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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LC 認證計畫再次通過 NCCA評鑑！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IBLCE®)很榮幸宣布，
國際泌乳認證顧問(IBCLC)的認證計畫最近再 次
通過傑出認證局 (ICE) 下美國國家認證委員
會(NCCA)的評鑑！在認證產業中，NCCA的 認證
計畫評鑑標準是舉世公認的第⼀一套評鑑標準，⽽而從
1988年起，IBCLC持續都獲得此項殊 榮。

IBLCE  主席  Tomoko  Seo，M.D，同時也是⽇日
本愛知縣的IBCLC，她表⽰示
「對 IBLCE ⽽而⾔言，這是個絕佳的好消息，對所有
IBCLC來說更是如此。 IBCLC 是第⼀一批通過享有聲望之 NCCA評鑑的計畫
之⼀一，能夠連續⼆二⼗十六 年通過評鑑更是⼀一項難能可貴的成就。」
 
在 NCCA 公正的第三⽅方審核程序中， 必須以⼆二⼗十⼀一項嚴謹標準來檢核及評
估 IBCLC認證計畫 的許多⾯面向， 才能再次通過評鑑，這些標準包
括：IBLCE 的組織架構及管理；IBCLC認證考 試的發展、執⾏行、效度及評
分； 報考者、持證者及社會⼤大眾所能獲得的資訊；評估 IBCLC是 否具備繼
續再認證執業能⼒力的要求設計等。再次通過 NCCA 評鑑，顯⽰示 IBLCE是個
致⼒力於⾃自 我檢視的機構，進⾏行定期外在簡核以符合認證產業標準，不斷改
善，以維持 IBCLC認證計畫 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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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IBCLC 測驗之翻譯，IBLCE的政策說明

IBLCE是個致⼒力於使國際泌乳認證顧問的專業知識在世界各地可
運⽤用的國際化組織。此⼀一政 策的⽤用意在於考量將考題翻譯成⼀一個
新的語⾔言的同時，仍能確保 IBCLC認證的效⼒力。
 
由於翻譯的歷程需要投注許多⼈人⼒力及財⼒力，當情況具備並符合以
下條件時，IBLCE才會考慮 以新的語⾔言提供測驗：
 

具體描述提出該請求之原因，包括將採⾏行該種新語⾔言測驗地
區之哺乳環境的相關資訊；
⾄至少需有⼗十位現任 IBCLC熟悉該種語⾔言的⽂文件；
使⽤用該語⾔言之群體，在應考前所能取得的教育資料、課程及
指導之⽂文件；
繼續教育計畫之⽂文件；
計畫取得應考資格之考⽣生⼈人數；

在所希望的考試⽇日期⾄至少⼗十⼋八個⽉月之前，最少有⼆二⼗十位以上
考⽣生提出報名表並繳費完畢；
在報名截⽌止之前，所有考⽣生均需具備所有應考資格，⽅方能接
受測驗；

有疑問嗎？請聯絡您所在國家的區域辦公室。若想申請不同語⾔言
版本的測驗，請檢附上述資料，寄到 IBLCE 國際辦公室( IBLCE
International Office)的電⼦子郵件信箱：
international@iblce.org，或郵寄⾄至 6402 Arlington Blvd., Suite
350, Falls Church, VAUSA 22042.

持有證照者的故事 

IBCLC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執業環境中，提供哺乳照護服務。在電⼦子通訊及
IBLCE網站中，我們將介紹許多IBCLC，以及他們為⺟母親、嬰兒及其家庭所
進⾏行的重要⼯工作。請閱讀世界各地持證者的故事，以及他們為何如此重視 

IBCLC證書！

 
Serena Debonnet，IBCLC，⼀一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執業的助產⼠士，出於
對哺乳的好奇，她 在 2004年參加了泌乳教育課程，同時也為⾃自⼰己⼆二⼗十個

http://r20.rs6.net/tn.jsp?e=0012azwRATjwxRYK_XBpRZgOBv8k1p2_mpY5J0VFMQEYrI1JpxZwGANnW0P9s-_Hv5clmLlpVsUvHuZ4MJBPnYJvmqM-Un5HB6XoDQKry9sVGL9m_dd5ZuHvCrzHlVL2A0yUO8-vCog7Qr64MkhZWdtqg==
mailto:international@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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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大的⼥女兒哺乳。參與課程之後， Serena成為⽐比利時第⼀一批接受IBCLC測
驗的⼈人。在2005年，她更成為⽐比利時國內愛嬰醫院 運動(BFHI)的統籌
者，之後更籌備了⼀一系列的哺乳研討會，邀請許多世界知名的演講者前來分
享經驗。
 
