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信息指南  

给计划申请考试的考生们  

 

 Candidate Information Guide 

Chinese-Mandarin 

  

  

  

  

  

  

 
 
 

给首次，再次和 IBCLC 证书已经失效计划申请参加 IBLCE 考试的考⽣们 

 
 
 
 
 
 
 
 



著作权 ©2016-2017年，国际泌乳顾问认证委员会。保留所有权利。 CIG Chinese - Mandarin 

IBLCE 考生信息指南 简体中文  最后更新日期：2016年 7月 31日  

                                        Page 2 of 15 

  

 
 
  

目录 

何谓 IBLCE®？ ................................................................................................................................................. 3 

关键日期 ............................................................................................................................................................ 3 

认证的目的 (Purpose of Certification) ........................................................................................................ 3 

报名 IBLCE 考试所需资格 ............................................................................................................................... 4 

健康科学教育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 4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 4 

哺乳专业教育 ................................................................................................................................................ 4 

报考资格的途径 ................................................................................................................................................ 5 

对考⽣重要的出版物 ........................................................................................................................................ 6 

报名参与考试 .................................................................................................................................................... 7 

选择您的途径 ................................................................................................................................................ 7 

完成报名表的填写 ........................................................................................................................................ 7 

费用与付款 .................................................................................................................................................... 7 

考试地点 ........................................................................................................................................................ 7 

合理的配合事项 ............................................................................................................................................ 7 

给怀孕妇女的特别注意事项 ....................................................................................................................... 7 

在考试期间哺乳 ............................................................................................................................................ 7 

双语字典 ........................................................................................................................................................ 8 

保密政策 ............................................................................................................................................................ 8 

审核政策 ............................................................................................................................................................ 9 

考试资格的通知 ................................................................................................................................................ 9 

对资格提出上诉的政策 ................................................................................................................................... 9 

考试入场的程序 ................................................................................................................................................ 9 

考试结果的通知 ............................................................................................................................................... 11 

要求人工计分 ................................................................................................................................................... 11 



著作权 ©2016-2017年，国际泌乳顾问认证委员会。保留所有权利。 CIG Chinese - Mandarin 

IBLCE 考生信息指南 简体中文  最后更新日期：2016年 7月 31日  

                                        Page 3 of 15 

  

对考试结果提出上诉 ....................................................................................................................................... 11 

再考试的政策 ................................................................................................................................................... 11 

IBCLC 证书登录名册 ....................................................................................................................................... 11 

反歧视政策 ....................................................................................................................................................... 11 

IBCLC 商标使用政策 ...................................................................................................................................... 12 

途径核对清单 .................................................................................................................................................. 12 

 

何谓 IBLCE®？  

又称为国际泌乳顾问认证委员会，是个独立的国际认证机构，授与国际认证哺乳顾问 (IBCLC) 的

证书  

联络信息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IBLCE） 

10301 Democracy Lane, Suite 400                                 

Fairfax, VA 22030-2545                                                                        

USA                                                                                    

电话: 703-560-7330   

传真: 703-560-7332  

www.iblce.org  

  

IBLCE 在澳洲、奥地利与美国都设有地区办公室，您可于 IBLCE 官网上的「联络 IBLCE」网

填写表格，以便联络到服务您国家的地区办公室。  

关键日期  

请浏览 IBLCE 网站“关键日期” 面上的“认证”部分，查看申请截止日期和其它重要关键日

期。 

证的目的 (Purpose of Certification)  

IBLCE 认证计划的目的，是评估⼀位入 级的国际认证哺乳顾问，能有效表现时所需要具备的知

识与认知技巧。  

  

IBLCE 认证计划提供自愿性的认证，而且证书并不⼀定赋予执业的权利或特权。拥有 IBCLC 证

书的个人，在他们执业或希望执业所在的管辖区内，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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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IBLCE 考试所需资格  

