規定違者扣總分20分。
5. 應考人須自備工作服及口罩，違者扣儀容10分。
6. 應考人全程不可戴戒指、手錶、項鍊、耳環等任何物品，若有無法取下的手鐲，
請以透氣膠帶完全包覆，違者扣儀容總分10分。
7. 應考人耳朵以下頭髮需紮妥，長髮需盤起，不可散落，違者扣儀容總分10分。
8. 應考人所帶以下產品應有完整的中文標示(不可撕標)，違者扣中標總分10分。
評審檢查中文標產品：消毒清潔液或酒精棉片、按摩產品、耳浴產品，不合格扣中標總分10分。
9. 在認證過程中皮膚有任何受傷及過敏不適之狀況，應考人及模特兒自負其責任。
10. 模特耳鎖骨至耳周不得有刺青，違者扣總分100分。
11. 採耳工具須完成消毒放入滅菌袋內。
12. 現場提供固定垃圾袋及待消毒袋之易撕膠帶(切勿使用雙面膠)；金屬類及毛巾必須置於待消毒袋內，違者扣總分10分。
13. 應考人工作區必須鋪設桌巾(材質不限"桌墊或不織布皆可")；桌子尺寸(40X80公分)、
不可將桌巾用雙面膠黏貼於桌面，違者扣總分10分。
14. 工具擺放無限制，提供每位應考人桌子2張、椅子2張，提供瑜珈墊鋪桌面，應考人可自備枕頭。
15. 應考人必需要素甲、模特兒必需要素顏，違者扣總分30分。
16. 應考者請勿攜陪考者(包含小孩)到試場，測驗時不提供休息場地給陪考者。

【學科認證】時間20分鐘(選擇題20題，一題5分，答錯不倒扣)。學科於術科結束後進行。

1.學科題庫請上網下載；網址: www.tnl.org.tw
2.學科認證開始5分鐘後不准進場，遲到視同缺考，學科以零分計。
3.學科考試互相交談者，兩人皆以作弊論，兩人學科成績均以零分計。
4.學科只可用黑色、藍色原子筆作答(不可使用可擦拭原子筆)，違者成績以零分計；塗改該題不予計分。
5.學科試卷上不可寫名字或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違者學科成績以零分計。
6.學科成績不保留；若術科不及格，學科也必須重考。
7.外籍應考人報名二級認證時未提出學科口述申請者，認證當天不提供口述服務。

應考人自備以下工具
工具名稱

數量

工具名稱

數量

工具名稱

數量

按摩產品不限
油､乳､霜

須有完整合格中文標

口罩

適量

垃圾袋

一個

消毒清潔液或
酒精棉片

須有完整合格中文標

素色中毛巾
(約120公分)
需能完全覆蓋模特兒

一條

消毒袋

一個

生理食鹽水

須有完整合格中文標

不織布桌巾

一條

素色毛巾

三條

耳道照明燈

一個(不限樣式)

工作服

一件

棉花棒及化妝棉
滅菌袋裝工具

視需要準備
依規定

保溫瓶＆杯

依規定

採耳工具

依規定

採耳內視鏡

依規定

純水濕紙巾

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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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耳師認證

認證規則及注意事項

◎為避免影響其他應考人，術科認證時間開始即不准進場，成績以零分計。
前置作業：應考人進場後，操作前請準備好以下事項(不另給時間準備)
1.應考人須穿妥工作服，戴口罩。
2.佈置桌面：舖設拋棄式不織布桌巾或毛巾→擺好素色中毛巾(約120公分) →小白毛巾兩條(頭巾、胸前)
→準備垃圾袋、待消毒袋→備妥工具材料。

不另計時
請提前準備

事前
準備
5%

計時前評審檢查服裝儀容、中文標、床面鋪設、毛巾摺法是否正確。
工作前準備：蓋中毛巾/胸巾/包頭巾3%→外耳廓清潔1%及應考人雙手確實消毒1%→工具擺設。

計時
3分鐘

耳道
檢視
10%

告知模特兒前置動作及判斷：
1.操作動作前需仔細告知模特每個動作』1%
2.工具入耳時提醒模特兒不得轉動身體1%
3.耳道內視鏡使用前後必須確實消毒1%
4.耳道內視鏡左右耳檢視 並告知耳狀況判斷6%
5.登載客戶資料卡1%
動作完成後請將雙手放置大腿上。

計時
5分鐘

*盲掏定義(包含任一階段)
凡工具進耳道孔內未支撐
耳道口和未確實使用照明燈。

此單元採分段計時，實作全程評審在場評分。
需包含面部放鬆→外耳廓安撫→耳浴spa技法。
★應考人採用技法不限，過程不得盲掏， 違者扣100分。

右耳
實作
【術科】 技法
100% 20%

此階段只做右半邊 右半邊面部放鬆技法5%：
1.面部放鬆需毛類搭配音叉使用，未使用音叉扣100分。
2.每一技法均需操作至少3次，未確實重複操作3次扣100分。
3.使用工具不限，至少需使用3樣不同工具，未使用3種工具扣100分。
右半邊外耳廓安撫技法5%
1.每一技法均需操作至少3次，至少需使用3樣不同工具(使用工具不限)，違者扣100分。
2.時間掌控不確實，於時間結束1分鐘前完成扣100分。
3.工具掉落扣30分。

