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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BLCE 為國際組織，因此於其出版品中使用英式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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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何謂 IBLCE？ 

 

IBLCE®，又稱為國際泌乳顧問認證考試委員會 (International Board of Lactation Consultant 

Examiners®)，是一個獨立的國際認證機構，授與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IBCLC®) 證書。 

 
 

A. 聯繫資訊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考試委員會 (IBLCE)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irginia 22030   

USA 

www.iblce.org 

 

IBLCE 在奧地利、澳洲和美國都設有地區辦事處。您可以使用 IBLCE 網站上的聯絡資

訊前往為您居住國家服務的辦事處。 
 
 

II. 向 IBLCE 提交您的途徑 3 計畫 

 

如果您計畫透過途徑 3 獲得 IBCLC 考試資格，則您必須在開始累積符合資格的臨床時數

前，向 IBLCE 提交途徑 3 計畫認證申請。 

 

若要提交您的途徑 3 計畫認證申請並獲得付款的線上連結，請聯繫為您居住國家服務的 

IBLCE 地區辦事處。 

 

若您生活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或以色列：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A 22030 

USA 

電話：+1 703-560-7330 

傳真：+1 703-560-7332 

電子郵件：iblce@iblce.org 

  

http://www.iblce.org/
mailto:iblce@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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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生活在歐洲、中東或北非國家/地區： 

Theresiengasse 5/1/30 

2500 Baden 

Austria 

電話：+43 (0) 2252 20 65 95（奧地利境內）或 +43 2252 20 65 95（奧地利境外） 

傳真：+43 2252 20 64 87 

電子郵件：eume@iblce.org 

  若您生活在亞洲、澳洲或非洲國家/地區，且不是由歐洲辦事處提供服務：  

PO Box 1533 

Oxenford, Queensland 4210 

Australia 

電話：07 5529 8811（澳洲境內）或 +61 7 5529 8811（澳洲境外） 

傳真：07 5529 8922（澳洲境內）或 +61 7 5529 8922（澳洲境外） 

電子郵件：apaadmin@iblce.org 

III. 計畫認證或拒絕通知 

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途徑 3 計畫認證或拒絕通知。 

 

 

IV. 申請 IBCLC 考試 

 

經過途徑 3 計畫認證的人員必須在申請考試時符合所有 IBLCE 考試資格要求。 

 

除了要求完成 14 門健康科學教育課程、90 小時的泌乳專業教育和側重於溝通技能的 5 

小時教育外，途徑 3 還要求考生完成至少 500 小時的直接監督泌乳專業臨床經驗。獲

得直接監督泌乳專業臨床經驗的計畫必須經過 IBLCE 的認證。 

 

請提供以下要求的資訊。帶星號*的問題為必答。在您完成以下申請之前，請前往

www.iblce.org 查閱「途徑 3 計畫指南」。請注意：途徑 3 計畫提交需要支付費用。此

mailto:eume@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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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與考試費用是分開且不同的。 

 

重要須知！申請 IBLCE 考試必須在途徑 3 計畫認證後的 5 年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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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辦公用途 

認證日期      

認證編號    
 

 

途徑 3 計畫認證申請 
 

 

姓  名    
 

街道地址    
 

城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    

工作電話   住宅電話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    

 

 電子郵件    
 
 

 

 

 

*將在以下哪種環境中累積直接監督下的泌乳專業臨床經驗？（選擇所有適用的回答） 

⚫ 醫院，住院患者 

⚫ 醫院，門診患者 

⚫ 生育中心 

⚫ 社區診所 

⚫ IBCLC 私人診所 

⚫ 醫師/醫生診所 

⚫ 助產士診所  

⚫ 同儕母乳餵養支援組織 

⚫ 其他 

如果您選擇「其他」為臨床執業環境之一，請在此處簡要描述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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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出將累積直接監督下的泌乳專業臨床經驗的地點的名稱和地址。IBLCE 鼓勵申請人採取各

種執業環境作為途徑 3 導師指導的一部分。 

*地點名稱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CLC 導師直接監督和指導下的臨床執業經驗可以透過導師身處申請者視線範圍內或使用

安全技術平臺監督進行。更多詳細資訊可在「途徑  3 計畫指南」中找到。 

 

請回答以下問題： 

計畫在視線範圍內的直接實際監督下進行的泌乳和母乳餵養臨床護理時數的比例

是多少？ 

 

 

計畫使用安全技術平臺在直接監督下進行的泌乳和母乳餵養臨床護理時數的比例

是多少？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IBCLC) 執業的臨床能力中列出的一些職責涉及不需要實際臨床執業的技