IBLCE 要求所有第⼀次参与考试的考⽣，必须完成以下各方面的教育与临床经验。   

1. 健康科学教育  

2.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3. 哺乳专业教育  

  

健康科学教育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所有的考⽣都必须完成健康科学主题的相关科目，这些科目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她们专业教育

中所学习的。考⽣必须完成于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Guide 中所描述 14 项主题的教育课

程。如果您已接受了 Recognised Health Professions List ⾥其中⼀项的专业教育，您必须提交您

的证书、执业执照、成绩单、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副本，以证明您已完成了健康科学教育。

您可于 IBLCE 官网的「信息」章节中，从「IBLCE 文件」网 找到健康科学教育指南与经认

可的医疗专业教育列表。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定义为提供 亲/婴孩照顾来支持哺喂 乳的家庭，包括给怀孕与哺乳中

妇女哺乳协助，以及给家人与/或其他专业人员的哺乳教育。 

所有通报的哺乳专业临床经验都必须经监督，来确定考⽣选择哪⼀个报考资格途径，哺乳专业的

临床经验可能需经直接监督。   

考⽣应具有广泛提供泌乳与哺乳指导的经验，从受孕前直到离乳，包括各种广泛不同的临床技巧。  

IBLCE 考试是测试在 IBLCE 详细内容大纲中所列举的学科知识的应用。国际认证哺乳顾问的临

床能力实践代表着 IBCLCs 在临床中会运用到这些知识的方式。IBLCE 详细内容大纲与国际认证

哺乳顾问执业临床能力实践可于 IBLCE 中文版或繁体中文的网 ⾥下载。  

哺乳专业教育  

有关人类泌乳与哺乳全面性的教育，是成为⼀位 IBCLC 很重要的⼀部分。教育应涵盖所有时

期的 IBLCE 详细内容大纲中所列举的学科知识点。  

IBLCE 不提供、批准或认可任何用来为考⽣准备认证考试的哺乳教育，同时，IBLCE 也不会

建议或为任何哺乳教育的设定特定计划和课程。IBLCE 详细内容大纲可于 IBLCE 中文版或繁

体中文版的网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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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资格的途径 

您必须满足以下其中任何⼀个途径的所有条件，以符合参加考试的资格。  

途径⼀  

公认的医疗专业人员与公认的 亲支持顾问 

符合途径⼀的考⽣，必须是被认可的健康专业人员或通过⼀家被认可的 乳支持顾问组织提

供 乳喂养支持的人 

提供哺乳的支持。除了完成健康科学教育，经由途径⼀符合资格的考⽣必须完成以下必要条件： 

  
• 在报名考试之前的五年内，完成最少 90 小时的泌乳专业教育。  

• 在报名考试之前的五年内，完成最低 1000 小时泌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o 途径⼀不需要直接经监督的临床经验  

  

途径二  

经认证的学术课程  

除了 14 项 健康科学教育课程以外（它可以通过途径 2 的学术课程或单独获得），符合途径

二的考⽣，必须从⼀个人类泌乳与哺乳的专业学系毕业，这些学系必须包含以下的教育课程

与临床经验：    

• 最少 90 小时的哺乳专业教育。  

• 最少 300 小时直接监督的哺乳专业临床经验。  

o 提供直接监督的 IBCLC 必须是目前经认证并有良好信誉的 IBCLC  

符合途径二的考⽣必须是在报名考试之前的五年之内，从专业学系毕业的。目前这些课程仅

在美国提供。  

请注意：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为了满足途径二必要条件的哺乳教育课程，必须由医疗相

关教育课程评鉴委员会(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Allied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s,  

CAAHEP)或另⼀个针对哺乳教育课程有相等认证标准的评鉴机构所认证。  

高等教育机构可依下列逐步的方式符合此要求：   

•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任何意图帮助学⽣依途径二符合资格的学术机构，必须证

明其申请认证的文件，已在 CAAHEP 或另⼀评鉴机构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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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证明已达到 CAAHEP 或另⼀个针对哺乳教育课程有