計時
5分鐘

右半邊外耳道口操作技法5%
1.使用工具不限，至少需使用3樣不同工具，未使用3種工具扣100分。
2.工具掉落扣30分。 評分重點:工具換手時的連貫性、熟練度、速度
不可盲掏，若使用手拿燈，使用前後均需酒精消毒或燈未確實照進耳道口，扣100分。
右耳耳浴spa5%：請自備保溫瓶，開始測驗後不可出場裝熱水，出場後不得再進場。
1.生理食鹽水須確實加溫，未確實加溫扣10分。
2.使用前必須測水溫，未確實測溫扣10分。
3.耳浴時水的深度需目視看得到水，違者扣10分；若水量過多溢出扣10分。
4.耳浴後是否有確實乾燥和清潔耳道口，任一邊未乾燥或未清潔耳道口扣10分。
工具使用時有撞手握燈現象或音叉掉落扣30分。
右耳採耳後面部安撫5%：須搭配音叉及羽毛收尾，未確實搭配音叉及羽毛收尾扣100分。
耳浴spa結束後面部安撫搭配音叉收尾，不可再使用任何工具入耳道口。
時間掌控不確實，於時間結束1分鐘前完成扣100分。

左耳
實作
技法
20%

分段計時

計時
8分鐘

右半邊測驗結束，換左半邊同樣方式測驗，扣分項目同右耳
左半邊面部放鬆技法(扣分規定同右半邊) 5% 、左半邊外耳廓安撫技法(扣分規定同右半邊) 5%

計時5分鐘

左耳耳浴spa(扣分規定同右耳) 5% - 需再次檢查水溫是否冷卻
左耳採耳後面部安撫(扣分規定同右耳) 5%
耳浴時水的深度需目視看得到水，違者扣10分；若水量過多溢出扣10分。

計時
8分鐘

雙耳
按摩
放鬆
技巧
40%

雙耳按摩放鬆技巧：
1.按摩產品手部確實勻油及模特兒嗅吸，未做到扣10分。
2.按摩手法不限，至少3樣不同手法，未使用3種手法扣100分。
3.須搭配撥筋棒(款式不限)耳穴點壓及淋巴引流手法，未搭配撥筋棒操作扣100分。
4.按摩後皮膚清潔，有按摩油殘留者，扣30分 ； 皮膚清潔後不可再重複按摩動作，違者扣30分。
5.漏作 (耳前、耳後、髮際、頸部、引流) 技法-漏作任1項扣100分。
6.按摩時間掌控不確實，於時間結束1分鐘前完成，扣100分。
評分重點:耳前、耳後、髮際、頸部、引流柔軟度各10%、服貼度、力道、速度、方向、壓點。

計時
10
分鐘

桌面
清潔
5%

桌面清潔：
桌面及環境清潔3%→毛巾及使用後的採耳工具是否確實投入待消毒袋或垃圾袋2%

計時
3分鐘

【學科】 學科考試只可以原子筆作答(不可使用可擦拭原子筆)，塗改該題不予計分。
100% 選擇題20題，一題5分，答錯不倒扣。滿分100分，60分及格。

計時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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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耳師認證報名表
認證職類名稱(請勾選)

中 文
姓 名

□ 二級採耳師

英 文
姓 名
(須大寫)

出 生
日 期
通 訊
地 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無填寫者 大證不會印製英文姓名)

年

月

手機號碼(一定要填寫)

日
手機號碼

報名序號 (報考人請勿填寫)

夾鏈袋釘牢位置
※ 1吋正面半身脫帽照
片4張。
※ 照片背面請寫上姓
名及身分證字號。
※ 1張實貼在照片欄位
另3張請將照片裝在
夾鏈袋中以釘書機釘
於報名表照片欄。
未依以上規定視同未完成報名

通過認證後證書郵寄地址 若依此寄送而無人收件，再次投遞應考人須自付郵寄費用

□□□

口 述
申 請

□ 二級採耳師認證申請口述(未申請者，認證當天不再另行安排)

重 考
申 請

□ 3 年內術科成績合格，申請重考學科( 術科通過年度:╴╴╴年╴╴月 )
＊此欄位於報名時未註明者，試後不予採認。
身分證影印本浮貼處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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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證
地
點
勾
選

本單位已確實告知
報考學員採耳師認證注意事項

須有 TNL 認定之合格報名單位蓋章才算完成報名

□新北市
□台中市
□ 台中市 □ 高雄市
□ 新北市
□ 專案認證考場
□高雄市
□台南市 ╴╴╴╴╴╴
□專案認證考場╴╴╴╴╴
認證地點提供大會參考
認證地點提供大會參考
大會有權視人數決定該地是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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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睫毛業產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報名表請匯完款後寄出，未填寫匯款日期視同未完成報名

◎匯款帳號:44690加報考人身分證字號後九碼共14碼(台灣中小企銀 050 新莊分行)
* 持居留證報考者，請輸入0加居留證後八碼；為446900加後8碼共14碼
◎郵寄地址:24243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18號 聯合會收
正確匯款日期:
★本簡章及報名表，本人已攜回審閱7日以上，明確了解採耳師認證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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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認證開始 5 分鐘後 術科認證開始後，不論任何理由遲到皆不准進場，一律視同缺考以零分計。
3. 未交齊照片 4 張者，不接受補件，視同未完成報名(報名資料不退還)。
4. 認證相關事項，以 TNL官網最新公告為準，網址 : www.tnl.org.tw
日 報考人簽名(務必親自簽名):
報名日期 (務必填寫)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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