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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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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聯絡資訊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 (IBLCE)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irginia 22030-2545 
USA 
電話：+1 703-560-7330 
www.iblce.org 
 
IBLCE 在多個辦事處都有客戶服務。認證者可以使用 IBLCE 網站上的聯絡資訊聯絡其所在

國家/地區的辦事處。 
 
注：由於 COVID-19，IBLCE 在其網站額外提供有關申請 IBCLC 認證和考試管理的資源。

在您準備申請資格或參加 2022 年 IBCLC 考試期間，請定期查看此網站。 
 

B. 關鍵日期 
 
請瀏覽 IBLCE 網站頁面查看申請截止日期和其它重要日期。 
 

II. 再認證之目的與方法 
 
IBCLC 再認證計畫的目的是透過專業發展和終生學習來促進持證者的持續競爭力。大家都公

認，在初次認證前與考試時所獲得的技巧與知識不一定與該位顧問在未來日子裡於此領域中

執業所需的知識相關，尤其是如果未定期更新技巧與知識來學習新的觀點與執業。 
 

IBCLC 可以每隔五年透過完成自我評估後所獲得的繼續教育認可點數 (Continuing Education 

Recognition Points, CERP) 或透過考試進行再認證。自我評估的目的是優先證書學習。自我評

估可以確定出持證者在 IBCLC詳細內容大綱領域中相對薄弱的領域，那麼持證者就需要選擇

此等領域內的 CERP。考試的目的也是促進持證者的持續競爭力，這也符合即時最新並定期更

新的 IBCLC詳細內容大綱。 
 
新的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將於 2023 年開始生效。本指南包括當前適用於 2022 年考試的

http://www.iblce.org/
mailto:iblce@iblce.org
mailto:iblce@iblce.org
https://iblce.org/covid-19-resource-centr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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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大綱，以及 2023 年及以後生效的詳細內容大綱。 
 

時間範圍和依據：一旦經過初始認證，一般 IBCLC 證書有效長達五年。每隔五年，持證者能

再次以通過考試的方式，或經由獲得繼續教育認可點數 (CERP) 之證明，或經由個別的 

CERP 等同之證明來申請再認證。經由 CERP 再認證者亦須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和專業繼

續教育。 
 
大家都公認，在初次認證前與考試時所獲得的技巧與知識，不一定與該位顧問在未來日子

裡，於此領域中執業所需的知識相關，尤其是如果未定期更新技巧與知識來學習新的觀點

與執業。因此 IBLCE 要求所有持證者每五年再認證一次。在五年的時間裡，將會有很多資

訊發展、許多處理的選擇產生，如果持證者未能把握進一步受教育的機會，其知識基礎將不

被認為是當前即時最新的。 
 

由於此領域的變化速率，因此我們選擇五年的時間間隔進行再認證。 

 

考試仍然是再認證的一個選項，但不再要求每十年進行一次，另外，每個再認證週期增加

了一個選項，即自我評估加上必要的專業繼續教育。這樣做的理由是，正式或有組織的教

育可以促進執業，自我評估可以透過讓持證者認識自己的強項和弱項來促進自我反省。 

 

不論在五年期間再認證的方式為何，持證者必須重申遵守了 IBLCE®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職業

行為準則，並報告任何專業執業執照的相關處置與/或專業紀律處分。IBLCE 相信此重申是

重要的，且能提醒持證者的道德責任。 

 

方法：每隔五年再認證，持證者可以選擇透過考試進行再認證，也可以選擇在完成繼續教育

自我評估和專業繼續教育後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如果持證者選擇按照五年為間隔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則 IBLCE 要求持證者必須獲得 75 個 CERP，其中至少 5 個 CERP 必須

與職業道德相關，至少 50 個 CERP 必須專門針對人類泌乳和母乳哺餵以及提供對母乳哺餵

家庭的照護。其餘的 CERP（20 個）可能涉及與泌乳諮詢領域相關的任何主題，因為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中的某些學科既非關於泌乳也非關於倫理學。有關在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後

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第 V 節「申請在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

後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 

 

無論重新認證的方法如何，IBCLC 也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完成基本生命支持教育，以及完成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code-of-professional-conduct-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code-of-professional-conduct-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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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小時的泌乳諮詢實踐。根據 IBLCE 關於遠距照護的諮詢意見，這些時數可以遠距完成。 

 

為了維持認證，不參加考試的 IBCLC 必須獲得經 IBLCE 認可的持續教育，以取得持續進修

認可分數 (CERP) 或透過個別 CERP 取得同等學歷。 

 

CERP 認可的教育可由個人或組織透過研討會、會議、講習班、獨立學習模組、遠程學習或

其他教育途徑提供。符合 CERP 資格的教育必須涵蓋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 （到 2022 年）

（2023 年及以後）中涉及的主題。 

 

CERP 是 IBLCE 為可滿足 IBCLC 執業的專業教育需求的 60 分鐘教育而分配的繼續教育學分

單位。CERP 學分授予三種類型的繼續教育：  

 專門針對人類泌乳和母乳哺餵的教育將得到 L-CERP（L=泌乳）認可。 

 關於職業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教育將得到 E-CERP（E=倫理學）認可。 

 與 IBCLC 實踐相關的教育（但既非關於泌乳也非關於倫理學）將得到  

R-CERP（R=相關）認可。 

對於透過考試或在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後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的 IBCLC，IBLCE 在每個