相等认证标准的评鉴机构所认证。  

  

途径三  

经导师指导  

经导师指导，必须根据 Pathway 3 Plan Guide 所列的具体事项，担任指导者的 IBCLC 必须在

培训计划开始之前由 IBLCE 批准。   

除了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Guide  课程之外， 符合途径三的考⽣必须：  

• 于报名考试前的五年之内，完成有如国际认证哺乳顾问执业的临床能力中所述，

直接受有监督的 500 小时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o 提供直接监督的 IBCLC 必须是目前经认证并有良好信誉的 IBCLC，且需经再

认证过至少⼀次  

• 于报名考试前的五年之内，完成最少 90 小时的哺乳专业教育。   

  

途径三计划指南与国际认证哺乳乳顾问执业临床能力实践可于 IBLCE 的中文版或繁体中文的

网 ⾥下载。  

  

对考⽣重要的出版物   

参与 IBLCE 考试的考⽣应该熟悉以下文件，皆可于从 IBLCE 的中文版或台湾版的官网网 ⾥

找到。  

 

 详细内容大纲 

 国际认证哺乳顾问执业的临床能力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的纪律章程  

 国际认证哺乳乳顾问的执业范围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的上诉政策  

IBLCE 考试考⽣应该熟悉国际认证哺乳顾问专业行为准则，该准则可以在 IBLCE 网站⾥“纪

律章程” 面上的“资源”部分⾥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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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与考试 
 

选择您的途径   

当您决定您考试资格的途径时，请用本指南最后的途径核对清单，以确认您已满足该途径的

所有必要条件。请小心保存您用于验证完成所有途径所需的文件纪录，当您的报名表被审核

时，您将需要将该纪录提交给 IBLCE。   

 

完成报名表的填写  

目前在线报名表只提供英文版本。 需要任何其他语⾔报名的考⽣可在考试申请允许的时间⾥从

IBLCE 的网站上下载到合适的申请表 

 

费用与付款   

有关费用和付款选项的完整信息可以在本指南的结尾处找到。 

 

考试地点  

IBLCE 正扩展使用计算机考试(CBT)中心来举行考试。在没有 CBT 中心的国家，可提供纸

笔的考试，10 月份将会举行纸笔考试。  

合理的配合事项  

IBLCE 可与考⽣⼀同协作，于考试期间，提供因医疗疾病或⾝心残障所需合理的配合事项。 

IBLCE 考试报名表格上，将会询问您于考试期间要求合理配合事项的理由为何。您将必须提

供需要合理配合事项的医疗理由的文件。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合理的配合事项，考⽣必须在报名考试时，告知 IBLCE 他们的要求。 

如果在递交考试报名表之后才发⽣需配合的问题，请尽快向 IBLCE 报告您的需求。  

给怀孕妇女的特别注意事项  

如果您有会影响您考试能力的健康问题，请通知服务您国家的地区办公室。在某些状况下，

考⽣会因为孕期并发症而需取消或退出考试。   

取消/退出考试将涉及费用问题，IBLCE 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告知你相关信息来帮助您对

于您的选择做出合理的决定。  

在考试期间哺乳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IBLCE)的使命与目的，着重在保护、推广并支持 乳哺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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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LCE 对于⾝为考⽣但又同时是以 乳喂养婴儿的 亲们，可于考试执行的时间内进行合理

的配合事项。这些配合事项必须确保考试的安全，同时提供可让 亲们以 乳哺喂她们婴儿

的解决方案。   

  

IBLCE 对同时为哺乳 亲的考⽣们，可提供合理的配合事项。如果您将要求在考试期间

有 哺 乳 的 时 间 ，  请 先 了 解 . Procedures for Breastfeeding Breaks during Exam 

Administration 中的详情，可于 IBLCE 中文版或繁体中文的网 ⾥找到更多信息。  

双语字典  

IBLCE 将考试翻译为多种语⾔。若考⽣的 语不包括在已翻译的语⾔中，IBLCE 将允许于考

试期间使用双语字典。   

  

