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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ee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up to 7 introductory group consultations with the
various providers.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these agencies and
clinics more closely. Most sessions will be 18
minutes long (plus 2-3 minutes switch time), and a
few are only 8 minutes each. They take place
simultaneously in 4 meeting rooms. The Gay
Parenting Resource Fair will also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during this period.

Breakout sessions -
come meet the sponsors:
1:40-3:40 PM (Various rooms - see table)

Enjoy a buffet lunch and explore our Gay Parenting
Resource Fair: more than twenty tables where you
can meet and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leading
clinics, surrogacy agencies, lawyers and support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fair will remain open
until 4:40 pm. Lunch is sponsored by the 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Lunch / gay parenting resource fair:
12:10-1:40 PM (Mega 1, 8th Floor)

• Where to start (agency, clinic, surrogate or donor)
• Selecting an agency and clinic
• Estimated costs,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costs

• Cost saving best practices.
• Financial help through the Gay Parenting
Assistance Program (GPAP).

On the second part of our workshop we will provide peer advice on selecting service providers, cost saving
tips, and resources for financial support. Topics covered will include:

Picking providers,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10:45-12:10 PM (Mega 2-3, 8th Floor)

Coffee Break: 10:30-10:45 AM

• Basic terminology, types and components of typical
surrogacy arrangements.

• Typical sequence and timeline for gestational
surrogacy journeys.

• The legal status of surrogacy for Taiwanese citizens.

•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USA and Canada.

• Major decisions that shape the surrogacy journey.

• Considering your family visi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risk tolerance and ethical preferences.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our comprehensive surrogvacy workshop that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of hundreds of gay men who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Topics covered will include:

Planning your parenting journey: 9:00-10:30 AM (Mega 2-3, 8th Floor)

Registration: 8:00-9:00 AM (8th Floor)

SATURDAY, MARC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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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將有機會與⾄多7個與不同贊助
機構的入⾨團體協商。請把握機會多認
識這些第三⽅⽣育跟不孕症診所。⼤部
分的會議時間都是18分鐘，外加2-3分
鐘的換組時間。少部分只有8分鐘。它
們同時在4個會議室召開。同志準爸爸
資源展在這個時段會繼續舉⾏。

分組會議時間 -
與贊助機構談談:
1:40-3:40 PM (詳細地點請洽各單位)

享受⼀頓豐盛的⾃助餐並且好好探索我
們的準爸爸資源博覽會: 有超過20家頂
尖的診所，第三⽅⽣育，律師事務所和
⽀持團體在會場提供協助。這個資源展
將持續到下午4:40。午餐主要由San
Diego 不孕症
中⼼提供。

午餐: 同志準爸爸的資源展
12:10-1:40 PM (Mega 1 八樓)

• 從何處著⼿(第三⽅⽣育，診所, 代孕者
或卵⼦捐贈者)。

• 選擇第三⽅⽣育和診所。

• 粗估⽀出和影響花費的因⼦。
• 省錢⼩祕技。
• 男同志⽣育補助⽅案(GPAP)。

在我們第⼆部分的議程中，我們將提供如何挑選⽣育機構，省錢祕技，和尋求財務
協助的⽀援之建議 。主題包括:

如何挑選⽣育機構，預算，和財務上的協助 10:45AM-12:10 PM (Mega 2-3 八樓)

中場休息: 10:30-10:45 AM

• ⼀個典型代孕旅程中的名詞解釋，
形式，和組成。

• ⼀個代孕旅程中典型的順序和時間表。

• ⽬前台灣法律對代孕的看法。

• 美國和加拿⼤的法律考量。

• ⼀個代孕旅程主要的考量。

• 想想你的家庭觀，財務狀況，風險容
忍度和道德偏向。

這是我們代孕⼯作坊的第⼀個議程，主要分享我們累積數百位已經過代孕旅程

男同志的經驗:

規劃你的親權之路 9:00-10:30 AM (八樓 Mega 2-3)

