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 

美容醫學諮詢師  

檢定簡章 
 

 

 

 

 

 

 

 

 

 

 

 

高雄本會：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9 號 5 樓之 3  電話：07-2413610   傳真：07-2317885 

台北分會：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 241-3 號,         電話：02-23611161  傳真：02-23611472 

台中分會：400 台中中中區綠川東街 32 號 5 樓之 4     電話：04-22291017  傳真：04-22294071 

 



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 

-建立執業標準  提升產業水平- 

 制度目的： 

美容醫學產業發展快速，療程專業技術日新月異有別於一般美容產業及醫療服務。唯有建立美容醫學

從業人員的執業能力標準，方能保障客戶權益提升產業服務水平。因此本會配合衛生署的美容醫學檢

定制度，制定醫師以外的「美容醫學從業人員檢定辦法」，作為從業人員專業能力準則。 

 檢定項目： 

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檢定合格取得「美容醫學諮詢師」執照。                                   

 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應檢資格： 

須具備「美容醫學護理師」或「美容醫學師」執照者。 

 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考試內容： 

共用「美容醫學諮詢學科」及「美容醫學諮詢術科」二項考試，考試內容請參照考試內容資訊表，或

上本會官網。 

 

 應檢人注意事項： 

一、 應檢人報名前請確認已取得本會所頒發之「美容醫學護理師」或「美容醫學師」執照，

始得報名。 

二、 應檢人報名時請正確填寫報名表，將相關證明文件粘貼於報名表指定位置上，照片請置

於夾鏈袋以訂書機釘於報名表上，完成上述作業後，須將報名表連同繳費匯款證明以「掛

號方式」郵寄至本會會址，始完成報名作業。 

三、 本會於收到報名表後一周內完成審查作業，以「簡訊」通知審查結果，並於二周內將「美

容醫學諮詢師應試參考資料」掛號郵寄至報名表上「通訊地址」，應檢人如於上述時間

未通過通知或資料，請於上班時間主動來電洽詢。 

四、 「應檢準考證」為便利應檢人應考使用一律於應檢當日報到時發放。 

五、 應檢人請於應檢當日於報到指定時間完成報到，報時請攜帶具有照片之官方身份證明文

件備查，並領取「應檢準考證」，至各試場時交付評審查驗。 

六、 應檢人請注意自身服裝儀容，是否符合美容醫學諮詢師形象，以免影響應試「儀態」相

關分數。 

七、 美容醫學諮詢師學科測試 60%於「美容醫學諮詢師應試參考資料」中之學科題庫中產出，

40%出自臨床實例，請應檢人「應試參考資料」充分熟讀準備應試。 

八、 美容醫學諮詢師術科測試內容，一律出自「美容醫學諮詢師應試參考資料」之範例題庫

中，請應檢人依「應試參考資料」充分演練準備應試。 

九、 應檢成績公告於測試後一個月內於官網公告成績，並以簡訊通知應試結果。 

十、 美容醫學諮詢師證書，將於成績公告後一個月內寄發，通過檢定者如須申請懸掛式證書，

請於成績公告二周內完成匯款及申請作業，本會將一併寄出。 

 



106 年美容醫學諮詢人員檢定 

 美容醫學諮詢師 檢定考試內容資訊表 

 