如果使用双语字典的要求被批准，IBLCE 将于考试地点，与考试期间提供考⽣该字典。不可

使用个人的字典。IBLCE 提供的字典将不会是医学字典。  

  

保密政策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IBLCE)致力于保护报名者、持证者及考试发展过程相关的机密与/或专

有信息。IBLCE 不会透露任何报名者/持证者的机密信息，除非由个人以书面授权或经法律所要

求。  

考试结果  

个人考试的结果视为机密。除非事先提供过⼀份签名的特许书，否则考试分数只提供给各别

考⽣。结果不会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公布。报名者/持证者以申请认证或再认证的报名表所提

交的个人信息，将视为机密。  

申请状态  

个人申请的状态视为机密。IBLCE 不会透露个人是否有申请认证，或是否有参与考试。目前

认证的状态，会依据本政策的证书验证章节公布并验证。  

证书验证  

经认证的个人姓名不视为机密，可由 IBLCE 公布。公布的信息包括姓名、城市、州别、

国家与认证状态。网络上有⼀个提供给大众的证书登录名册。如果 IBLCE 已收到持证

者签名的授权书，雇主亦可收到书面的验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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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政策  

IBLCE 对于所有初次报名表与再认证报名表，将会进行最低限度的审核。如此的审核，将会以标

准与随机的方式进行。如果被选为进行此项审核，考⽣或持证者必须及时提供所请求的完整 

信息。如果无法做到，可能会导致参与 IBLCE 考试的资格遭延迟或拒绝，与/或采取纪律处分。   

  

除了上述随机与标准审核过程，IBLCE 特别进⼀步地保留其权利，可要求任何考⽣或持证者及时

并完整地提供教育、工作、课程的证明，或任何初始资格或再认证资格的证明。如果无法 

做到，可能会导致参与 IBLCE 考试的资格遭延迟或拒绝，与/或采取纪律处分。  

    

若 IBLCE 决定，为支持某报名表或支持再认证所提交的文件为不正确或造假的，IBLCE 特别 

保留其权利，可禁止考⽣参与考试与/或采取纪律处分。  

  

考试资格的通知  

成功满足所有考试资格必要条件的考⽣，我们会以邮件/电子邮件通知他们有资格可参与考试。 

此资格的通知，将包括考试地点的位置与考试当天程序等信息。.  

    

未满足所有考试资格必要条件的考⽣，我们会以邮件/电子邮件通知他们，考⽣有资格获得已支

付考试费用的部分退款。  

 

对资格提出上诉的政策  

对于自己的报名表与考试资格，认为有被不公平地评估的考⽣，可对于被拒绝参与考试的决定提

出上诉。请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之上诉政策中有更多详情，您可于 IBLCE 官网的「信息」

章节中，「IBLCE 文件」的网 ⾥下载。  

 

 考试入场的程序  

为了能够入场考试，你必须提供两种方式的⾝份证明。第⼀种⾝份证明必须有你的名字，目前的

照片，和签名，第二种⾝份证明必须有你的名字和签名或你的名字和当前的照片。 

  

第一个证件必须是以下的其中之一： 

o  有照片的驾照  

o 有照片的州立⾝分证  

o 有照片的护照  

o 有照片的军事⾝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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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绿卡，永久居留证或印有照 

o 片的签证 

 

第二个证件必须显示您的姓名与签名，以验证您的签名。例如，您可携带以下的其中之⼀：   

o 有签名的信用卡 o 有签名的社会安全卡  

o 有签名的员工/学⽣证件  

  