報到: 8:00-9:00 AM (八樓)

3⽉9⽇ 週六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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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間診所和第三⽅⽣育機構將在辦公室對

準爸爸們提供更深度的諮詢會談。諮商時

段在最後⼀刻也是開放的，特別是對第⼀

次聽到的服務機構。

可選擇的個別諮商時間:
3:00-8:00 PM
(詳細舉辦地點請洽各參與機構)

Several clinics and agencies will be available in offices
for private consultations with prospective parents that
wish to explore parenting options in more depth.
Consultation slots may also be available last minute
for those who want to first hear the providers at the
conference.

Optional private consultations:
3:00 - 8:00 PM (various rooms, please check with
participating providers for more details)

9th Floor /九樓:
Studio 1

9th Floor /九樓:
Studio 2

9th Floor /九樓:
Studio 3

8th Floor /八樓:
Mega 2-3

1:40-1:58 PM

Jerald S. Goldstein, MD Jay Cook-Wong, RN Sandy Chuan, MD Francesca Kennedy

2:00-2:18 PM

Jerald S. Goldstein, MD Guy Ringler, MD Sandy Chuan, MD Francesca Kennedy

2:20-2:38 PM

Eva Yu Guy Ringler, MD Staci Swiderski Stephanie Scott

2:40-2:58 PM

Teo Martinez Jeffrey Wang, MD Nurit Winkler, MD Samuel C. Pang, MD

3:00-3:18 PM

Teo Martinez Mousa Shamonki, MD Nurit Winkler, MD Elizabeth Barbieri, MD

3:20-3:28 PM
Vios Fertility Institute
Angeline N. Beltsos, MD,

FACOG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Connie Yeh

John Norian, MD Ashim Kumar, MD3:30-3:38 PM
US Surrogacy

Dawn Baker

iscbabies.com

iscbabies.com

BREAKOUT SESSIONS /分組座談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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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h Long
我跟Murphy相遇在2009年初，在⼀起已經
⼗年了。我們現在跟⼩孩JAMES住在廣州。
我們第⼀次聽到代孕是在美國，然後在2011
年參加由PFLAG舉辦在廣州的如何當爸爸分
享會。我們在2012年開始進⾏。
JAMES2015年在Pittsburgh出⽣。我們現在
著⼿第⼆個孩⼦的出⽣。

Sean Chuang
媽媽是職業保⺟的Sean從⼩就在有著嬰幼兒
陪伴的環境中長⼤；早在⾼中時期，Sean⼼
裡就萌⽣了希望未來能有⼩孩的想法，在上
課發呆時想著將來要給⼩孩取甚麼名字。轉
眼⼆⼗年過去，在2015年的夏天，Sean寫了
封電⼦郵件給美國的⼀家代孕仲介機構，開
始了他這趟有笑有淚的代孕旅程。2017年的
秋天，Sean的兒⼦在陽光和煦的加州出⽣。
他和所有的新⼿爸爸⼀樣，緊張笨拙地學習
照顧新⽣的兒⼦，在美國待了初為⼈⽗的第
⼀個⽉。回台灣後，Sean參與許多當地的同
志家庭活動，希望能透過分享⾃⼰的經驗⿎
勵更多的同志朋友實現成家育⼦的夢想。

為了讓你從個⼈出發點更了解代孕，你將
有機會聽到來⾃不同族群的⾒證，比如
代孕得⼦的同志爸爸與⼦女，他們的代理
孕⺟，和卵⼦捐贈者。
主持⼈: Jay Lin, Portico Media

個⼈故事分享時間:
4:40-5:45 PM (Mega 2-3 八樓)

To help you further understand what surrogacy entails
from the personal standpoint, you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ar personal testimonies from a
diverse group of of gay surrogacy dads, the surrogates
who helped them, and an egg donor.