五年的再認證週期中要求如下： 

 在教育、行政、研究、臨床實踐或宣傳等領域進行 250 小時的泌乳顧問執業

（全職或兼職）。這些小時數可以作為志工或有償時數的獲得，或者兩者兼而

有之。臨床技能是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的一個重要領域，這些技能最好通過

積極實踐來保持。泌乳特定臨床實踐計算器可以幫助計算這些時數，以及在審

核的情況下被提交。 

 基本生命支持教育。滿足這一要求的教育示例包括心肺復甦術 (CPR) 和新生

兒復甦項目(NRP)。作為醫療保健專業人士提供面對面護理時，重要的是為客

戶維持基本生命支援教育和患者安全。被選中參加審核的持證者將被要求提交

其卡或證書作為基本生命支持教育的證明。重新認證基本生命支持教育要求可

以在 5 年重新認證週期內的任何時候完成，並且基本生命支持證書在重新認證

時無需有效。一個基本生命支持教學課程將足以滿足該要求。注意，如果透過

提交 CERP 重新認證，那麼這些教育時數將被計算為 75 小時要求的一部分。 

 

IBCLC 認證計劃提供自願性的認證，且證書並不一定賦予執業的權利或特權。擁有 IBCLC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_April_IBLCE_Advisory_Opinion_Telehealth_FINAL_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3_IBCLC_DCO_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September_2019_FINAL_Lactation-Specific-Clinical-Practice-Calculator.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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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的個人，於他們執業或希望執業所在的司法管轄區內，必須遵守其法律權力。 

 

如果 IBCLC 以考試方式再認證，可以提前一年應考。如果持證者選擇提前一年再認證，則

到期日為考試通過五年後（例如，如果持證者應該在 2021 再認證，但在 2020 通過考試，

則下一個到期日將是 2025 年，而不是 2026 年）。如果持證者未通過考試，則他/她不再持

有證書。持證者不得選擇在其到期日的前一年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 

 

請注意，雖然 IBLCE 的許多世衛組織準則倡議已得到實施（IBLCE 資訊發佈會上將提供更

多資訊），但由於 COVID-19 疫情所需的時間和資源至關重要，因此，實施對持證者的強

制性世衛組織準則訓練以及修訂 IBLCE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職業行為準則將不會在 2022 年對

一般持證者社區生效。迄今為止，IBLCE 已實施對 IBLCE 委員會和工作人員強制進行世衛

組織準則訓練的政策。請參閱將來的 IBLCE 資訊發佈會和本指南的更新，瞭解修訂後的實

施時間表。 

 

A. 未通過 IBCLC 考試的政策 
 

IBCLC 考試每年進行兩次。如果當前的 IBCLC 未通過考試，則在發佈考試結果後，將撤銷

其認證。考生可以在同一年（如果適用）進行第二次考試，如果考試通過，將重新獲得認

證，但此認證將不涵蓋考試未通過和通過重新考試之間的時間。如果 IBCLC 沒有通過 4 月

的考試，IBCLC 認證會在該年 6 月 30 日過期。如果持證者未通過 9 月的考試，IBCLC 認證

會在該年的 12 月 31 日過期。 

 

III. 重要的出版品 
 
再認證的 IBCLC 持證者應熟悉以下出版品，所有這些出版品均可在 IBLCE 網站上找到。 

 

➢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詳細內容大綱 （到 2022 年）（2023 年及以後） 

➢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IBCLC) 執業的臨床能力 

➢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IBCLC) 持證者的執業範圍 

➢ 紀律程序  

➢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上訴政策（在考生資訊指南和再認證指南中）和表格 

➢ IBLCE®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職業行為準則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code-of-professional-conduct-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3_IBCLC_DCO_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Clinical_Competencies_2018_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Scope_of_Practice_2018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NEW-Disciplinary-Procedures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chinese-traditional/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code-of-professional-conduct-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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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以考試方式申請再認證  
A. 完成線上申請表 

 
線上再認證報名表提供與 IBLCE 提供之考試相同語言的版本。 
 

B. 費用與付款 
 

關於費用與付款方式的完整資料，可於此指南的最末取得。 

 

C. IBCLC 考試概述 
 
考試包括 175 道多項選擇題。每個問題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答錯不會倒扣。回答所有問題

對您有利。考試分為兩部分，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問題都附圖像。標準 IBLCE 考試時間為四 

(4) 小時，其中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間五 (5) 分鐘的休息時間。證明考試不是以其主

要語言提供的參考者可以獲得額外的 30 分鐘時間。IBCLC 考試包括與「IBCLC 詳細內容

大綱」（到 2022 年）（2023 年及以後）中描述的知識領域相關的內容。 

 

D. 考試地點 
 
IBLCE 在全球範圍內舉行電腦考試 (CBT)。鑒於當前全球疫情，IBLCE 已批准將 Live 

Remote Proctoring（LRP，即時遠端監考）用於 2020-2022 年的 IBCLC 考試管理。在 2023 

年及以後，任何將 LRP 用於 IBCLC 考試的情況都將受到進一步審查。LRP 只提供英語版

本，因為英語是考試提供者目前可提供的唯一語言。有關 2022 年考試方式的資訊和更新，

請參閱 IBLCE 網站。在沒有 CBT 中心的國家，可提供彈出式 CBT 考場。在報名參加考試

之前可以查看考試中心位置，但請瞭解 IBLCE 的可用考試中心名單會定期變更。在您申請

並安排考試預約時，考試中心的可用性最準確。當您能夠安排預約時，IBLCE 將通過電子

郵件通知您。收到此通知後立即預約可以幫助您找到適合您的考試中心。 
 

E. 考試安全和事件審查協議  
 
IBCLC 考試是在安全的考試環境中進行的，以保持考試和 IBCLC 認證計畫的完整性。

IBLCE 考試遵循安全和保密協議。 
 

IBLCE 審查考試期間和考試後發生的事件，根據需要進行跟進，以確定事件的性質並尋求

適用的解決方案。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3_IBCLC_DCO_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iblce-2020-covid-19-resource-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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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合理的配合事項 
 
