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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LC新的考試內容⼤大綱出爐!

在⼤大規模的實務分析⾏行動後，IBLCE 發布新的「內容⼤大綱細則」（過去稱
為考試藍 圖），將對 2016 IBCLC 考試有效。 

您或許還記得，IBLCE 進⾏行了多年的實務分析⾏行動，您可能曾經在 IBLCE
的請求下填寫實務分析調查，除了⼈人⼝口統計學上的問題，這個調查提出許
多技術和實務執⾏行之頻率與關鍵性的相關問題，請您提供⺫⽬目前擔任 IBCLC
實務上的意⾒見與回饋。 

實務分析⾏行動的報告將可在 2015 年初公布，但為了讓您可以開始準備
2016 年的考試， IBLCE 已經開始推廣新的「內容⼤大綱細則」，新的內容
⼤大綱與舊的考試藍圖在很多⽅方⾯面是類似的，但在臨床技術和發展照護計畫
的主要任務上會著重更多。新的內容⼤大綱與舊的考試藍圖⼀一樣會包含「按
時間順序的時期」。 

請記得，如果您要接受 2015 年的 IBCLC 考試，舊的「考試藍圖」仍是
考試的參考架構；如果您計畫要在 2016 年接受 IBCLC 考試，您應該關
注新的「內容⼤大綱細則」。

更多有關 IBCLC 實務分析的訊息將會很快公布!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4xHPLb6WiAafL2hrgimZ-NSMY03h1nov_vQO_Nu5-rcpcHFAxWGjVQ==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4xHPLb6WiAafL2hrgimZ-NSMY03h1nov_vQO_Nu5-rcpcHFAxWGjVQ==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oXU9YBP_qH6FdEWCzHXZyEcqvwbJMShEDuzUHjb7HDciQVPx4yamRg==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4xHPLb6WiAafL2hrgimZ-NSMY03h1nov_vQO_Nu5-rcpcHFAxWGj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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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高峰會議執⾏行摘要 
 

IBLCE、ILCA和 LEAARC在2014年7⽉月於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合辦2014
年泌乳⾼高峰會議，內容著重在哺乳顧問專業間的不平等。 

想了解更多有關泌乳⾼高峰會議的訊息，包括會議執⾏行摘要，請點選這裡!

新任理事會⼈人員 
 

IBLCE很⾼高興代表理事會宣布新任⼈人員。Tomoko Seo, M.D., IBCLC.
是IBCLE的新任主席，Dr. Seo在⽇日本愛知縣是⼀一個兒科醫師，同時在私⽴立
婦產科醫院和兒科診所

⼯工作，她從1999年就擁有IBCLC，也是⽇日本哺乳顧問協會的前任會⾧長及哺
乳學術醫學會的會員，今年是Dr. Seo在IBLCE理事會的第6年。 
 
依據IBLCE章程，當準主席上任到主席的位置後，現任主席便轉任到前任
主席的位置。Rachelle Lessen, M.S., R.D., IBCLC在⼗十分成功的⼀一年任
期後，現在是前任主席理事會的⼀一員，在她的任期期間，使IBLCE能夠持
續的成⾧長並在地區上持續的擴張、通過了⼀一項新的考試翻譯政策、致⼒力於
擴⼤大服務範圍，包含參與今年很重要的泌乳⾼高峰會議及與歐洲哺乳顧問聯
盟理事會（the ELACTA Board）、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the DC
Breastfeeding Coalition）及維吉尼亞哺乳專案⼩小組（the Virginia
Breastfeeding Task Force）召開會議。 
 
Andrea Tekauc Golob, MD, IBCLC現在是IBLCE的準主席，她是⼀一個兒
科醫師，在斯洛維尼亞⾺馬⾥里博爾的⼤大學周產期部⾨門之產科與周產期診所擔
任新⽣生兒專科醫⽣生，同時她也是⾺馬⾥里博爾⼤大學兒科的助理教授。Dr. Golob
剛開始她在IBLCE理事會的第⼆二個任期，且已透過她擔任IBLCE認證委員
會主席累積了豐富的相關經驗。 
 
Esmé Nel Hough, IBCLC 由IBCLC理事會選為財務⾧長， Esmé⾧長期活耀
於國際⺟母乳會（La Leche League）中，她在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擁有商學學位，她過去在醫療業24年擔
任管理者的經驗使她充分適合擔任IBLCE財務⾧長的⾓角⾊色。 
 
Regina Roig-Romero, MPH, MCHES, IBCLC, 除了在佛羅⾥里達邁阿密
的婦幼營養補助計畫（WIC program）任職外，繼續為我們的組織擔任秘
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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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們如此重視IBCLC