如果您在第二个证件上的姓名与第⼀个证件上的不同，您必须携带改变姓名的证明（例如婚姻证

明或法院判决）。   

请注意：如果您没有这两种证件，您应该联络服务您国家的 IBLCE 地区办公室。请不要等到考

试当天才与您的地区办公室讨论此事，您将会因没有正确的⾝份证件而无法入场。  

考⽣应留有足够的时间抵达考试地点。⼀旦入场程序完成，考试场所的 关闭后，将不会允许 

进入考试场所。迟到的考⽣将不被允许进入考场，且他们将失去取得考试费用退款的所有权利。 

这些规定将没有例外。     

  

每个考试地点将由⼀位或⼀位以上的监考员监督与监测。考⽣应遵守监考员所发表的规则。这些

规则是为了要确保考试的进行能尽量不受干扰，且所有考⽣都是平等对待的。在考试期间，监考

员将会指定⼀个可以存放个人物品，像是皮包等，的地方。在考试期间，监考员将会监测考场内

任何作弊或其他任何不当行为的迹象。   

  

在考试期间不可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像是手机。考试期间若发现考⽣持有及/或使用这样的设备，

将会撤销其应试资格， 且将不会储存他们的试卷。此规定将不会有任何例外。在此建议考⽣，

有些手机即使在电源关闭的状态下，其闹钟仍然会响。有携带手机至考场的考⽣，必须将手机电

源关闭(只将手机转成静音/震动模式是不够的)，并将其储放在监考员指定的地方。  

[请注意：监考员或 IBLCE 都不为您的个人财物负责。]如果在考试期间，考⽣的手机响了或闹钟

声响了，将会撤销其应试资格，且将不会储存他们的试卷。此规定将不会有任何例外。  

  

考试期间不可与另⼀位考⽣说话。有关考试方面的问题，将在说明时间内由监考员回答。不允许

提有关于考试内容的问题。监考员将无法提供对于考试问题的解释或澄清，他们也无法定义文 

字。作弊是不允许的，监考员若决定任何人有作弊的行为，将有权终止他/她的考试。  此外，您

在考试结束后，将不可与任何人讨论任何考试的问题，即使是同样参与考试的人。这是严格禁止

的。这不但是道德的问题也是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它代表了盗用 IBLCE 的知识产权。IBLCE 将

非常重视此事，且会慎重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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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形式将有多种选择，计算机或纸笔考试。若为计算机测验，考⽣将于提供的计算机上阅读

并回答问题。 

若为纸笔测验，将以小册子的方式提供考试问题，且答案必须用铅笔记录在答案卷上。   

考试结果的通知  

正式的考试结果将在考试结束后 2-3 个月邮寄出。成功通过考试的考⽣将会收到他们的 IBCLC

证书与证件卡片，以及他们的考试成绩单。 所以请确保 IBLCE 有您最新的通讯地址。  

要求人工计分  

如果考⽣认为他们的考试未被正确计分，可申请由人工计分确认。更多有关如何申请人工计分 

的资料，请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的上诉政策，您可于 IBLCE 中文版或繁体中文的网 ⾥

下载。  

  

对考试结果提出上诉  

考⽣若认为他们因试题的缺陷，或在不利的条件下接受考试，可对他们的考试结果提出上诉。更

多有关如何申请对考试结果提出上诉的资料，请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的上诉政策。您可

于 IBLCE 中文版或繁体中文的网 ⾥下载。  

 

 再考试的政策  

对于未通过考试的考⽣想再申请参与考试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想要再重新参与考试的申请者，

应小心审视他们的考试成绩单，并在他们考试表现不佳的领域，完成教育课程。为了要再符合参

与考试的资格，考⽣必须满足目前的资格条件，提交该年的报名表格，并支付相对应的考试费用。  

IBCLC 证书登录名册  

IBLCE 保留他们可刊登目前 IBCLC 姓名的权力。此登录名册可于 IBLCE 官网的「验证」章节找

到。  

反歧视政策  

IBLCE 对于管理其报名表、考试或认证活动等，都不会因性别、性向、年龄、种族、肤色、国 

籍、祖先或人种、宗教信仰或⾝心残障等而有所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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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LC 商标使用政策   