IBLCE 可協助考生，於考試期間，提供因醫療疾病或身心殘障所需合理的配合事項。IBCLC 

考試報名表上會詢問考生是否需要合理的考試配合事項或考試時是否需要個人醫療用品。

IBLCE 可協助考生，根據適用法律提供因醫療疾病或身心殘障所需合理的配合事項。 
 

IBLCE 工作人員會聯絡考生並要求其提供必要的證明文件。請考生在 30 個工作日內提交該

證明文件。及時提供此證明文件將為第三方考試提供者提供足夠的時間來處理申請，並在

安排預約時提供最大的靈活性。 
 

G. 懷孕考生的特別注意事項 
 
如果考生有會影響他們考試能力的健康問題，必須盡快通知 IBLCE。 

 

H. 考試期間的母乳/乳房哺餵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 (IBLCE) 致力於提供泌乳照護。因此，IBLCE 為正在母乳/乳房哺

餵的考生提供在 IBCLC 考試期間進行母乳/乳房哺餵或使用吸乳器的機會，同時維持考試的

安全性。這些便利服務必須符合確保 IBLCE 考試安全性的所有要求，同時提供合理的解決

方案，以允許考生在預約考試期間進行母乳/乳房哺餵或使用吸乳器。因此，在考試的第一

部分結束後，允許考生休息以進行母乳/乳房哺餵或使用吸乳器，但不允許為其提供額外的

考試時間。此外，所有考生，包括進行母乳/乳房哺餵或使用吸乳器的考生，在完成考試第

一部分後不得返回。 
 

申請在考試期間休息以進行母乳/乳房哺餵的 IBCLC 應閱讀 IBLCE 網站上的考試期間的母乳

/乳房哺喂休息程序以瞭解更多資訊。 

 

I. 非主要語言 
 
IBLCE 將考試翻譯成多種語言。對於其主要語言（如 IBCLC 考試報名表上所示）不在 

IBCLC 考試翻譯語言之列的考生或持照者，IBLCE 將提供額外的 30 分鐘考試時間。 

 

J. 考試資格的通知 
 
滿足所有要求的申請人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參加考試的資格通知。此通知將包括考試地點

與考試當天程序等資訊。未滿足考試資格條件的考生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通知，並有資格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breastfeeding-breaks-procedures-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breastfeeding-breaks-procedures-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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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已支付的考試費用的部分退款。 

 

K. 退出/取消參加考試  
 
如果考生必須退出其已報名並被接受的 IBCLC 考試，和/或取消其參加 IBCLC 考試的預約，

則考生必須在截止日期前以書面形式通知 IBLCE，方能有資格獲得部分退款。在截止日期

之後，對於退出/取消 IBCLC 考試的考生，將不會給予部分退款。當前的 IBCLC 應仔細考

慮退出/取消其考試預約/計畫的後果。若持證者由於特殊情況而未能再認證或獲得遞延，其

認證將在 12 月 31 日失效。只有記錄在案的特殊情況才會被接受作為 IBLCE 考慮申請的理

由。如果准許遞延費用和延長認證，IBCLC 必須在第二年成功通過 IBCLC 考試以維持認證，

或者，IBCLC 也可以選擇完成自我評估和專業繼續教育，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請注意，

任何作為遞延和延長申請的一部分而提供的 CERP 都將計入延長年度內全面再認證之 CERP 

要求的 75 小時內。若獲准，延長不得超過下一個五年認證週期，IBCLC 仍將應該在滿足當

前再認證要求的初始五年週期內進行再認證。有關詳細資訊，請查閱 IBLCE 網站上的 

IBCLC 退出/取消參加考試政策。 

 
另外，由於 COVID-19，IBLCE 在 2022 年將根據公佈的截止日期提供有特殊情況紀錄的

全額退款請求。更多資訊請造訪 IBLCE 網站。 

 

L. 考試重新預約政策  
 
必須重新預約的考生可以在 IBLCE 網站上公佈的截止日期之前進行。在這些日期之後，考

生將不被允許重新預約。只有在特殊情況下，考生才會被考慮重新預約。如果在這些日期

之後需要重新預約，則必須通知 IBLCE。此類重新預約決定僅由 IBLCE 決定。 

 
在成功地重新預約後，您將收到重新預約確認電子郵件。未能出現在考試中心將導致損失

考試費用。考生只能重新安排其已被接受參加的考試。 

 

M. 考試入場程序和考生行為 
 

為了取得考試入場許可，考生必須持有雙證件(2 種不同的身份證件)，主要的身分證明必須

是包含考生姓名、目前照片和簽名的有效、未過期的政府發放的身份證明，次要的身分證明

必須含有姓名和簽名或姓名和目前的照片。 

 
第一個證件必須是以下政府頒發的身份證明之一：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iblce-documents/
https://iblce.org/covid-19-resource-centre-chinese-traditional/