能。請描述您的導師如何教授這些不涉及實際臨床執業的能力。提供有關主題和方法的特定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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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席導師信息 

 

*首席導師姓名  

 

*首席導師電子郵件地址  

 

*首席導師日間電話號碼  

 

*首席導師 IBLCE 識別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途徑 3 計畫導師 

 

導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電子郵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LCE 識別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導師在提交此途徑 3 計畫認證前必須填寫途徑 3 導師協議表。是否所有導師都為已您提

供已填寫完成的「途徑 3 導師協議表」，以及您是否準備好根據 IBLCE 的要求提供這些表格

的副本？ 

 

o 是 

 

 

*確認和認證 

透過向 IBLCE 提交此申請，我確認並證明我已閱讀途徑 3 計畫指南，並同意遵守其中的規

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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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證明 

 

 

 

 

 

 

 

 

 

年途徑 3 計畫認證費用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途徑 3 計畫認證費用 

USD 第一層級 USD 第二層級 USD 第三層級 

$100 $75 $55 

第一

層級

國家 

安道爾共和國、阿魯巴、澳洲、奧地利、巴哈馬、巴林、比利時、百慕大、汶萊、加

拿大、開曼群島、克羅埃西亞、塞普勒斯、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福克蘭群

島、芬蘭、法國、德國、直布羅陀、希臘、格林蘭島、瓜德羅普、關島、香港、匈牙

利、冰島、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哈薩克、科威特、拉托維亞、列支敦士

登侯國、立陶宛、盧森堡、澳門、馬來西亞、馬爾他、馬提尼克島、摩納哥、荷蘭、

新赫里多尼亞、紐西蘭、挪威、阿曼、波蘭、葡萄牙、波多黎各、卡達、留尼旺、羅

馬尼亞、俄羅斯聯邦、聖馬利諾、沙烏地阿拉伯、塞席爾、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

國、斯洛維尼亞、韓國、西班牙、聖基茨和尼維斯、聖馬丁、瑞典、瑞士、臺灣、千

里達和多巴哥、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美國、英屬維爾京群島、美屬維

爾京群島 

第二

層級

國家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美屬薩摩亞、安圭拉、安地卡及巴布達、阿根廷、亞美尼

亞、亞塞拜然、巴貝多、白俄羅斯、貝里斯、不丹、玻利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

納、波札那、巴西、保加利亞、智利、中國、哥倫比亞、科克群島、哥斯大黎加、庫

拉索島、多明尼克、多明尼克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赤道幾內亞、斐

濟、法屬波利尼西亞、加蓬、格魯吉亞、格瑞那達、瓜地馬拉、圭亞那、 印度、印

尼、伊朗、伊拉克、牙買加、約旦、科索沃、老撾、黎巴嫩、利比亞、馬其頓、馬爾

地夫、模里西斯、墨西哥、蒙古、黑山、蒙瑟拉特島、摩洛哥、納米比亞、北馬里安

納群島、帛琉、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塞爾維亞、南非、斯里蘭卡、聖露

西亞、法屬聖馬丁、聖文森暨格瑞那丁、蘇利南、史瓦帝尼、泰國、東帝汶、突尼

斯、土庫曼斯坦、烏克蘭、烏拉圭、委內瑞拉 

第三

層級

國家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貝南、布吉那法索、蒲隆地、柬埔寨、喀麥隆、維德角共

和國、中非共和國、查德、科摩洛、象牙海岸、剛果民主共和國、吉布地、厄立特里

亞、衣索比亞、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甘比亞、迦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海地、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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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拉斯、肯亞、吉里巴斯、吉爾吉斯斯坦、賴索托、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拉

威、馬里、馬紹爾群島、茅利塔尼亞、莫爾達瓦、莫三比克、緬甸、尼泊爾、尼加拉

瓜、尼日爾、奈及利亞、朝鮮、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布新幾內亞、剛果共和國、

盧旺達、薩摩亞、塞內加爾、獅子山、所羅門群島、索馬里、南蘇丹、蘇丹、敘利

亞、塔吉克斯坦、多哥、東加、吐瓦魯、烏干達、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烏茲別克斯

坦、瓦努阿圖、越南、西撒哈拉、葉門共和國、尚比亞、辛巴威 

 

請前往 www.iblce.org  獲取有關申請截止日期的最新資訊。  

 

線上考試申請系統要求以美元進行付款，並且費率是根據當天的匯率計算的。系統接受信

用卡和預付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