Moderator: Jay Lin, Portico Media

Personal stories panel:
4:40 - 5:45 PM (Mega 2-3, 8th Floor)

與台灣同志⽗⺟愛⼼協會談談亞州同志爸

爸的長輩與家庭成員對於這種社會新興家

庭帶來的歡愉與挑戰。

⽀持同志家庭:
4:00-4:40 PM (Studio 1 九樓)

Find out about Taiwan’s Loving Parents of LGBT
organization, and hear from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of Asian gay fathers about the joys and
challenges of introducing these modern families to
society at large.

Supporting LGBT families:
4:00 - 4:40 PM (Studio 1, 9th Floor)

iscbabies.com

準爸爸們，爸爸(和⼩孩們)，⼼理學家，
社⼯，學⽣，研究者和其他專業⼈⼠都受
邀來參加討論交換意⾒。我們的資源展在
這個時間同時舉⾏。

由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enter贊助

同志爸爸資源展
和中場休息:
3:40-4:40 PM (Mega 1 八樓)

iscbabies.com

Prospective parents, parents (& children!),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students, research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are invited to network and
exchange perspectives over refreshments. Our
Resource Fair will run in parallel.

Sponsored by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enter.

Gay Parenting Resource Fair
& coffee break:
3:40 - 4:40 PM (Mega 1, 8th Floor)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Post-Conference:
Post Conference Happy Hour: 7:00 PM

Join us at the Great Room (8th Floor) to close the
evening with a social gathering. This casual time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y’s sessions as well as
network with other parents, intended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Sponsored by Family Source Consultants.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Registered attendees receive a coupon for
one free drink.

We will present recent research on surrogacy, and evidence from studies about the way
surrogacy affects the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the surrogate, and her family. We will also look
at programs meant to encourage a more mindful surrogacy experience, such as MHB's
Framework for Ethical Surrogacy.

Moderator: Ron Poole-Dayan, MHB board member
Speakers / Panelists:
• Andrea Bryman, Andrea Bryman, LMFT
• Lisa Schuster, surrogate mother and MHB program manager, GPAP
• Barney Cheng, director & writer, “Baby Steps”
• Marty Forth, PhD Candidate/Researcher a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hat are the dominant social perceptions of
surrogacy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and the U.S.?

• How do surrogates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s?

• What are the roots for concerns about exploit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in surrogacy?

• What are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born via surrogacy?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examine how we feel about surrogacy: the meanings and significance people tend to
attribute to surrogacy in their liv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surrogates’ perspective. We will look at questions
such as:

A mindful look at surrogacy - Attitudes and Ethics: 6:00-7:00 PM (Mega 2-3, 8th Floor)

Alejandra Santana
Alejandra is from San Diego. She is a Mom, a student currently pursuing her MBA, and a full-time employee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Alejandra is a two-time surrogate, first to a gay couple from San Francisco., and she is currently
matched with a single man from Spain and is awaiting her medical clearance. She had her husband have been
married for 7 years and are proud parents of two beautiful girls, ages 6 and 3. Alejandra is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surrogacy community and finds it to be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and humbling experience of her life.

Shelly Marsh
Shelly is a three time surrogate. She carried twin boys for a gay couple from the Norway, and two singletons for a gay
couple from Los Angeles. She and her husband Brian live in CA with their two daughters. She currently serves as
MHB’s marketing manager.

Elinor Poole-Dayan
Elinor is 18 years old and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in the Bronx, New York. She was born through gestational surrogacy
to Ron and Greg. She has a twin brother and 4 pet chickens. Elinor has previously spoken on MHB’s teen panels in
New York and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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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的會後社交活動:

當天議程後的歡樂時光 7:00PM

歡迎來八樓的⼤會議室(Great Room)參加
議程結束後的社交活動。這個休閒時間
能讓你有機會輕鬆地與其他爸爸，專業
⼈⼠討論⽩天得到的資訊 。

由Family Source Consultants贊助

供應茶點。

註冊的參加者將可得到⼀杯免費飲料。

我們將介紹最近對代孕的研究, 以及對於代孕家庭孩⼦與家庭福利的研究證據。

我們同時關注⿎勵更重視代孕體驗的專案, 如 MHB 的《道德代孕規範準則》。
主持⼈: Ron Poole-Dayan MHB理事
演講者/討論者:

• Andrea Bryman, Andrea Bryman, LMFT
• Lisa Schuster,代孕媽媽和MHB GPAP專案經理
• Barney Cheng,作家及導演；電影[滿⽉酒]導演
• Marty Forth, PhD Candidate/Researcher a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亞太國家和美國對代孕的主要社會觀感
是什麼？

• 代理孕⺟對⾃⾝經驗的理解？

• 認為代孕剝削和商品化的觀念來源是什
麼？

• 透過代孕出⽣的孩⼦有什麼樣的成長經歷

在這個部分, 我們將檢視我們對代孕的感受: ⼈們在⽣活中賦予代孕的意義, 關

注代孕的特殊觀點。我們將研究以下問題:

從⼼理層⾯看代孕-態度和道德議題: 6:00-7:00 PM (Mega 2-3 八樓)

Alejandra Santana
Alejandra 來是San Diego . 她是⼀位媽媽，同時也是⼀個MBA學⽣，也是全職的醫療照護體
系⼯作⼈員。她曾經當過兩次代理孕⺟，第⼀次是幫助⼀對來⾃舊⾦⼭的同志伴侶，這次她與
⼀位⻄班牙的單⾝男性合作，且正在等待她的醫療許可。Alejandra 與她的老公結婚七年，且
育有兩個漂亮的女孩，分別是6歲跟3歲。她對於能夠代孕非常的榮幸，⽽且覺得這是她⼈⽣最
值得回憶和謙虛的經驗。

Shelly Marsh
Shelly 當過三次代孕孕⺟。她為⼀對來⾃挪威的同性戀伴侶⽣了雙胞胎男孩, 為⼀對來⾃洛杉
磯的同性伴侶⽣了兩個孩⼦。她和她的丈夫Brian和他們的兩個女兒住在加州。她⽬前擔任
MHB 的⾏銷經理。

Elinor Poole-Dayan
Elinor今年 1 8歲, 是紐約布朗克斯⾼中的四年級學⽣。她是Ron和Greg的透過代孕⽣下的。她
有⼀個雙胞胎兄弟和4隻寵物雞。Elinor之前曾在 MHB 在紐約和佛羅⾥達的青少年⼩組上發表
過演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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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Sessions- 12:30-1:00 PM (Mega 2-3, 8th Floor)

A closer look at medical insurance and surrogate compensation packages.
The panel is sponsored by ART Risk.

Moderator: Ron Poole-Dayan / MHB board

Panelists:
• Eva Yu / Circle Surrogacy, LLC
• Virginia Hart / ART Risk Financial & Insurance Solutions
• Francesca Kennedy /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enter

Expert Panel: Budgeting and Insurance 11:45-12:30 PM (Mega 2-3, 8th Floor)

Legal status of surrogacy in Taiwan, the USA ,and Canada. Addresses legal issues during the surrogacy
journey, such as contracts, securing parentage rights, and returning home with the baby.
Panelists:

• Attorney Victoria Hsu / TAPCPR
• Attorney Echo Yang / Law Offices of Robert Rettenmaier
• Attorney Alfred Ip / Hugill&IP Solicitors

Expert Panel: Legal Issues 11:00-11:45 AM (Mega 2-3, 8th Floor)

Coffee Break: 10:30-11:00 AM

Several clinics and agencies will be available in offices for private consultations with prospective parents that
wish to explore parenting options in more depth. Consultation slots may also be available last minute for
those who want to first hear the providers at the conference.

Optional private consultations: 9:00 AM -1:00 PM
(various rooms, please check with participating providers for more details)

The medical screening of future fathers, egg donors and surrogates, the creation of optimal embryos, and the
IVF process. The panel is sponsored by American Fertility Services.