著作權 © 2019-2022，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保留所有權利。 
www.iblce.org 

 
 

11 再認證指南 
2022 年 8 月 更新 

 

o 有照片的駕照 

o 有照片的國際/國家/地區/當地身分證 

o 有照片的護照 

o 有照片的軍事身分證 

o 有照片的綠卡、永久居留證或簽證 

 
第二種身份證件必須顯示考生的姓名與簽名或姓名和當前照片。例如，可接受的第二種 ID形

式包括但不限於： 

o 信用卡 (not permitted for Live Remote Proctoring) 

o 社會安全卡 (not permitted for Live Remote Proctoring) 

o 員工/學生證件 

o 職業證明書 

o 醫療保險卡 

 
請注意：如果考生沒有這兩種證件，應該在考試日之前聯絡 IBLCE，看是否有其他的方法。

身份證明上的姓名必須匹配，並且必須與 IBLCE 檔案中的姓名相同。需要更新或更改其姓

名的考生必須在考試授權電子郵件中列出的截止日期之前將這些更改與 IBLCE 聯繫；但是，

在辦理考試檢錄手續時，其姓名必須與身份證明相匹配。 

 
考生應留有足夠的時間抵達考試地點。考生最好在預定時間 30 分鐘之前抵達考試中心。這

樣可以給考生留出足夠的時間完成必要的檢錄手續。遲到超過 30 分鐘的考生將被拒絕進入

考場，並將失去考試費用。同樣，在考試當天未能在考場成功檢錄的考生也將失去獲得考

試費用退款的所有權利。未能在截止日期前預約的考生將失去已支付的考試費用。 

 

每個考試地點將由一位或以上考試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管理員監督與監測。考生應遵守

考試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管理員所宣佈的規則。這些規則是為了要確保考試的進行能盡

量不受干擾，且所有考生都能被平等對待。考試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管理員將會指定一

個可以在考試期間存放皮包等個人物品的地方。在考試期間，考試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

管理員將會監控考場，以促進考試管理安全。 

 

考生在考試期間或休息期間不得離開考試中心。離開考試中心將導致考生被立即撤銷考試 

資格。 

 

考試期間或考試中的任何休息期間，不允許考生使用行動電話或電子裝置。考試期間或考試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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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期間若發現考生持有並/或使用此類裝置，將撤銷其考試資格，且不會進行試卷評分。

攜帶行動電話或其他電子裝置至考場的考生，必須將電源關閉（只轉成靜音/震動模式是不

夠的），並存放在考試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管理員指定的地方。 [請注意：考試中心監考

員/IBLCE 考試管理員或 IBLCE 都不為考生的個人財物負責。]  

 

考試期間不可與其他考生說話。有關考試進行的問題將在考試開始前的說明時間內由考試

中心監考員/IBLCE 考試管理員回答。不允許提出有關於考試內容的問題。考試中心監考員

/IBLCE 考試管理員不得提供對於考題的解釋或澄清。作弊是不允許的，如果發現作弊行為，

將導致該考生的分數被取消或根據 IBLCE 政策和程序撤銷其認證，並/或針對該考生提起

法律訴訟，包括刑事起訴。 

 

 
 

請注意：考生在到達考試中心後須遵守考試中心規則。考生如不遵守規則，將被免除考試資

格，並被沒收已繳付的考試費用，包括考試成績作廢及/或追究民事或刑事責任。 

 

此考試將以選擇題的型式施行。考生將於電腦上閱讀並回答問題。 

 

N. 考試結果通知 
 

正式的考試結果將在考試過後的二到三個月後提供給考生。成功通過考試的考生將會收到

IBCLC 證書與考試成績單。出於考試安全原因，IBLCE 在考試後不會回應個人問題。 

 

O. 要求人工計分的政策 
 

若為紙筆測驗，IBLCE 考試的計分是根據考生的答案卷進行光學掃描。若是電腦測驗，考

生的回答是以 IBLCE 所提供的答案以電子方式評估。考生若認為他們的測驗未被正確計分，

可要求將他們的答案卷進行人工計分，或將他們的電腦測驗答案重新計分。 

所有人工計分申請必須在考試結果公佈後的 30 天內提交。考生可從 IBLCE 網站存取人工

 
 
此外，如本指南中的保密政策所述，在考試結束後，考生不可與任何人討論任何考題，即使是

同樣參加考試的人。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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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申請表。會產生人工計分申請相關費用。如果確定考生的考試成績有誤，則將退還該

費用。 

 

P. 考試結果上訴政策 
 

IBLCE 將審查對考生不利認證決定的申訴。可以對以下不利決定的原因提出申訴： (1) 涉

嫌不當的考試管理程序；或 (2) 考試環境嚴重干擾考試過程和/或其他意外情況。關於以下

內容的申訴將不被接受：(1) 合格分數之決定，(2) 考試或個別考試專案，或者 (3) 考試內容

的有效性。任何對考試結果的上訴應盡可能具體，詳細說明上訴的依據。 

 

提交「考試結果上訴表」以啟動此申請。所有考試結果上訴必須在考試結果發佈之日起 30 

天內提交。 

 