此後，Serena曾擔任歐洲泌乳顧問聯盟(ELACTA)副主席，⺫⽬目前則擔任⽐比
利時泌乳顧問協會
(BVL)副主席。
 
才剛通過⼗十年再認證的 Serena，不但將 IBCLC證書視為衡量及肯定⾃自⾝身
專業經驗的⼀一種⽅方式， 同時也很清楚擁有這項斐聲國際的泌乳證書的價值
何在。不論是以 BFHI統籌者的⾝身份與⽐比利 時各醫院合作，或為個別的⺟母親
及嬰兒提供服務，IBCLC 的認證都可說是 Serena的無價之寶。
 
 

理事異動

 
IBLCE

很榮幸宣布，Norma Escobar, IBCLC, RLC及Clifton Jamil Kenon, Jr.,
DNP, MSN, RN, IBCLC, RLC 獲選成為IBLCE新任理事，同時歡

送 Rebecca "Becky" Mannel, IBCLC,
RLC 卸任，並感謝她卓著的貢獻。

 
來⾃自墨⻄西哥市的 NormaEscobar，原本的專業
是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的⽼老師，搬到美國有了⼩小
孩後，發現⾃自⼰己熱中於提供哺乳的⺟母親們協
助。⾃自從 1994年在國際⺟母乳會擔任領導者及許
多不同⾓角⾊色開始， Norma 就已經開始與哺乳中
的婦⼥女合作。她於 2002 年成為IBCLC， ⺫⽬目前
則是在北卡羅萊納州新漢諾威郡的婦幼營養補助
計劃中擔任哺乳 統籌者及哺乳同儕員的管理
者，同時也在擔任週產期第五期婦幼營養 補助
計劃中擔任哺乳統籌者。Norma為她的兩個成
年兒⼦子深感驕傲， 若⾮非因為他們的緣故，她永
遠無法體會哺乳過程中會有多少的挑戰與 喜
悅。

 

 

 
Clifton Kenon, Jr.,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
分校護理碩⼠士，匹茲堡查達 姆⼤大學護理博
⼠士，⺫⽬目前正在⽥田納⻄西⼤大學攻讀第⼆二個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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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Cliffton是⼀一位⼗十分投⼊入的泌乳顧問，熱切推
廣哺乳之餘，還讓印第安 健康服務計
畫(IHS)下的幾間醫院，成為最早⼀一批愛嬰
醫院，同時也是南、北達科他州境內第⼀一批
也是唯⼀一⼀一披愛嬰醫院。他創辦了全國第 ⼀一

個住院護理⼈人員計畫，以便訓練護理⼈人員如何在資源有限的鄉村地 區執
業，此外，美國印第安健康服務哺乳防護守則也是由他所撰寫。
 
Clifton 在哺乳界的貢獻不但獲得了蜜雪兒歐巴⾺馬「⼤大家動起來」（Let's
Move）計畫的認可， 他本⼈人更在 2012 年獲邀⾄至⽩白宮發表演說。他曾榮
獲美國公共衛⽣生局的認可，並獲頒 2011年 Lucille Woodville 獎，以表彰
他對改善美國婦⼥女及新⽣生兒健康的貢獻。2013 年，他獲頒IHS最⾼高榮譽
Reyes獎，成為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位護理⼈人員，同時也是史上最年輕的獲
獎者。 2014年，他獲頒婦⼥女健康、婦產科與新⽣生兒護理學會傑出執業獎。

 
Cliffton⺫⽬目前在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下的⼈人⼝口及⽣生殖健康辦公室擔任⾼高
級研究顧問，持續 致⼒力於提倡哺乳、⽣生理週期覺察為基礎之家庭計畫以及
產後家庭計畫。
 
他在公餘時間，仍以妊娠及分娩護理⼈人員及泌乳顧問的⾝身份，協助許多⺟母親
及家庭。任職 USAID 之前，在 IHS的⼤大平原地帶擔任婦幼健康主任時，
⾜足跡遍佈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 愛荷華州及內布拉斯加州，為印第安
及阿拉斯加原住民婦⼥女提供協助。此外，他也曾在維吉尼 亞⼤大學醫院及杜
克⼤大學醫學中⼼心擔任妊娠及分娩護理⼈人員、婦幼護理⼈人員及泌乳顧問。

