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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IBLCE®? 

IBLCE®，又稱為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是個獨立的國際認證機構，授與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IBCLC®)的證書。 

 

聯絡資訊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 (IBLCE)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irginia 22030 
USA 
www.iblce.org 

IBLCE在奧地利、澳洲與美國都設有辦公室，您可於 IBLCE官網上的「聯絡 IBLCE」網頁填寫表格，

以便聯絡到服務您國家的區域辦公室。  

 

為了郵寄您途徑三計劃確認的申請表與費用，請使用服務您國家的 IBLCE區域辦公室地址。 

 

如果您住在北美洲、南美洲或以色列，請寄到： 

IBLCE美國辦公室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irginia 22030 

USA 
 

如果您住在歐洲、中東（除了以色列之外）或北非洲的國家，請寄到： 

IBLCE歐洲與中東辦公室  

Theresiengasse 5/1/30 
2500 Baden 

Austria 
 

如果您住在亞洲、澳洲，或是不由歐洲辦公室服務的非洲國家，請寄到： 

IBLCE亞太與非洲辦公室 

PO Box 1533 
Oxenford, Queensland 4210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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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您的途徑三計劃 

如果您計劃經由途徑三符合參加 IBLCE考試的資格，則您必須向 IBLCE提交途徑三計劃確認之

申請表。 

 

途徑三計劃必須說明申請者的臨床經驗將於 IBCLC認證者的直接監督下獲得，且臨床環境應足

夠提供申請者練習所有列在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BCLCs）執業的臨床能力中的職務，以及臨床

狀況需為足以涵蓋 IBLCE 詳細內容大綱中，學科內容與時間順序之完整經驗。  

 

請將您完成的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連同費用，如同此指南中的聯絡資訊段落所述，寄到服

務您國家的 IBLCE辦公室。 

 

計劃確認或拒絕之通知 

您與您的主要指導者將經由 email收到確認或拒絕途徑三計劃之通知，此 email通知將包含您

在報名 IBLCE考試時，所需要的途徑三計劃確認號碼 。 

 

報名 IBLCE 考試 

擁有已確認之途徑三計劃的申請者，必須在報名考試時即符合所有報名 IBLCE 考試所需的資格。 

除了最少 500小時直接受監督的泌乳照護臨床經驗之外，途徑三的申請者同時必須要完成健

康科學教育，以及特別與人類泌乳及哺乳相關的教育。關於健康科學教育與泌乳專業教育要求

的更多資訊，請詳閱考生資訊指南。 

 

非常重要！ 報名 IBLCE考試的申請，必須在途徑三計劃已確認後的五年之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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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 

請整齊列印此表。 

 

姓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州/省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家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試年份  

請說明您希望參加考試的年份：__________ （途徑三計劃自確認之後的有效期限為 5年，因

此，您可以將預期考試的時間修改至 5年有效期限內的任一年。）  

 

職業  

您的職業是否列在下述表格？（請圈選一個） 是  否  

 

主要指導者資訊 

主要指導者之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之 Email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之白天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之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牙醫師 

營養師 

助產士 

護理師 

職能治療師 

藥師 

物理治療師 

醫師 

語言病理學家/治療師 

僅限官方使用 

確認日期 

確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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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聲明  

我們特此聲明，我們對於此途徑三計劃的指導有業務協定，且此業務協定免除 IBLCE對此計劃

的成本、細節與結果等所需承擔的任何責任。 

申請者姓名正體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姓名正體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持續上頁）      申請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詳列所有其他在您的途徑三計劃中，將擔任您指導老師的 IBCLC們。  

（請清楚列印本表） 

助理指導者 #1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助理指導者 #2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助理指導者 #3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助理指導者 #4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途徑三的申請者必須從所有的指導者取得途徑三指導者同意書，包括主要指導者。這

些完成的途徑三指導者同意書必須要由申請者取得。當申請者報名 IBLCE 考試時，若他們的報

名表被選中進行審核，則他們將需要提供這些已完成的指導者同意書。 

接下來的 3個問題應該由您的主要指導者回答。 

1. 請問直接受監督的臨床經驗將在下列何種環境中進行？ 

 

� 醫院，住院部門 

� 醫院，門診部門 

� 生產中心 

� 社區診所 

� IBCLC私人診所  

� 醫師診所 

� 助產士辦公室 

� 公共衛生部門 

� 婦幼醫療保健服務 

� 家庭醫療或社區護理服務 

� 產前與產後母乳哺餵課程 

� 母親對母親的支持團體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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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列出將會進行直接受監督臨床經驗的臨床執業環境。 

地點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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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持續上頁）      申請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些列在「國際認證泌乳顧問執業的臨床能力」中的職務不需要實際地臨床實踐，請敘述您

計劃將如何教導這些不涉及臨床實踐的能力。 

 

 

 

 