在評估上訴時，IBLCE 會考慮已生效的上訴表和佐證文件以及其他相關資訊。透過簽署上

訴表，申請人即認可 IBLCE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 
 
有利上訴結果只會導致將考試費用遞延到未來的考試（將在提供足夠的通知時間後進行 

安排）。 
 

Q. 再次考試之政策 
 

對於未通過考試的考生想申請再次參加考試的次數並無限制。想要再次參加考試的申請人，

應仔細審視自己的考試成績單，並考慮完成有關考試表現不佳的領域的教育課程。若要再

次獲得參加考試的資格，考生必須滿足當前的資格條件、提交適用考試的報名表並支付相

應的考試費用。再次考試政策的依據是鼓勵考生在重新考試之前確切解決不足的領域。 
 
如果考生未通過 IBCLC 考試，則有資格在接下來的三次考試中或在他們第一次未通過考試

後最多三年內獲得 50% 的補考費用折扣。初始和再認證考生都有資格享受折扣費率。 
 

V. 申請在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後透過 CERP 進行再認證 
 

關於費用及截止日期等完整資料，都可於 IBLCE 網站上找到。請注意必須在申請再認證時

滿足所有再認證要求。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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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完成繼續教育自我評估 
 
繼續教育自我評估的語言版本與 IBLCE 考試的語言版本相同。 
 
持續進修目前由 CE 自我評估進行指導，幫助 IBCLC 展示作為 IBCLC 進行執業所需的綜合

知識和技能。根據現行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到 2022 年）（2023 年及以後），IBCLC 需
要參加 CE 自我評估以確定其能力。根據 CE 自我評估生成的個性化專業發展計畫，IBCLC 
需要完成 75 個 CERP。 
 
CE 自我評估旨在鼓勵自我反省，採用「混合方法」進行持續進修。這平衡保持能力的投入 
- 並不斷發展以符合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中所列主題的專業標準 - 同時也允許 IBCLC 靈活

選擇更具體的職業道路、執業環境或興趣領域的持續進修。  全面實施 CE 自我評估後，大

約一半所需的 CERP 將由自我評估中確定需要改進的領域來規定，其餘的 CERP 將由 
IBCLC 決定。 
 
CE 自我評估是一項使用電腦進行的免費遠端評估，包括 72 道多項選擇題，目的是制定一

套個性化專業發展計畫。該評估必須在 120 分鐘（2 小時）的時間段內完成。CE 自我評估

在五年的重新認證週期中只能進行一次。 
 
2022 年是過渡期的開始。預計在 2022 年進行重新認證的 IBCLC 只需完成基於其 CE 自我評

估的結果所需的 75 個 CERP 中的 7 個 (10%)。到 2023 年基於其 CE 自我評估的結果所需的 
CERP 數量將增加至 20 個 (30%)，到 2024 年增加至 34 個 (50%)。 
 
完成 CE 自我評估後，您會收到個性化專業發展計畫形式的即時回饋。本計畫將向您展示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的主題領域，在這些領域中，您需要關注您的持續進修。您必須在計

畫中確定的每個領域中至少完成一個 CERP。 
 
 

B. 完成線上報名表 
 
線上報名表提供與 IBLCE 提供之考試相同語言的版本。請訪問 IBLCE 網站並寻找您的語

言。 
 

C. 根據透過 CERP 再認證政策須獲得 CERP 的日期 
 
滿足 CERP 再認證要求的教育必須在初次獲得 IBCLC 認證後獲得。只有在收到初次 IBCLC 

認證通知後獲得的教育才能用於 CERP 再認證。 
 

D. CERP 的類別與所需點數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3_IBCLC_DCO_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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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CERP 資格的教育必須涵蓋「IBCLC 詳細內容大綱」（到 2022 年）（2023 年及以後）

中涉及的主題。IBLCE 給予繼續教育三種不同的 CERP： 
• L （泌乳）-CERP 是給予特定有關人類泌乳與哺乳，以及為哺乳家庭提供照護的教育。 
• E（道德）-CERP 是給予關於專業道德、行為及醫療專業人員標準的教育。 
• R（相關的）-CERP 是選擇性的類別，以任何方式涵蓋所有與泌乳諮商執業相關的 

教育。 
 

為了以 CERP 的方式再認證，IBCLC 持證者必須在上次通過考試的五年期間或上次透過 
CERP 續期期間，取得至少 75 個 CERP。這 75 個 CERP 必須 滿足以下的最低要求： 

• 最少 50 個 L-CERP，及 
• 最少 5 個 E-CERP，及 
• 基本生命支持教育（視為 3 個 R-CERP） 
• 最少 17 個額外的 CERP，可以是 L、E 和/或 R-CERP 

 
此外，IBCLC 必須在透過繼續教育自我評估確定的每個領域完成至少一個 CERP。應於 2022 
年進行再認證的 IBCLC 將只需要根據其繼續教育自我評估的結果完成 7 個 CERP（10%，共

需要 75 個 CERP）。根據繼續教育自我評估結果所需的 CERP 數量將於 2023 年增加至 20 個 
CERP (30%)，並於 2024 年增加至 34 個 CERP (50%)。 
 
CERP 可以透過參與合適的教育活動來取得，這些教育活動可以是受到 IBLCE 認可能夠取得 
CERP 的活動、透過 CERP 提供商課程能夠取得 CERP 的活動、或是非 IBLCE 認可的活動。

如果此教育課程已經由 IBLCE 批准給予 CERP，則出席結業證書上將會顯示 CERP 批准文號與

其批准的 CERP 點數及類型。 
 
以下是每類 CERP 的示例，以及有關哪類教育不計入 CERP 的資訊：  
 
適當的 L-CERP 主題例子包括： 

• 關於泌乳的乳房解剖學 
• IBCLC 的臨床技能 
• IBCLC 的臨床文件 
• 文化對母乳餵養的影響 
• 成功的母乳餵養的十個步驟 
• 母乳餵養管理 
• 母乳餵養研究 
• 泌乳期間的營養 