IBLCE 由衷感謝理事 Rebecca Mannel圓融⽽而傑出的領導。任期中，她投
注許多⼼心⼒力，擔任 主席及財務⾧長兩項要職，帶領 IBLCE渡過⼀一段⼈人事異動
頻繁的時期。她的貢獻將永遠留存在 我們的⼼心中。

新聞與注意事項
 

IBLCE 的理事會及⼯工作⼈人員，除了提供 IBCLC考試之外，也很樂於分享我
們所參與的許多活動。

 
 
曾擔任 IBLCE 在美國⺟母乳哺餵委員會(USBC)代表的 Joan Meek，最近獲
選為 USBC主席。 恭喜 Joan 獲得此項難得的殊榮！IBLCE 董事會已投票
通過，由 Rebecca Mannel出任代表， 將卸任的理事主席 Rachelle
Lessen 則將出任在 USBC的新任代理代表。
 
今年適逢澳洲哺乳協會(ABA)五⼗十週年紀念，ABA 特地舉辦了⼀一場液體⿈黃
⾦金研討會，IBLCE理 事會員 Dale Hansson 獲邀擔任議程主席。亞太及⾮非
洲區域主任 Karolyn Vaughan也於⼋八⽉月 率領團隊前往墨爾本與會，並討
論 IBCLC 認證的價值及益處。共有 ABA諮商員、會員、⺟母親、 助產⼠士、
醫⽣生、⼼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護⼠士以及相關健康專業⼈人員等⼀一千三百多位
代表參加。

IBLCE第⼀一印象專家Nia Morris以及再認證統籌者Sarah Stallard出席了
2014年⼋八⽉月⼆二⽇日 ⾄至四⽇日在維吉尼亞州阿靈頓所舉辦的第五屆全國⺟母乳哺餵
聯盟研討會。每隔兩年，USBC就會 邀請全美各地哺乳聯盟的領導⼈人⿑齊聚⼀一
堂。會議⺫⽬目的在於推廣⺫⽬目前經實證最好的哺乳實務資訊、策略規劃、建⽴立聯
盟以及能⼒力強化等。今年會議的名稱為：「化阻礙為橋樑：培養你的社群領
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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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LCE 第⼀一印象專家 Nia Morris 與軍醫署⾧長 Boris D. Lushniak M.D.,
M.P.H.合影

 
2014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澳洲助產學院昆⼠士蘭年度會議於⿈黃⾦金海
岸舉⾏行，會中 IBLCE區域主任Karolyn Vaughan和與會者分享了IBCLC的
好處。共有超過三百位來⾃自澳 洲及紐⻄西蘭各地的助產⼠士及學⽣生參與了此項
盛會。
 

 
理事 Dr. Andreja Teckauc Golob and 歐洲及中東區域主任 Ilse Bichler
代表 IBLCE出席於 羅⾺馬尼亞布佳勒司特所舉⾏行的第五屆哺乳醫學會歐洲地
區醫師會議。Asociatia ProMAMA以
及  IBCLC Dr.  Marta Muresan  協⼒力規劃此次為期兩天的會議，共有來
⾃自⼆二⼗十國七⼗十位與會者，
包括⼟土⽿耳其、愛沙尼亞及羅⾺馬尼亞的 IBLCE國家聯絡⼈人。
 
IBLCE 出席了 2014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華盛頓特區所舉辦的
美國家庭醫師學會 (AAFP)會議。此項會議被譽為是美國「家庭醫學界最重
要的會議」，共有超過四千位家庭醫師參與。
 
國際認證主任 Pam Weber 率領團隊出席 2014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
華盛頓特區所舉⾏行的 美國護理學院研討會，提倡 IBCLC理念。在此次年度
政策會議中，美國護理學院呈現了護理 ⼈人員在改善健康及提供更優質的照
護系統的⽅方法。會中也展⽰示為了驅動政策改變，以符合個⼈人及社會⼤大眾的健
康需求，護理⼈人員投注的無數⼼心⾎血。今年的主題是「改善健康：驅動政
策」，強調護理⼈人員的努⼒力正在帶來轉變，不但有助於改善健康，也影響了
美國的政策及提升健康照護的品質。
IBLCE ⾮非常榮幸能夠參與 2014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昆⼠士蘭⿈黃⾦金
海岸所舉辦的澳洲⾆舌 與⾆舌繫帶學會成⽴立⼤大會。除了兩百五⼗十位代表之外，
另有助產⼠士、IBCLC、⼩小兒科醫師、⽛牙醫師、⼝口腔治療師、語⾔言病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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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等不同專業領域的代表在線上與會。此次⼤大會⺫⽬目的在
於訂定出組織及未來發展⽅方向的相關章程。
 