 

 

 

 

 

 

給主要指導者的註記：一旦途徑三的計劃完成了，指導者就有資格申請 CERPs。主要指導者應

負責把途徑三指導者申請 CERPs 的表格提交給 IBLCE，同時將 CERPs 的通知分發給各指導者們。  

 

請注意！請將完成的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完成的途徑三計劃確認之付款單以及費用，寄

到服務您國家的 IBLCE 辦公室地址。若您需要尋找服務您國家的 IBLCE 辦公室地址，請參閱途

徑三計劃確認指南的聯絡資訊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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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三指導者同意書 

請整齊列印此表。 

 

途徑三申請者之姓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途徑三申請者之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者之資訊  

姓氏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州/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家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會成為主要指導者？（請圈選一個） 是  否 

簽署聲明 

我於此證明我是個合格的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BCLC)，並接受爲上述途徑三計劃申請者提供臨床

指導與直接監督的責任。  

指導者姓名正體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完成的表格交回給途徑三計劃之申請者。  

申請者，請將此完成的表格保留為記錄，以便滿足審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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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三臨床經驗時數之報告 

請保留作為您的記錄，以便滿足審核的要求。 

 

請謹慎保留此記錄。當報名 IBLCE考試時，您的報名表可能會被隨機選中進行審核。若您的考

試報名表被審核，您將會需要將此文件與其他記錄一同送交。申請者如不遵守審核的條款，將

無法參加考試，並將失去無法退款的考試費用。 

途徑三計劃申請者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必須將最少 500小時直接受監督的泌乳照護臨床經驗記錄在此報告上。您的指導者必須確

認經由他們直接監督所完成的臨床經驗時數。請完成下列表格，並請您的指導者在適當的空格

中簽名與寫上日期。 

指導者之姓名 直接監督的臨床經

驗時數 

指導者之簽名與日期 

   

   

   

   

   

 

經直接監督的臨床經驗總時數  

 

 

  



著作權 © 2014- 15年，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學會。保留所有權利。 

途徑三計劃確認之指南 印尼版  www.iblce.org  最後更新日期：2016年 03月 

 

共 13頁之第 11頁 

 

途徑三時間表 

您可視您需求將此表單作多份副本，使用此表單記錄您經直接監督，與泌乳相關的臨床經驗時

數。這些記錄將會被用來完成途徑三臨床經驗時數之報告。請保留這些時間表作為您的記錄，

IBLCE可能會要求您提交這些時間表以確認您所報告的時數。 

 

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指導者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每日臨床經驗的簡要說明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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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途徑三指導者申請 CERPs 

第 1節：主要指導者  

身份細節：    IBCLC 識別證號碼:  

 

主要指導者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主要指導者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必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途徑三被指導者之姓名：     IBLCE識別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節：指導者記錄：請提供每一位指導者必須的資訊。 

指導者之姓名 IBLCE識別證號碼  花在指導的時間%  可給予之 L-CERPs 

僅供官方使用 

    

    

    

    

 

IBLCE將會根據所提供的資訊審核並給予 CERPs，所給予的 CERPs數將會被登錄在上表中，完成的表格將會

被掃描並 email 給主要指導者。主要指導者應負責將 CERPs 的通知，分發給其他列在此表中的各指導者們。

這個具有所授與 CERPs數目的表格副本，將作為完成證書，並可用於再認證時所記錄的 CERPs。  

 

第 4節：條款與準則：  

請詳讀以下聲明，然後簽署報名表並填上日期。若未簽名或寫上日期，將會延遲審核的程序。 

 

我了解做為主要指導者，我需負責通知所有指導者所獲得之 CERPs數；此外，我同意 CERPs將只

會授與已確認途徑三申請者的指導者們。我確認所提供的資訊是真實的，且可經由指導者活動的

記錄所證實。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正體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限官方使用 

批准號碼: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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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三計劃確認之付款單 

 

 

 

費用必須以美元支付給 IBLCE。費用是無法退還的，且不得轉讓或交換給另一位申請者。   

 

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名字與中間名字 

 

請藉由勾選一個您的選項，說明您付費的方式，並提供所有需要的資訊。 

 

1. 隨信附上我的支票或匯票。（請確定費用以美元支付給收款人 IBLCE。）  

 
 

支票/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 支票/匯票上的金額 $USD ________________ (只有美國辦公室接受

N.B.支票與匯票 ) 名字  

 

個人/組織支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有美國辦公室接受 N.B.支票與匯票) 

 

2. 請向以下信用卡收取 $USD_____________ ：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全碼： 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 ____ / ____  

 

請注意：信用卡付款將根據匯率以美元結算。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請以正體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途徑三計劃確認費用  $ 

請將此完成的付款單，連同您完成的途徑三計劃確認之申請表以及費用，寄到服務您國家的 IBLCE

辦公室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