 
適當的 E-CERP 主題的例子包括： 

• 泌乳顧問的實踐倫理學 
• 知情同意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IBCLC-Detailed-Content-Outline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2023_IBCLC_DCO_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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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工作者和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準則 
• 利益衝突 
• 知道您的極限；何時該轉介 
• 人權和嬰兒餵養的選擇 
• 與一位不以科學原則和最新資訊作為執業基礎的同事打交道 
• 著作權和知識產權 

 
適當的 R-CERP 主題的例子包括： 

• 一般解剖學 
• 嬰兒的成長與發展 
• 研究方法與統計 
• 健康實踐上的文化差異 
• 心肺復甦術 (CPR) 
• 產後憂鬱症 
• 諮商或溝通技巧 
• 成人教育原則 
• 家庭動態 
• 嬰兒按摩實踐 
• 營養（如果不是泌乳特定） 
• 補充療法（僅限概述會議） 

 
基於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未包含的教育課程主題不符合 CERP 的資格。CERP 不承認的主

題示例包括： 
• 電腦技能 
• 商業管理 
• 胸罩試戴（除非與泌乳特別相關） 
• 勵志會議 
• 關於補充療法的教學課程 
• 專業的醫療保健技能（例如胎兒監護） 

  
此外，承以下類型的教育不授予 CERP： 

• 作為泌乳顧問的臨床工作 
• 母親的產前或產後課程 
• 私人學習，包括閱讀期刊和觀看錄像 
•    由產品屬於「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準則」（如嬰兒配方奶粉、奶瓶和奶嘴）範圍的公

司贊助 
 

E. 個別申請核准 CERP 
 
CERP 的個別申請表可幫助考生為以下活動取得 L-、E- 或 R-CERP。此指引可於 IBLCE 網站中

找到。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_September_17_Individual-CERPs-Guide_ENGLISH_FINAL_CHINESE-TRADITIONAL.pdf


著作權 © 2019-2022，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保留所有權利。 
www.iblce.org 

 
 

17 再認證指南 
2022 年 8 月 更新 

 

• 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發表在相關期刊或已編輯書籍中的文章/摘要/章節 
• 完成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 
• 海報發表 
• 發展給專業人員看的影片 
• 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原創的醫院治療計劃或政策 
• 臨床觀察 
• 參加主題為人類泌乳與哺乳的教育課程 
• 於教育課程上演講 
• 志工服務 
• 途徑 3 導師制 
• 途徑 2 臨床指導醫師時數 

 
 
如果內容與 IBCLC 的執業相關，將會依教育活動的題材批准給予 L-、E- 或 R-CERP。 
 
在五年的時間內，IBCLC 可以憑藉完成以下一個或多個生命支持課程而獲得總共 6 個  
R-CERP：  

• CPR（心肺復甦術） 
• NRP（新生兒復甦術） 
• PALS（小兒高級救命術） 
• 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 
• S.T.A.B.L.E（血糖與安全照護、體溫、呼吸道、血壓、實驗室檢查與情感支持） 

 
對於前述每項課程，IBCLCs 將可獲得 3 個 R CERP，最多共 6 個 R-CERP。如果 IBCLC 是
這些課程的其中一個講師，將因教導該課程而獲得 6 個 R-CERP。 
 
 

F. CERP 紀錄 
 

在再認證過程中被選中接受審核的 IBCLC 必須在收到審核通知後的 30 個工作日內提交其繼

續教育自我評估結果和完成所有 CERP 之證書的副本。出於再認證過程的目的，IBLCE 不保

留已透過 IBLCE CERP 提供者課程獲得 CERP 的教育課程的參與紀錄。 

如果 IBCLC 弄丟或遺失結業證書，必須聯絡課程的主辦單位。 

 

G. 透過 CERP 再認證的延期申請政策 
 

申請再認證的 IBCLC 應仔細考慮未達到再認證要求的後果，因為再認證失敗將導致失去認

證。只有記錄在案的特殊情況才會被接受作為 IBLCE 考慮對將認證延長至第二年的請求的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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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請查閱 IBLCE 網站上的 IBLCE 透過  CERP 再認證的延期申請政策以瞭解更多 

詳情。 

 

VI. 保密政策 
 

A. 保密承諾  
 

IBLCE 致力於保護與申請人、持證者及出考題過程和考試內容相關的機密與/或專有資訊。

除非由個人以書面形式授權或經法律所要求，IBLCE 不會透露任何申請人、考生或持照者

的機密資訊。 
 

B. 考試結果 
 
個人考試的結果視為機密。除非事先提供過一份簽名的特許書，否則考試分數只提供給各別

考生。結果不會以電話或傳真方式公佈。申請人、考生、持照者在申請首次認證或再認證時

提交的個人資訊將被視為機密。 
 

C. 申請狀態 
 
個人申請的狀態視為機密。IBLCE 不會透露個人是否有申請認證，或是否有參加考試。目前

認證的狀態，會依據本政策的證書驗證章節公佈並驗證。 
 

D. 證書驗證 
 
經認證個人的姓名不被視為機密，可由 IBLCE 發布。發布的資訊可能包括姓名、城市、州、

國家和認證狀態。會向公眾提供認證人的網路線上註冊。假若 IBLCE 已收到持證者簽發的釋

出文件，雇主也可以收到書面的驗證文件。 
 

E. 去識別資料 
 
IBLCE 可能會在 IBLCE 研究委員會批准後使用匯總的去識別資料。IBLCE 保留使用去識別數

據的組合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考試結果。IBLCE 還可以將批准的調查和問卷類型請求傳播