2014年⼗十⼀一⽉月五⽇日⾄至七⽇日，IBLCE參與了在澳洲新南威爾斯⻄西雪梨⼤大
學Parramatta分校所舉 辦的第五屆婦幼營養及照護國際會議。約有三百位
代表出席此次會議，⼤大多來⾃自助產、護理、幼兒及家庭健康以及⼀一般醫護等
背景。
 
2014 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於義⼤大利羅⾺馬，IBLCE在第⼆二屆營養國
際研討會(ICN2)中 簽署國際⺟母乳哺餵⾏行動聯盟 (WABA)宣⾔言。WABA 宣
⾔言在 INC2中強調，保護、提倡及⽀支持哺 乳是「⼀一項⼈人權，此外，各國政
府及聯合國相關機構在解決其所⾯面臨的嚴重營養問題時，任何具體的回應都
必須包含哺乳此⼀一不可或缺的要素。」
 
美國政府致⼒力於在不同層級推動對哺乳⺟母親及家庭的⽀支持，有鑑於此，美國
疾病管制局(CDC) 決定採取哺乳評量表以便掌握各種政策的執⾏行進度，⼋八
⽉月份，IBLCE ⾼高層特別對此表⽰示讚許。同時，IBLCE也建議，若能提供有
關各種哺乳認證的詳盡資訊，以便消費者在⾯面對⾃自⾝身健康 照護時，能在具
有充分資訊下做出選擇，哺乳評量表將能發揮更⼤大效⽤用。IBLCE特別強調，
⺫⽬目前對 IBCLC的要求相當嚴苛，除需具備廣泛的健康科學教育、直接服務
⺟母親及幼兒的臨床 經驗外，尚需通過專業的認證考試。
 
IBLCE 也建議，CDC 的哺乳評量表應該要提供如 WIC同儕諮商員等其他
⽀支持哺乳團體的資訊。 IBLCE 讚賞 CDC對國際⺟母乳會的報導，但也指出
在許多哺乳率最低的社群中，不⾒見得都有國 際⺟母乳會的⼈人員協助帶
領。IBLCE 建議在 CDC哺乳評量表中提供上述的額外資訊，以減少資 源
落差、促進平等、提供政策制訂者及消費者更充⾜足的訊息。
 
IBLCE 執⾏行⾧長 Sara Blair Lake 獲選為美國國家認證委員會(NCCA)委
員。NCCA是認證局內 的獨⽴立評鑑機構。她將有三年的時間，替認證界中
這個重要的機構服務。 
 

IBLCE理事會與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以及維吉尼亞
哺乳會相⾒見歡   

 

IBLCE理事會與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以及維吉尼亞哺乳會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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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及維吉尼亞哺乳會與 IBCLC理事及資深員⼯工共進晚餐.

 
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很⾼高興與我們分享最近的動態，除了剛獲得
⼀一筆華盛頓特區政府衛⽣生部名為「打造友善嬰兒的華盛頓特區」
補助經費之外，他們⺫⽬目前正在修訂第五版哺乳資源指南，同時也
正在準備「2014地區性友善哺乳健康照護提供機構及⼯工作場所
獎」⼗十週年紀念午宴。
 