證書的原因 ！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1uwF6EonGcGzYQ4tsqBAapUhdRmnzdSMaYE-b50n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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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iwah Kadeshe, 她的⺟母親
Bernice Ball, 及 孫⼥女 Zaila
Ibrahim 

 
Mudiwah Kadeshe, MSN, RNC-OB, IBCLC

 
Mudiwah Kadeshe⾝身為家中9個孩⼦子中的⽼老五，她早期的其中⼀一個記憶就
是接受哺乳以及⾒見證她的⺟母親為她的⼿手⾜足哺乳。 
後來，Mudiwah⾃自⼰己⽣生下4個孩⼦子，就像看到她⺟母親所做的，Mudiwah也
為她的孩⼦子們哺乳，她的⺟母親現在91歲，⼀一直是Mudiwah思考如何⾯面對懷
孕、⽣生產和養育⼦子⼥女的啟發。 

 
Mudiwah在婦⼥女健康護理的職業⽣生涯⾧長達25年，她進⼊入這個專業來⾃自於她
想要⽀支持婦⼥女能夠對她們的⽣生育做選擇，為了加強⾃自⼰己的知識與能⼒力以便
與更多家庭互動，她在2000年成為IBCLC。 
 
⺫⽬目前，Mudiwah在華盛頓特區最窮困的病房之⼀一擔任以社區為基礎的哺乳
顧問，她在國家兒童河東泌乳⽀支持中⼼心（the Children's National East
of the River Lactation Support Center）監督同儕諮商服務，這個⽅方案
的經費補助是透過華盛頓特區哺乳聯盟(DCBFC)和國家兒童健康系統所合
作提供。 
 
⾝身為DCBFC的副會⾧長，她同時也擔任這個組織的⽅方案管理者，這個聯盟致
⼒力於增加華盛頓特區嬰兒友善醫院的數⺫⽬目。 

 
Mudiwah現在有個 11個⽉月⼤大的孫⼥女，接受純⺟母乳哺育6個⽉月，在健康上展
現了所有接受⺟母乳哺育的優點，她現在持續接受⺟母乳，已經可以⾛走路，並
開始學習說話與閱讀，從來都沒有⽣生病過。她是Mudiwah想要幫助這個世
代得到從家庭⼀一直流傳下來的好處之動⼒力來源，在Mudiwah的家庭中，哺
餵⺟母乳是常規，她樂於與她現在服務的社區分享這個傳奇。 
 

2014年考試分析報告完成! 
 

 
2014年IBCLC考試分析報告已經可以在IBLCE網站上取得囉！ 
 
這份報告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中，有4070位應考⽣生在68個國家及其領
⼟土、675個不同地點、使⽤用16種語⾔言參加IBCLC考試。此外，在所有的應
考⽣生中，有83%的考⽣生是透過電腦化測驗應考，其餘17%的⼈人則是使⽤用紙
筆測驗。 
 
整體的通過率是85.48%，第⼀一次考照的應考⽣生通過率達82.08%，⽽而擔
任IBCLCs有25年經驗的考⽣生則是全數通過考試 !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4xHPLb6WiAY-VcCcP4ZbEsGfYh0kVX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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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LCE證照⽅方案更新 
 
如各位所知，要向取得IBCLC證照邁進有三個主要的「途徑」。途徑1，是
公認的醫療專業⼈人員和/或公認的⺟母親⽀支持諮商師；途徑2，是經由⼈人類泌
乳與哺乳的專業學術課程；途徑3，是透過IBCLC批准的直接監督計畫。從
2012年開始，不論經由何種途徑都需要完成14項健康科學教育及90⼩小時
的泌乳專業教育。途徑3  從2014年10⽉月1⽇日起，只要是現在具備IBCLC
有效認證者即可擔任途徑3的指導者，不需像之前必須通過再認證，這樣的
改變是為了要使途徑2與途徑3的條件⼀一致。若您有任何關於這個條件改變
的問題，請聯絡您的IBCLE區域辦公室。
 
健康科學教育 

 
IBLCE要求每⼀一個⼈人要先通過由具認可的⾼高等學習機構所提供的8項健康科
學課程，作為報考IBCLC的IBCLE「途徑」之先備條件，請看健康科學教
育指南的第3⾴頁。從103年10⽉月1⽇日開始，IBLCE將經由ACE認證通過的課
程或為⼤大學同等學分都認定是由具認可機構所提供之課程，課程仍必須符
合健康科學教育指南內所描述IBLCE要求的各個⾯面向，這個改變的⺫⽬目的是
為了要配合網路教育的迅速發展。 