給其成員，以按自己的意願完成。 
 

F. 考生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2021_May_17_IBLCE_Recertification_by_CERPs_Extension_Request_Policy_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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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LCE 考生在考試之前、期間或之後的任何時間，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或實體傳遞有關 

IBLCE 考試問題或內容的資訊，未能遵守此禁令或未報告任何有關涉嫌違反此類禁令、或其

本人或其他人的任何可能的考試違規行為的資訊，可能導致考生分數被取消或根據 IBLCE 政

策和程序撤銷其認證，並/或針對該考生提起法律訴訟，包括刑事起訴。 

 

G. IBLCE 與職業行為準則投訴相關的紀律程序 
 
IBLCE 與職業行為準則投訴相關的紀律程序被視為機密。紀律事項的調查與裁定及行為準則投訴應

保密，不應向任何與紀律程序無關的人士透露，除非法律規定，或在進行紀律程序時需要披露的情

況除外。 

 

VII. 首次認證考生和再認證審核政策 
 

IBLCE 對於所有最初的申請表與再認證申請表都會進行審核。該審核，將會以標準化與隨機

的方式進行。如果被選中進行此項審核，申請人或持照者必須及時提供所要求的完整且準確

的所需資訊。如果無法做到，可能會導致參加 IBCLC 考試的資格遭延遲或拒絕，並/或根據 

IBLCE®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職業行為準則受到紀律處分，並/或被暫停或撤銷重新申請認證的

機會。 

 

除了上述隨機抽檢與標準化的審核過程之外，IBLCE 特別進一步地保留其權利，可要求任何

考生或再認證申請人及時、完整並準確地提供教育、工作、課程的證明，或任何初始資格或

再認證資格的證明。如果無法做到，還可能會導致參加 IBCLC 考試的資格或遭延遲或拒絕，

並/或根據 IBLCE®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職業行為準則受到紀律處分，並/或被暫停或撤銷重新申

請認證的機會。 

 

VIII. 資格或再認證決定上訴政策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 (IBLCE) 將審查 IBCLC 持照者和申請人對不利認證資格或再認證

決定的上訴。考生可以因以下原因而對不利決定提出上訴：1.)IBLCE 未正確運用認證或再

認證標準；或 2.) 存在影響基本決定的事實錯誤。錯過截止期限僅可以因經證實和經過驗證

的特殊情況原因而提出上訴。 

 

希望提出上訴的持照者或申請人應提交上訴表。與此過程相關的要求如下所述。 

 

特殊情況系指考生/持證者或者直系親屬患特殊嚴重疾病或者重傷、直系親屬死亡、遭遇無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code-of-professional-conduct-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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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免的自然災害，或者與現役軍隊義務有關的變動。此外，由於 COVID-19，2022 年的特

殊情況包括 COVID-19 相關問題，如考生和/或伴侶/配偶失業、考生或直系親屬的 COVID-

19 健康問題，和/或擔心因 COVID-19 接觸公眾。 

 

IBLCE 將通知被確定無資格參加考試或不符合 CERP 再認證資格的持照者或申請人。所有上

訴必須在通知不合格後 30 天內提交給 IBLCE。 

 

上訴由 IBLCE 上訴委員會評估，該委員會會將已生效的上訴表與為支持上訴而提交的資訊

一起考慮。透過簽署上訴表，持照者或申請人即認可 IBLCE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 

決定。 

 

IX. 反歧視政策 
 
IBLCE 在其任何活動或營運中，不會基於人種、膚色、宗教、教派、性別、性別認同、性

取向、生理性別、種族劃分、年齡、國籍、血統、政治派別、/身心殘障與否、婚姻狀況、

地理位置、社會經濟地位或任何其他美利堅合眾國或維吉尼亞聯邦法律禁止的依據抱有歧視。

IBLCE 致力於為 IBLCE 社群的所有成員以及尋求進入 IBLCE 社群的所有人士提供包容和熱

情的環境。 

 

X. IBCLC 商標使用政策 
 
國際泌乳顧問認證委員會 (IBLCE) 擁有某些名稱、商標和徽標，包括認證標誌「國際認證泌

乳顧問」和 IBCLC 徽標 （簡稱「商標」）。只有那些符合 IBLCE 所要求的資格條件，通過 

IBLCE 考試並維持 IBCLC 認證的個人可使用該「商標」。商標的使用僅能依照 IBCLC 商標使

用政策所規定的條款及條件進行，該政策可在 IBLCE 網站上查閱。 

 

XI. IBCLC 證照登錄名冊 
 
IBLCE 保留刊登當前的 IBCLC 的姓名的權力。此登錄名冊可於 IBLCE 網站上找到。 

 

XII. 證照失效 
 
若 IBCLC 的證照失效，其可以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內參加一次考試，而不必滿足 IBLCE 考