對於將哺乳提升為⼀一種⽂文化，這兩個團體始終不遺餘⼒力，IBLCE
⾮非常珍惜能有機會與他們交 流互動。

IBLCE策略計畫更新
 

在全球各地相關⼈人員的投⼊入下，IBLCE在2012年草擬了⼀一份新的策略計畫，
並於2013年公 布。
 
這份計畫的基礎包含 在價值與信念下的願景及使命宣⾔言

 
計畫中，IBLCE 設定了四個關鍵⺫⽬目標，並依據每個⺫⽬目標定義出 2013年主要
⽅方針或焦點。
 
在回顧及更新 2014-15 年的計畫時，IBLCE保留了前兩個⺫⽬目標，修正了第三
個⺫⽬目標，⽽而在最 後⼀一個⺫⽬目標上則有很豐碩的成果，也就是新擬定了第四個
⺫⽬目標。
⺫⽬目標⼀一：「提供優質、國際化、嚴謹、實⽤用、廣泛、標準化的認證課程，以
推廣⾼高品質的泌乳 及哺乳照護」極為重要，並仍將是未來的⺫⽬目標。具體⽅方
針則為，繼續推動「優化並提升相關應 考資格、申請、施測及認證資格維
持⼿手續」。除了專注在此⼀一⽅方針外，同時也設⽴立了新的⽅方針：
「探索認證及再認證領域中的發展及最佳執業典範」。這個⺫⽬目的恰好能與執
業分析（⾓角⾊色界定 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為了達成最佳執業典範的理
想，IBLCE 正著⼿手以執業分析研究結果，以及認證與再認證領域中最新發
展及執業現狀來檢視 IBCLC的認證課程。
⺫⽬目標⼆二：「推廣 IBCLC認證成為泌乳及哺乳照護領域中，最有價值且最有
效的認證」仍是將 持續發展的⺫⽬目標，背後的⽅方針則從原來僅僅是對於能⽀支
持 IBLCE 認證與測驗及 IBCLC持證者 助益的覺察，聚焦並轉換為「宣揚
IBLCE 認證、測驗及 IBCLC持證者的重要性與助益」。這 個⺫⽬目的將會是來
年 IBLCE⼯工作的焦點所在。
 
⺫⽬目標三：「清楚界定受測資格，以便讓更多⼈人能獲得認證。」這⽅方⾯面已有改
善，但仍須投⼊入更多⼼心⼒力。有鑑於此，IBLCE認為⼀一個範圍更廣闊的⺫⽬目標才
符合我們的理想。現⾏行的⺫⽬目標三尋 求的是「藉由廣泛接觸社會⼤大眾，讓更
多⼈人有機會接受認證」。具體⽅方針則是「增加IBLCE 的課程及宣傳，以提
供更豐富的多樣性。」在新的⼀一年中，IBLCE將全⼒力以赴，期能達成此 ⼀一
遠⼤大且重要的⽅方針。

http://r20.rs6.net/tn.jsp?e=0012azwRATjwxRYK_XBpRZgOBv8k1p2_mpY5J0VFMQEYrI1JpxZwGANnW0P9s-_Hv5clmLlpVsUvHuZ4MJBPnYJvmqM-Un5HB6XoDQKry9sVGLQjjfbQfDlP2j8i-L1UbIDlikxecGWc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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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以最即時⽽而適切的⽅方式，主動提供所有關係⼈人最新的訊息」，同
時也致⼒力於「增加IBLCE課程、發展⽅方向、策略的更新頻率」。在電⼦子通訊
及許多不同平台強⼤大的社群媒體協 助下，種種宣傳已略具成效。有鑑於
此，IBLCE將⺫⽬目標簡化為「提升客⼾戶服務」。這是
IBLCE尚待改進之處，⽽而你或許也已發現，在簽名處旁有⼀一些針對團隊成員
進⾏行客⼾戶服務調
查的連結。感謝你撥冗提供寶貴意⾒見。IBLCE期盼透過這些極具建設性的意
⾒見來提升你的客 ⼾戶服務體驗。此外，在新的⼀一年裡，我們也將針對 IBCLC
推動更廣泛的客⼾戶服務調查。期盼 你撥冗作答，以便 IBLCE能改善你的客
⼾戶服務，在此，先向你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為了提升客⼾戶服務，具體⽅方針包括投⼊入更多⼼心⼒力及時提供各種語⾔言的材料。
過去幾年來， IBLCE總部能提供的語⾔言種類（在各國聯絡⼈人提供的語⾔言之
外）除了既有的英語及德語外， 還新增了法語及⻄西班⽛牙語。在新的⼀一年
中，IBLCE將會更加關注這個重要的領域。
 
若您想瞭解更多詳細內容，請⾄至 策略計畫 ⾴頁⾯面。   

 

IBCLC照護獎申請截⽌止⽇日期更新
 

你知道 IBCLC照護獎可以讓你的醫院和社區照護
機構與眾不同。這個獎項不但能讓潛在客⼾戶 會對你
的機構刮⺫⽬目相看，也能吸引更多熱中於泌乳⽀支持的
員⼯工投⼊入，在滿⾜足家庭對哺乳需求的同時，也散播
了善念。
 