考試 

名稱 
美容醫學從業人員 美容醫學諮詢師 技能檢定 

發証 

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美容醫學護理學會 

考試 

說明 

  台灣美容醫學護理學會為響應 衛福部美容醫學品質認證政策,特制定美容醫學從

業人員技能檢定辦法。通過本檢定者授頒本學會高階之專業「美容醫學諮詢師」執

照。 

考試 

重要訊息 

應考資格 考試日期 報名日期 報名費用 

具備「美容醫學護理師」或「美

容美容醫學師」執照者 
4 月、8 月、12 月 

考前二個月 

以簡章為準 

報名費 

3500 元 

應檢人注意

事項 

1.應檢人須自備書寫工具，可用立可白，不可用可擦筆。本項考試含學科及術科兩項

測試，成績採及格制。 

2.應檢人可自備各項美容醫學衛教單張,於諮詢衛教能力檢定時運用。 

及格標準 

 本項檢定含學科及術科兩項測試，須兩項成績皆達及格標準，方能取得證照。 

 「學科」及「術科」各滿分為 100 分，任何一單項未達 60 分則評定為不及格。 

 單次考試中「術科」測試及格者，成績可保留三年。僅「學科」及格者，不予

保留。 

檢定試題 檢定試題細項說明及流程 時間 配分 

美容醫學諮

詢師 

學科 

採筆試測驗題方式為原則，學理試題 60%自題庫產生，採單選題 100 題，

每題 1 分，答錯不倒扣。 

範圍：1.美容醫學法規 2.皮膚生理學 3.常見皮膚症狀及診斷 4.化妝品成

份及應用 5.常用之煥膚療程 6.微整形治療 7.光電療程 8.美容整型手術 

60 

分鐘 

100 

分 

美容醫學諮

詢師 

術科 

 

1.擬定保養產品行銷計劃：採筆試方式測驗，指定題目 5 題中抽一題應試。 
60 

分鐘 

30 

分 

2.美容醫學諮詢相關法規：採筆試測驗，依據題卡以書面勾選填答。 
10 

分鐘 
20分 

3.美容醫學諮詢技巧：採口試實務問答方式測驗，指定題目 5 題中抽一

題應試,並於時間內完成相關諮詢、衛教與記錄。 

20 

分鐘 

30 

分 

4.處理客訴與應變對策:採口試實務問答方式測驗，由範例題庫 10 題中

抽一題應試。 

10 

分鐘 
20分 



TANA 台灣美容醫學護理學會  美容醫學檢定報名表 

報名單位 (單位填寫考生勿填寫) 報名序號 (考生勿填寫) 照片裝訂處 

請以訂書機訂牢 

※1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

片 3 張。 

※照片背面請寫上姓

名及身分證字號 

※將照片裝在夾鏈袋

中訂上(不可黏貼) 

檢定考區 □台北  □台中  □高雄  □專案檢定 _____________ 

報檢職類 

等級 

□美容醫學護理師(檢定費 3000 元)   □美容醫學師(檢定費 3000 元)     

□美容醫學諮詢師(檢定費 3500 元)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手機：上榜通知用必填         電話：                Line ID： 

*E-mail：上榜通知用請儘量填寫     

通訊地址 □□□ 

身份別 
□一般報檢人□大陸人士 

□大陸配偶  □外籍人士 
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五專 □二專 □四技  □二技 □大學 

□碩士 □博士 □其它__________ 

應檢者具

備執照 

□護理師執照    □護士執照 

□美容乙級執照  □美容丙級執照 

重考 

申請 
□學科重考  □學術科重考 

應考資格證明影印本黏貼處 

正面，請實貼 

 報考「美容醫學護理師」及「美容醫學紋繡師」 

   請提供「國民身分證」及「護理師」影本 

 報考「美容醫學師」 

   請提供「國民身分證」及「美容師」影本 

 報考「美容醫學諮詢師」： 

   請提供「美容醫學護理師」或「美容醫學師」影本 

應考資格證明影印本黏貼處 

背面，請實貼 

 報考「美容醫學護理師」及「美容醫學紋繡師」 

   請提供「國民身分證」及「護理師」影本 

 報考「美容醫學師」 

   請提供「國民身分證」及「美容師」影本 

 報考「美容醫學諮詢師」： 

   請提供「美容醫學護理師」或「美容醫學師」影本 

美容醫學檢定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單位簽章 

1. 本簡章及報名表，本人已攜回審閱 7 日以上，明確了解「美容醫學檢定」規

則，並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2. 報名表填寫之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如有偽造或變造

情事者，本人需自負法律責任。並同意作為學會辦理檢定，而有之個人資料

蒐集、處理及利用。 

3. 報名繳交費用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延後考試，報名前請留意

個人身體健康情況，以免影響檢定權益。 

4. 其他相關規定，以官網最新公告為準。 www.tmbns.org.tw 

報檢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請親自填寫) 

報名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單位已確實告知報檢人 

「美容醫學檢定」注意事項無誤 

 

 

 

 

 

 

團體報名須為已向 

TANA 申請之團體報名單位用印 

始完成報名作業 

匯款帳號：富邦銀行  銀行代號：012  帳號：500120001577 戶名:台灣醫學美容護理學會 

報名表郵寄地址：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9 號 5 樓之 3  

收件人請填：台灣美容醫學護理學會 檢定報名組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