試資格要求；此豁免僅限於在其證照失效後的一年內進行一次考試。對於任何後續的考試，

IBCLC 應該滿足在報名參加考試時有效的資格要求。例如，未通過四月考試的個人將能夠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2018_IBCLC_Trademark_Use_Policy.pdf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2018_IBCLC_Trademark_Use_Policy.pdf
https://iblce.org/public-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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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同年九月或次年四月的考試，而不必滿足考試的先決條件。未通過九月考試的 IBCLC 

將有一次機會在次年四月或九月參加一次考試，而無需證明其滿足先決條件。 

 

XIII. 非活躍狀態 
 
IBLCE 計畫在 2022 年為無法在需要再認證的年份達到再認證要求，但打算在一年內再次獲得

認證的 IBCLC（當前處於活躍狀態）引入非活躍狀態。在非活躍狀態下，個人非活躍地持

有 IBCLC 證書。此狀態將替換上文描述的失效狀態。 

 
請參閱 IBLCE 網站瞭解更多資訊。 
 

XIV. 退休狀態 
 
2021 年，IBLCE 為打算退休且不再作為 IBCLC 執業的啟動 IBCLC 引入退休狀態。在有限

期限內，那些過去擁有良好信譽的受認證者將能夠申請此狀態。此類申請日期現已在 

IBLCE 網站上公佈。 

 
獲得這一狀態的人員可以在簡歷上註明「已退休 IBCLC」，或在其名片的名字下方註明該

狀態。但是，它不可被作為有效憑證直接列在其姓名或簽名（如圖表）之後。該狀態旨在表

明一種認可，並適用於那些不再積極作為 IBCLC 執業且不打算重返執業的人員。

http://www.iblce.org/
https://iblce.org/chinese-traditional/
https://ibl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1/2022_January_10_IBCLC_Retired_Status_FINAL_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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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2022 年費用表 
 

A. IBLCE 2022 年第一級國家/地區再認證費用表 
 

第一級 安道爾、阿魯巴、澳大利亞、奧地利、巴哈馬、巴林、比利時、百慕達、汶
萊、加拿大、開曼群島、智利、克羅埃西亞、庫拉索、塞浦路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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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科威特、拉托維亞、列支敦士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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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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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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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群島（英
屬）、維京群（美屬）島 

*如果您的國家沒有列在上面，請聯絡 IBLCE：iblce@iblce.org  
 
 
 
貨幣 以考試方

式再認證

之費用 

以提交 
CERP 再認證之

費用 

人工計分費

用 
再認證申請者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

未符合資格或退

件的退費 

針對認證失效考

生的考試費用 

美 
金 

$470 $470 $100 $235 $660 

 
請至 iblce.org 獲取有關申請截止日期的最新資訊。 

 
如果在網路上完成您的申請程序，系統需要美金，並且該費率是基於當天的匯率。系統接

受信用卡和預付扣帳卡。 
  

http://www.iblce.org/
mailto:iblce@iblce.org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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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BLCE 2022 年第二級國家/地區再認證費用表 

 
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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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赫塞哥維納、波札那、巴西、保加利亞、維德角、中國、哥倫比亞、科克群
島、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多名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
赤道幾內亞、斐濟、法屬圭亞那、法屬波利尼西亞、加蓬、格魯吉亞、格瑞納
達、瓜地馬拉、圭亞那、印尼、伊拉克、牙買加、約旦、科索沃、寮國、黎巴
嫩、利比亞、馬爾地夫、模里西斯、墨西哥、摩爾多瓦、蒙古、黑山、蒙瑟拉
特島、摩洛哥、納米比亞、北馬其頓、北馬里安納群島、帛琉、巴拉圭、秘
魯、菲律賓、塞爾維亞、南非、斯里蘭卡、聖露西亞、聖馬丁、聖文森特和格
瑞林納丁斯群島、蘇利南、史瓦帝尼王國、泰國、突尼斯、土庫曼斯坦、烏克
蘭、烏拉圭、烏茲別克、委內瑞拉、越南 

*如果您的國家沒有列在上面，請聯絡 IBLCE：iblce@iblce.org  
 
 
貨幣 以考試方式

再認證之費

用 

以提交 
CERP 再認證之費

用 

人工計分費用 再認證申請者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

未符合資格或退

件的退費 

針對認證失效考

生的考試費用 

美 
金 

$350 $350 $90 $175 $400 

 
請至 iblce.org 獲取有關申請截止日期的最新資訊。 

 
如果在網路上完成您的申請程序，系統需要美金，並且該費率是基於當天的匯率。系統接

受信用卡和預付扣帳卡。 
  

http://www.ibl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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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BLCE 2022 年第三級國家/地區再認證費用表 
 
第三級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貝南、布吉那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麥隆、中

非共和國、查德、科摩羅、象牙海岸、剛果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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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拉斯、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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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紐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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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帝汶、多哥、東加、吐瓦魯、烏
干達、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瓦努阿圖、西撒哈拉、葉門、尚比亞、辛巴威 

*如果您的國家沒有列在上面，請聯絡 IBLCE：iblce@iblce.org 
 
 
貨幣 以考試方式

再認證之費

用 

以提交 
CERP 再認證之費

用 

人工計分費用 再認證申請者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

未符合資格或退

件的退費 

針對認證失效考

生的考試費用 

美 
金 

$250 $250 $70 $125 $255 

 
請至 iblce.org 獲取有關申請截止日期的最新資訊。 

 
如果在網路上完成您的申請程序，系統需要美金，並且該費率是基於當天的匯率。系統接

受信用卡和預付扣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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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目前到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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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IBCLC 詳細內容大綱 (2023 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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