国际哺乳顾问认证委员会(IBLCE)拥有某些名称、商标和标志，包括 IBLCE 和国际认证哺乳顾问

的认证标志及 IBCLC(「商标」)。只有那些符合 IBLCE 所要求的资格条件，通过 IBLCE 考试并

维持 IBCLC 认证的个人可使用该「商标」。此「商标」的使用，仅能依照 IBCLC 商标使用政策

IBCLC Trademark Use Policy 的条款及条件，您可于 IBLCE 官网的「信息」章节中， 

「IBLCE 文件」的网 ⾥下载。   

  

途径核对清单  

途径⼀: 在泌乳与哺乳照护有临床经验的考⽣   

   

 健康科学教育课程: 完成所有 14 项必须的课程   

o 接受过经认可的医疗专业教育的个人，须提交其证书、执业执照、成绩单、毕业

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复印件， 以作为完成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o 非经认可的医疗专业人员的个人，可提交其成绩单及证书的复印件，以作为完成

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哺乳专业教育: 完成 90 小时的教育  

o 可提交证书或成绩单，以作为完成了必须的 90 小时课程的证明。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完成最少 1000 小时  

o 提供两位能证实您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小时数的姓名与联络信息。  

  

途径二: 完成经认可有关人类泌乳与哺乳的学术课程的考⽣   

   

 健康科学教育课程: 完成所有 14 项必须的课程  

o 接受过经认可的医疗专业教育的个人，须提交其证书、执业执照、成绩单、毕业

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复印件， 以作为完成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o 非经认可的医疗专业人员的个人，可提交其成绩单及证书的复印件，以作为完成

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从⼀个集合以下内容于所有课程的学术课程毕业：  

o   90 小时的哺乳专业教育  

o 直接受监督的 300 小时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必须提交⼀份您成绩单或证书的复印件，或由学术课程主任所写的⼀封信，以作为您从

该学术课程毕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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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提供两位能证实您泌乳专业的临床经验小时数的姓名与联络信息。  

  

  

途径三: 完成⼀项 IBLCE 已批准经导师指导的考⽣  

 

 有经 IBLCE 已批准的途径三计划的纪录  

 健康科学教育课程: 完成所有 14 项必须的课程  

o 接受过经认可的医疗专业教育的个人，须提交其证书、执业执照、成绩单、毕业

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复印件， 以作为完成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o 非经认可的医疗专业人员的个人，可提交其成绩单及证书的复印件，以作为完成

了这 14 项课程的证明。   

 哺乳专业教育: 完成 90 小时的教育  

o 可提交证书或成绩单，以作为完成了必须的 90 小时课程的证明。  

 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 完成于您经 IBLCE 已批准的途径三计划中所述，直接受监督的最

少 500 小时  

o 提供两位能证实您哺乳专业的临床经验小时数的姓名与联络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的申请被选中进行审查，才需要提交相关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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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BLCE 费用层级 

 

第一层级  

Tier 1 

安道尔共和国、阿鲁巴、澳洲、奥地利、巴林、比利时、百慕大、文莱、加拿

大、开曼群岛、塞普勒斯、捷克共和国、丹麦、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福克兰

群岛、芬兰、法国、法属波利尼 亚、德国、直布罗陀、希腊、格林兰岛、瓜德

罗普、关岛、香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

坦、科威特、列支敦士登侯国、立陶宛、卢森堡、澳 、 来 亚、 耳他共和

国、 提尼克岛、摩纳哥侯国、荷兰、新喀⾥多尼亚、新 兰、挪威、阿曼、波

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留尼汪、圣 力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新