⾝身為教育提供者，想要申請CERPs？ 
5個有⽤用的提⽰示 

   
為教學⽅方案取得IBLCE繼續教育認證學分(CERPs)對參加者⽽而⾔言是很有價
值的加分。 

 
如果您是教育提供者，這裡有幾個很有⽤用的提⽰示，可以使程序更為順暢。 

 
1. 摘要 
確保您的報告摘要內容是正確的，且能夠描述整個報告內容的主要議題。 

 
2. 商業化的影響 
在您完成您的申請表前，請閱讀將商業對教育影響最⼩小化之政策
� 任何商業展⽰示的活動是否與教育活動在分開的空間進⾏行？ 
� 講者是否有聲明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 
� 是否有廠商或產品受到展⽰示的限制？ 
想了解更多這些問題的答案及資訊，請上IBLCE 網站。 

 
3. 在宣傳品上宣傳講者 
確認講者的經歷，因為有些⼈人對於可公開宣傳的內容會受到限制，例如：
有些組織的內部章程會對理事會會員有所限制。 

 
4. 課程出席證明 
所有的參加者都應該要收到有正確紀錄出席狀況的證明，證明的內容應該
要包含教育提供者的名稱、⽇日期、出席者姓名、IBLCE通過⽂文號和CERPs
的L、E或R類別的時數或IBLCE考試藍圖或內容⼤大綱內所包含之主題的時
數。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8NgN_Q0aYAeQz-77zRhk1TMC4GMMmPl8pjU_1Ifshbg
mailto:admin@iblce.edu.au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6vaVzEK5kka6FAIye3-f6MFTtdR_TtVj3grKUzfscFHRE-4d_Zk04YoXU9YBP_qH4z_lFrTAk4-gdLm_lZ5gcBXEbtcvCSG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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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明⽂文件 
您可能會被要求提供必要⽂文件的副本以作為執⾏行教育⽅方案後的審核，包含
出席簽到表、利益衝突聲明、教育⽅方案計畫、宣傳品等，請確保您將記錄
妥善儲存在安全的地⽅方最少六年。 

 
欲知更多資訊或申請表，請上IBLCE 網站。

 
若您需要更多的說明，請上 IBLCE 網站。 

Forward email

This email was sent to international@iblce.org by international@iblce.org |  
Update Profile/Email Address | Rapid removal with SafeUnsubscribe™ | Privacy Policy.

IBLCE | 6402 Arlington Boulevard | Suite 350 | Falls Church | VA | 22042

THIS IS A TEST EMAIL ONLY.
This email was sent by the author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testing a draft message.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received the message in error, please contact the author by replying to this message. Constant Contact takes
reports of abuse very seriously. If you wish to report abuse, please forward this message to
abuse@constantcontact.com.

http://r20.rs6.net/tn.jsp?e=0014nvS2ZUUNGA233g_NpKhpyFDPcqMiHd-bOCkoJb4xssrembRLBKv1tNahvW7_jtrXkHRChM2dY4dE2Ps7K5aEr9Re34wpwIM
mailto:admin@iblce.edu.au
http://ui.constantcontact.com/sa/fwtf.jsp?llr=nscmohcab&m=1101909068365&ea=international@iblce.org&a=1120793645556&id=preview
http://visitor.constantcontact.com/do?p=un&mse=001oO3WPVQi2L2vk21wRkl_0JopeG6RRhIbiCXOEX4RH54GTsYmduTcuQ%3D%3D&t=001Uowd0OdJOv3aKBnrCj9DLQ%3D%3D&l=001FCSs65SMrsI%3D&r=001IqezpQbqEsU%3D&id=001b-xBWU3VMkcWLaWxWarX4HfSj-GhCRoY&llr=nscmohcab
mailto:international@iblce.org
http://visitor.constantcontact.com/do?p=oo&mse=001oO3WPVQi2L2vk21wRkl_0JopeG6RRhIbiCXOEX4RH54GTsYmduTcuQ%3D%3D&t=001Uowd0OdJOv3aKBnrCj9DLQ%3D%3D&l=001FCSs65SMrsI%3D&r=001IqezpQbqEsU%3D&id=001b-xBWU3VMkcWLaWxWarX4HfSj-GhCRoY&llr=nscmohcab
http://visitor.constantcontact.com/do?p=un&mse=001oO3WPVQi2L2vk21wRkl_0JopeG6RRhIbiCXOEX4RH54GTsYmduTcuQ%3D%3D&t=001Uowd0OdJOv3aKBnrCj9DLQ%3D%3D&l=001FCSs65SMrsI%3D&r=001IqezpQbqEsU%3D&id=001b-xBWU3VMkcWLaWxWarX4HfSj-GhCRoY&llr=nscmohcab
http://ui.constantcontact.com/roving/CCPrivacyPolicy.jsp?id=preview
http://www.constantcontact.com/index.jsp?cc=TEM_News1_100&id=preview
mailto:abuse@constantcontac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