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造型氣球講師檢定考簡章 

 

 

壹、目的： 
選核優秀造型氣球講師，促進專業技術交流，提高國內氣球技能水準。 

貳、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 

參、報名有關事項： 

（1） 報名資格：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得報名參加。 
1.年滿 16 歲以上。 

2.  本會個人會員或公司會員氣球藝術工作者。 
3.  非本會以外之氣球藝術工作者。 
4.  氣球愛好者。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05年 06 月 17日 

（3） 報名手續： 
1.   每一人報名費：新台幣 2300  元整  。 
2.   5/30前早鳥優惠時段一 2100  元整  。 
3.   本會會員優惠價:新台幣 1800  元整。 
補考 
資格: 以通過筆試與術科考核學員 
1. 每一人報名費：新台幣 1500  元整  。 
2. 5/30前早鳥優惠時段 1250元整。 

繳費方式: 
1.   購買郵局匯票，匯票受款人：『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 
2.   銀行電匯: 
匯款銀行:合作金庫新竹科學園區分行 
帳號:5643717200884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 
請將匯款單影本一併寄出或傳真至(請註明報名者) 03-6581329 

 

4.  報名表：填妥報名表乙份，並注意下列事項： 
（1）  浮貼 3張最近 6個月內 2吋半身脫帽照片（背面填寫、姓名、電話）於報名表 

上。 
（2）  繳交國民身分證影本 2 份（正、反面）貼於報名表上。 

5.  每一報名信封限一人報名，報名費匯票亦請分別開立。 

（4） 報名方式： 
1.一律採通信報名，請將報名表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寄『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 
收（郵遞區號：30274，地址：新竹縣竹北市嘉豐十一路二段 16號 

聯絡電話：03-5500426） 
 

2.簡章及報名表請逕自網站 www.tban.org.tw下載使用。 
 

3.截止日期：105 年 6月 17日下午 5時前，逾期恕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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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核日期、地點 
(一)、日期：105年 06月 25日 

 
 

考核行程表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進行項目 

 

－－－ AM 08：30 選手報到 
AM 08：50 AM 09：00 選手抽籤 
AM 09：10 AM 09：40 筆試(共計 30分鐘) 
AM 09：55 AM 10：30 術科實作(共計 35分鐘) 
AM 10：40 AM 12：00 三分鐘即席教學&面試 

 
 

(二)、地點：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 123 號   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電話：03-6580615 
 

伍、考核辦法： 
(一)、考試內容:筆試、術科實作、即席教學&面試。 

第一階段  筆 試  (30 分鐘):氣球、氣體相關專業知識. (80 分為及格分數) 

第二階段  術科實作  (35 分鐘)： 

一條造型氣球的變化，18 款。二條以上造型氣球帽的變化，4 款。(80 分及格) 
所有作品中需完成以下幾個手法:1.環結(LoopTwist) 2.  雙泡結(LockTwist)  

3. 熊耳結(EarTwist)4.爆破結(Pinch-Pop) 5.蘋果結(AppleTwist)6.鸚鵡肚(BirdBody) 

第三階段  即席教學(3 分鐘)&面談：三分鐘造型氣球即席教學與面談。(80分及格) 
教學內容考核由現場選手自行抽題： 

1.寶劍，2.帽子，3.貴賓狗，4.蘋果  5.天鵝，6.海鷗，7.  鸚鵡 
8.  氣球的充氣與打結，9.花朵，10.泰迪熊 

 
(二).所有考核選手皆需達及格分數方能通過檢定考核，若有一科未達及格分數,則該次考核 

將不予通過。 
 

(三).證書期限為二年，取得證書者必須在二年內參加協會六小時複訓的課程一次，證書期滿 
協會自動更新證書的換發，未參加複訓者期滿後既失去講師證書之資格。 

 

陸、成績公佈： 
1.  考核成績將公佈於社團法人台灣氣球藝術協會網站。 

(www.tban.org.tw),可上網查詢。 
2 協會將於於 105 年 07 月 31 日前完成個別通知及講師證書之寄發。 

 

柒、其他： 
(一)本會將提供 260Q  氣球 50 個  （標準色），321Q 氣球 5 個，雄獅奇異筆 1 支， 雙向

打氣筒 1 只，透明塑膠袋 1 個，剪刀 1 只。考核選手不得攜帶其餘相關工具。 
(二)即席教學與面談所需之氣球、道具，請自行準備。 
(三)參加考核選手請務必守時，遲到超過 15 分鐘則視同棄權，並不得要求辦理退費。 
(四)大會提供每位選手中餐餐盒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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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氣球講師檢定考核報名表 

編號: 
建檔日期： 年 月 日 
由主辦單位填寫 

 

等級類別：□初級造型氣球 

申請類別：□個人□公司團體(名稱)： 

申請人姓名： 藝名: 

英文名字   

性別：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每人請浮貼 3 張 
一吋  照片 

(請備註姓名、電話) 
電子檔請 mail至協會信
箱 tban0002@tban.org.tw 

身分字號            

戶籍地址 □□□ 縣市 市鄉區鎮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現在 通

訊處 

□□□ 縣市 市鄉區鎮   村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是否具其他證照：  □否 □是（請填寫本欄）  

 

最高學歷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畢業/肄業 
   

服務單位 
 擔 任 工 作 起 迄 日 期 

  

通訊電話： 行動電話: 

通訊傳真： 電子信箱: 

一、申請人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 
 

 
 
 
 

正面 反面 
 
 
 
 
 

注意事項： 
1.報名資料包括（報名表、匯款單、身分證正反影印本、照片）請一併寄出。 
2.我已完全詳讀並瞭解「台灣氣球藝術協會氣球講師檢定考簡章」及其實施計畫內容。 
3.我願意配合評核程序及考核時間、地點，如果無法親自全程參與現場考核或遲到 15 分鐘以上， 

願視為棄權，亦不要求退費。 
4.我了解報名所繳交規費為考核必要支出，一經報名無法退還。 
5.請於 105 年 6 月 17 日下午 5 時前完成報名，逾時恕不受理。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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