加坡、荷属圣 丁、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韩、 班牙、瑞典、瑞

士、台湾、特立尼达及托巴哥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 国、英国、美国、英属维

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 

费用 

第⼀

层级 

初次考

试费用
Initial Exam 

Fee 

补考费 

Exam Retake Fee 

途径 3 提交计划

Pathway 3 submission 

Plan 

人工计分费

用 

Hand Score 

存款不足/付款

失败的费用 

（包括支票与

信用卡）

Insufficient Funds 
Fee 

初次考试的考⽣，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未符

合资格或退出考试的

退费 Refund Initial Exam 

by deadline 

USD $660 $330 $100 $100 

$50 加上银行

向 IBLCE 收取

的服务费 

$330 

  

第二层级  

Tier 2 

阿尔及利亚、安圭拉、 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美属萨摩亚、安哥拉、阿

根廷、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伯利兹、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博茨瓦

纳、巴 、智利、不丹、 克罗地亚、巴哈 群岛、巴巴多斯、保加利亚、库拉索

岛、中国、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共和国、厄瓜

多尔、斐济、加蓬、格鲁吉亚、埃及, 萨尔瓦多, 格林纳达、拉托维亚,伊拉克、牙

买加、危地 拉, 印度尼 亚, 约旦、黎巴嫩、北 ⾥亚纳群岛、科索沃, 利比亚、

其顿、 尔代夫、毛⾥求斯、墨 哥、⿊⼭、蒙特塞拉特、纳米比亚、蒙古,帕

劳、巴拿 、巴拉圭、摩洛哥,秘鲁、罗 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南非、

法属圣 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 亚、斯利兰卡、斯威士兰、圣文森暨格瑞那

丁、苏⾥南、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乌克兰、耳其、乌拉圭,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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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第二层级 

初次考

试费用 

Initial Exam 

Fee 

补考费 Exam 

Retake Fee 

途径 3 提交

计划 Pathway 

3 submission 

Plan 

人工计分费

用 
Hand Score 

存款不足/付款失败

的费用  

（包括支票与信用

卡） 
Insufficient Funds Fee 

初次考试的考⽣，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未符

合资格或退出考试的

退费 

Refund Initial Exam by 

deadline 

USD $400 $200 $75 $90 
$50 加上银行向 

IBLCE 收取的服务费 
$200 

  

第三层级  

Tier 3  

 

阿富汗、孟加拉国、 宁、玻利维亚、布吉那法索、蒲隆地、柬埔寨、喀麦隆、佛

得角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洛、科特迪瓦、刚果 主共和国、吉布提、

厄立特⾥亚、埃塞俄比亚、密克罗尼 亚联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圭亚那、肯尼亚、基⾥巴斯、吉尔吉斯共和国、老

挝、莱索托、利比⾥亚、 达加斯加、 拉维、 ⾥、毛⾥塔尼亚、摩尔多瓦、莫

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 绍尔群岛、 尼日利亚、朝鲜、巴

基斯坦、巴布新几内亚、菲律宾、刚果共和国、卢旺达、萨摩亚、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索 ⾥、南苏丹、苏丹、叙利亚, 东帝汶、塔吉克、所罗 群岛、多哥、汤

加、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瓦努阿图、 撒哈拉、 

也 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  

费用 

第三层级 

初次考

试费用 

Initial Exam 

Fee 

补考费 

Exam Retake Fee 

途径 3 提交计

划 Pathway 3 

submission Plan 

人工计分费用 
Hand Score 

存款不足/付款

失败的费用  

(包括支票与信

用卡） 
Insufficient Funds 

Fee 

初次考试的考⽣，在

特定截止日期前未符

合资格或退出考试的

退费 

Refund Initial Exam by 

deadline 

USD $255 $$127.50 $50 $70 

$50 加上银行

向 IBLCE 收取的

服务费 

$127.50 

  

请访问 iblce.org 有关报名申请截止日期的最新信息。 

 

如果您在线完成您的考试报名申请表，系统会要求您支付美金，利率参考当天的利率。如果使用

在线系统，支付也必须是在线的。系统接受信用卡和预付信用卡。如果是纸质报名申请表，费用

已在上面以美金的形式列出。如果需要，请咨询区域或国家的协调人有关细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