Moderator: Guy Ringler, M.D. / 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

Panelists:
• Ashim Kumar, M.D. / Western Fertility Institute
• Sandy Chuan, M.D. / 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 Samuel Pang, M.D. / Boston IVF
• Nurit Winkler, M.D. / Los Angeles Reproductive Center
• Jeffery Wang, M.D. / American Fertility Services

Expert Panel: Medical Aspects of Surrogacy 9:00-10:30 AM (Mega 2-3, 8th Floor)

Registration: 8:30-9:00 AM (8th Floor)

SUNDAY, MARCH 10



8

問題與解答時間 12:30-1:00 PM (Mega 2-3 八樓)

多認識關於醫療保險和代孕補償⾦的套餐 。此部分由ART Risk贊助。

主持⼈: Ron Poole-Dayan / MHB board理事

與談者:
• Eva Yu / Circle Surrogacy, LLC
• Virginia Hart / ART Risk Financial & Insurance Solutions
• Francesca Kennedy /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enter

專家與談: 預算跟保險考量 11:45-12:30 PM (Mega 2-3 八樓)

台灣，美國，加拿⼤對於代孕的法律狀況，代孕過程中會遇⾒的法律爭議比如說契
約建立，確保親權，和跟寶寶順利回家。與談者:

• Attorney Victoria Hsu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 Attorney Echo Yang / Law Offices of Robert Rettenmaier
• Attorney Alfred Ip / Hugill&IP Solicitors

專家領談時間 : 法律⾯的問題 11:00-11:45 AM (Mega 2-3 八樓)

中場休息: 10:30-11:00 AM

幾間診所和第三⽅⽣育機構將在辦公室對準爸爸們提供更深度的諮詢會談。諮商時段在最

後⼀刻也是開放的，特別是對第⼀次聽到的服務機構。

可選擇的個別諮商時間: 9:00 AM-1:00 PM
(詳細舉辦地點請洽各參與機構)

專家與談時間: 代孕中的醫療部分 9:00-10:30 AM (Mega 2-3 八樓)

報到: 8:30-9:00 AM (八樓)

3⽉10⽇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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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地夥伴
有鑒於台灣⽋缺專注投入多元家庭立法之組織，本聯盟(Taiwan Alliance to
Promote Civil Partnership Rights, TAPCPR)最初於2009年開始運作，並於
2012年8⽉正式向內政部登記立案。我們致⼒於台灣的多元家庭權益與性別
⼈權，期使不同形式的家庭、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的個⼈都
能獲得平等與合理的法律保障。我們有兩項重要主張與⽬標，第⼀是還給台
灣同志平等結婚的權利；第⼆是正視台灣快速變遷的家庭結構，並在法律與
相關制度上提供合適且平等的保護。設有專業律師團提供同志（LGBTIQ）免
費法律諮詢服務，並義務代理具有指標性之性別⼈權公益訴訟。
tapcpr.org

亞洲第⼀個由同志的⽗⺟親正式公開成立的團體，我們是⽀持同志⼦女的⽗
⺟。希望能夠消除歧視、促進平權，致使不同性向的族群互相瞭解與尊重。
多年來，同志⽗⺟愛⼼協會在以下領域持續努⼒：輔導同志們增進並改善親
⼦關係，進⽽規劃正確有效的出櫃⽅式 ; 協助⽗⺟們迅速了解同志⽂化、積
極⾯對孩⼦的本質及需求，成為同志孩⼦的正向資源 ; 同時積極與社會⼤眾
對話，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及婚姻平權的倡議，促進各階層對同志族群的同理
與接納，創造更友善的環境。
www.facebook.com/Parents.LGBT/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在⼀群拉媽、gay爸、年輕同志
的共同努⼒下成立，為了爭取同志的⽣育權、親權、婚姻權和伴侶權，經歷
了七年的醞釀後，期望藉由正式立案發揮更⼤的影響⼒。