然⽽而，你知道 2015年照護獎的申請截⽌止⽇日期改變
了嗎？不論是以醫院
為基礎或以社區為基礎的申請者，申請⽇日期都是從 2015年⼀一⽉月⼗十⼆二⽇日
開始，到  2015  年⼆二⽉月⼆二⼗十⽇日截⽌止。結果將於  2015年四⽉月三⼗十⽇日公告
 
開始放假前，快把這個新的截⽌止⽇日期記在你的⽇日曆上吧。需要更 進⼀一步的
訊息嗎？請上 IBCLC 照護獎網站 www.ibclccare.org

 
 

IBLCE理事⾧長簡介
在這個持續進⾏行的專欄中，每⼀一期IBLCE電⼦子通訊都會介紹⼀一位IBLCE理

事，聚焦在他為IBLCE持 證者及社會⼤大眾做了哪些貢獻

Esmé Nel Hough

1986年起，Esmé便活躍於國際⺟母乳會，並
於2002年通過IBCLC認 證。1991年⽣生下第
四個孩⼦子不久前，她在南⾮非⼤大學取得了商業
學⼠士⽂文 憑。
 
哺餵四個⼩小孩的親⾝身經驗，以及為所在地其
他⺟母親提供協助的體驗，讓 Esmé熱中於⽀支
持哺乳⺟母親及嬰兒。

http://r20.rs6.net/tn.jsp?e=0012azwRATjwxRYK_XBpRZgOBv8k1p2_mpY5J0VFMQEYrI1JpxZwGANnW0P9s-_Hv5clmLlpVsUvHuZ4MJBPnYJvmqM-Un5HB6XoDQKry9sVGLQjjfbQfDlP2j8i-L1UbIDlikxecGWc8k=
http://r20.rs6.net/tn.jsp?e=0012azwRATjwxRYK_XBpRZgOBv8k1p2_mpY5J0VFMQEYrI1JpxZwGANnW0P9s-_Hv5clmLlpVsUvHvDFRUM3DCJpZ_Ru0XVveAxN38S2yGsAiE=


Page	  9	  of	  10

持哺乳⺟母親及嬰兒。
 
Esmé在國際⺟母乳會中擔任過許多職務，包
括國際辦公室電⼦子通訊編輯、 領導⼈人認證
聯絡⼈人以及國際⺟母乳會南⾮非地區專業聯絡⼈人
等。

 
Esmé 曾任職於 IBLCE財⾦金及⾏行銷委員會，並於最近獲選為財務
⾧長。
 
不在IBLCE⼯工作時，她便與先⽣生Attie在南⾮非⻄西岸偏遠的⼩小村莊
Hondeklipbaai(狗岩灣)經營⼀一間名為 Honnehokke的民宿。她的
嗜好包括單⾞車、釣⿂魚、閱讀、打⽑毛⾐衣、旅⾏行及園藝(對於住在半沙
漠地帶的她⽽而⾔言，這可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關電腦化測驗(CBT)的常⾒見問題
  

IBLCE以CBT進⾏行IBCLC測驗已有四年的時間。2011年，以先導
測驗形式⾸首次對約五百位 應考者施測；2014年，約有百分之⼋八⼗十
三的IBCLC應考者以此種⽅方式接受測驗。IBLCE調查 結果顯⽰示，
⼤大多數應考者偏好以此種⽅方式應考，然⽽而，任何重⼤大改變都會帶
來疑問。IBLCE 已針對許多問題提供答覆，每當有新的問題出現
時，也會盡快回覆。
以下是最近的幾個問題：
 
 
問：應考前，為何需要取下⾸首飾或帽⼦子？
 
所有專業認證測驗施測時，安全都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考量。唯有
遵守某些程序及規範，⽅方能維繫專業認證的嚴謹，安全更是其中
最主要的考量。唯有符合所有要求，並以公正的⽅方式通過認

證的專業⼈人員，才能成為社會⼤大眾倚賴的對象，這⼀一點是極其重
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根據專家評估，每⼀一個測驗項⺫⽬目的編製成
本都在⼀一千美⾦金以上，若把⼼心理計量、專家顧問、員⼯工時間及測
驗項⺫⽬目產出相關費⽤用等專業費⽤用納⼊入考量時，更是如此。為了維
繫 IBLCE在泌乳認證領 域的領導地位，持續以嚴謹的態度來提供
IBCLC測驗是絕對必要的。
 