我們不斷致⼒於提⾼同志家庭的能⾒度，讓政府與社會⼤眾正視同志家庭的存
在與正⾯價值，並給予相對應的⼈⼯⽣殖法案、⽣育政策、成家政策等⽀持。
www.lgbtfamily.org.tw

http://tapcpr.org
http://www.facebook.com/Parents.LGBT/
http://www.lgbtfamil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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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討論成員

Andrea Bryman
Andrea（安德莉亞）在⼼理健康領域有超過25年的⼯作經驗。她的早期職業培訓開始於老年
病學領域，並在住院精神病機構⼯作期間獲取和加強了她的測試和診斷技能。安德莉亞對輔
助⽣殖的關註來源於她20多年前開始組建家庭時的不孕癥經歷。從那以後，安德裏亞⽣了三
個孩⼦，其中兩個采⽤了輔助⽣殖的⽅法。她的過往和個⼈經驗為她提供了知識儲備，使她
能夠熟練地評估潛在的卵⼦捐獻者和代孕⺟親，並且給予她同情⼼，為尋求輔助⽣殖的個⼈
提供⽀持和指導。作為ASRM, Pathway 2 Parenthood, ESHRE and Resolve的專業成員，她
通過研究和參與在機構中繼續她的專業成長。

Barney Cheng
鄭伯昱 (Barney Cheng) 是美籍的華⼈, 畢業於史丹佛⼤學。他主演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喜劇
《好萊塢 終局》, 出⾊的表演讓他得到各界矚⽬。紐約時報描述他的喜劇表演節奏「如⼿術
般精 準」。《好萊塢終局》是第 55 屆坎城影展的開幕片, 鄭伯昱隨同伍迪艾倫參加坎城影展
。鄭伯昱編導的電影長片《滿⽉酒》是跟奧斯卡得獎製片徐立功 (《臥虎藏龍》、《喜宴》、
《飲食男女》) ⼀起合作的。美國翠⾙卡影展學院 (Tribeca Film Institute) 挑選出《滿⽉酒》
為最優秀的電影企劃案給予獎勵。美國⼤使館邀請鄭伯昱在中國六⼤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
廣州) 播放《滿⽉酒》, 放映現場座無虛席。觀眾的肯定使得《滿⽉酒》在美國影展 Outflix
Film Festival 、Winston-Salem 贏得了最佳影片。鄭伯昱下⼀部電影是《魔幻旅伴》。

Sandy Chuan
全醫⽣是美國婦產科委員會雙局認證的婦產科和⽣殖內分泌科不孕症的專家。她畢業於加州
⼤學歐⽂分校（UCI），主修 ⽣物學和比較⽂學雙學位，輔修中⽂。她於2003年獲得了久負
盛名的加州⼤學洛杉磯醫學院（UCLA）的醫學博⼠學位。在洛⾺林達⼤學醫學中⼼的婦產科
臨床期間，她獲得了卓越臨床和教學的最⾼獎項。 2009年，全醫⽣開始了她的⽣ 育專家職
業⽣涯，並獲得了為期2年的研究獎學⾦，以及加州⼤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殖內分泌
科不孕症的3年臨 床研究獎學⾦。由於她豐富的研究經驗，全醫⽣能夠批判性地評估不斷變
化的輔助⽣殖技術領域的新數據，並將最新的科 學知識融入臨床護理中。全醫⽣與家⼈⼀起
從台灣搬到美國，精通英語和普通話。

Georgia Kuo Mama（郭媽媽）
同志⽗⺟愛⼼協會是亞洲第⼀個由同志的⽗⺟組成的團體，於2011年成立， 召集⼈郭媽媽⾝
為⼀位跨性別同志的⺟親，從2004年開始接觸台灣的同志團體，就密切為同志族群及他們的
⽗⺟親⼈服務。即使台灣的社會逐漸開放，同志們從⼩⾯臨的焦慮與壓⼒仍舊存在，⽽社會
⼤眾對性別議題的陌⽣隔閡，使得同志的⽗⺟親⼈更需要理解與陪伴。