問：我的同事和我住在同⼀一個地區，他考的是紙筆測驗，但我考
的卻是CBT。為什麼會有這 種差別？
儘管IBLCE與全世界涵蓋範圍最廣的CBT測驗機構PearsonVUE攜
⼿手合作，然⽽而，在某些 地⽅方，CBT座位的數量卻⼗十分有
限。IBLCE規劃在2016年提供兩次應考機會，除了希望提升 顧客
滿意度外，也盼望能將⺫⽬目前的 CBT座位數提⾄至最⼤大。此外，從原
本在每年七⽉月（最繁忙 的考季）提供⼀一次測驗，改為在四⽉月與⼗十
⽉月提供兩次測驗，也能夠讓 IBCLC考⽣生的座位安排 更順利。然
⽽而，在 CBT 座位有限的地區，IBLCE必須提供紙筆測驗中⼼心。我
們會在可⾏行的範 圍內，逐漸將紙筆測驗中⼼心的數量減低。
問：我想在考試當中休息哺乳。請問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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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盡早讓 IBLCE知道你需要休息哺乳，除了在報名表上註明之
外，也請提供相關的⽂文件。盡 早申請能讓 IBLCE 盡早與第三⽅方施
測機構溝通，以便提供 IBCLC考⽣生⼀一個舒適的休息哺乳環 境。

專業認證理事會VS.專業協會
   

「專業認證理事會和專業協會之間有什麼不同？」這是個常⾒見的問題。兩者
都是很重要的機構，但彼此⾮非常不同，⽽而且⺫⽬目的也不⼀一樣。

像 IBLCE這樣的專業認證理事會負責在某⼀一特定領域中，替執業⼈人員認
證。認證機構本⾝身會 設定⼀一些資格，並會依據執業分析的結果、⼼心理計量
學者的研究以及專家顧問的意⾒見，來維持認證標準。消費者、雇主、其他專
業⼈人員以及社會⼤大眾可以藉由此⼀一認證，確認特定⼈人⼠士是否已符合某些標
準。除了推廣認證之外，認證機構主要的⼼心⼒力會投注在發展職業認證測驗、
相關資格及維持認證資格的要求上。
 
職業協會是致⼒力於促進特定職業、相關從業⼈人員利益及社會⼤大眾利益的機
構。協會是個能發揮 綜效的團體，其重要性在於⼀一群⼈人能發揮⽐比⼀一個⼈人更
⼤大的作⽤用。「團結⼒力量⼤大」這句話最能夠 說明職業機構在提升成員利益上
所能發揮的⼒力量。職業協會協助成員的⽅方式包括提供進修機會、協調可能影
響執業或薪資的議題及提升該職業地位等。
職業協會可能可以為你帶來許多不同的利益，⽽而其焦點則可能以地理位置為
主。例如，國際泌乳顧問協會（ILCA）除了舉辦⾼高度國際化的會議之外，
同時也出版聲譽卓著的《⼈人類泌乳期 刊》，這是⼀一份有同儕審核制度的季
刊，專⾨門刊登與泌乳專業⼈人員、研究者及全球其他相關⼈人⼠士有關的研究及⽂文
獻。另有⼀一些職業協會以特定區域或國家為焦點。例如，歐洲泌乳顧問聯盟
（ELACTA）便是⼀一個統合歐洲地區許多致⼒力提倡泌乳顧問專業機構的組
織。ELACTA提供單 ⼀一國家以及區域性的合作機會。紐澳泌乳顧問
（LCANZ）則是為紐澳地區提供類似的專業機 會。美國泌乳顧問協會
（USLCA）⽀支持、提倡 IBCLC的⽅方式，則是透過提倡哺乳，以及提供 美國
地區專屬合作機會及資源等。
 
儘管 IBLCE並⾮非職業協會，卻⾮非常認同職業協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歡
迎你透過職業協會 探索屬於你的種種機會。
 
職業協會通常是會員制的機構，以會員會費來⽀支付實踐該機構願景及使命所
需的經費。加⼊入職業協會，除了能讓你在與你相關的領域中有發聲的機會，
也能挹注爭取權益時所需的資源。出⼀一份⼒力，今天就加⼊入，幫助你所屬的職
業機構，也幫助你⾃自⼰己！
 
 

-IBLCE理事會及⼯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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