Virginia Hart
維吉尼亞·哈特在過去25年裡是⼀名保險經紀⼈，其專⾨從事輔助⽣殖各⽅⾯的保險長達17年
。作為ART Risk財務和保險解決⽅案有限公司的創始⼈和⾸席執⾏官，她始終關注與該領域
相關的保險問題，與客⼾合作尋找最佳解決⽅案，無論是通過商業保險、專業產品還是財務
案例管理。她在所有50個州均獲得經營許可，可以與美國和國際上的客⼾合作。憑藉在輔助
⽣殖技術保險⾏業的廣泛知識和專業知識，維吉尼亞多次受邀擔任會議的客座講師，最近她
還在美國律師協會家庭法分會《家庭權益宣導員》雜誌上發表了⼀篇⽂章。哈特女⼠⼀直專
注于向客⼾提供知識，協助他們更好地瞭解⾃⼰的責任風險，以及提供最佳的財務風險管理
解決⽅案，這是她的⾸要任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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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Hsu
許秀雯律師，社團法⼈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創會理事長，現任常務理事及律師
團召集⼈，⼤法官釋字748婚姻平權釋憲案訴訟代理⼈。在⼈⼯⽣殖領域，許律師曾協助多位
台灣當事⼈（包括女/男同志及異性戀）處理相關之法律安排，以確保其權益並避免風險。許
律師是⾏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法國巴黎第⼗⼤學法學博⼠候選⼈，史特拉斯堡第三⼤學法
律碩⼠，台北⼤學法律碩⼠，2016年曾以公開出櫃女同志⾝份參與台灣立委選舉（不分區候
選⼈）。

Francesca Kennedy
Francesca Kennedy是国际代孕中⼼的执⾏董事。Francesca会就代孕旅程开始的部分为准
⽗⺟作出指导。Francesca拥有社会福利⼯作学位并在代孕领域有着八年的经验。Francesca
⾃⾝有四次代孕的经历，其中两次都是为同⼀对来⾃德国的同性伴侣代孕孕育了两个兄弟。
Francesca女⼠对代孕有很深的热情，她热爱帮助准⽗⺟和代妈经历美好的旅程，这也对他们
今后的⽣活有着很好的影响。

Ashim Kumar,醫⽣
Kumar醫⽣是美國⻄海岸⽣殖醫療中⼼的創始⼈和主任醫師，是具有職業醫師資格認證的⽣
殖內分泌學和婦產科經驗醫師。同時，他也是壹位備受追捧的演講者，曾在亞洲，德國，意
⼤利，澳⼤利亞和印度講學。Kumar醫⽣於三年前成立⻄海岸⽣殖醫療中⼼，專註於為患者
提供完善的患者護理。⻄海岸⽣殖醫療中⼼從⾸次預約咨詢到完成⽣產，為患者提供壹站式
的家庭組建服務。他的員⼯團隊保持世界壹流的服務⽔準，⾏業矚⽬IVF的成功率，以及嚴苛
篩選的代⺟和卵⼦捐贈者。我們會為我們的每壹位患者都配備壹位專⾨的第三⽅協調員，以
確保患者們無縫的貴賓體驗。⻄海岸⽣殖中⼼的盛名每天都吸引著世界各地患者的到來。憑
借著實惠可負擔和富有同情⼼的環境以及最⾼的成功率，診所每年都以驚⼈的速度在成長著。

Jay Lin
曾在美國矽⾕從事律師⼯作，返台後創立了杰德影⾳(Portico Media)，⽬前任職CEO，旗下
包括哈哈台 (HahaTai)、拉拉台 (LalaTai)、嘎嘎台 (GagaTai)和最新推出的GagaOOLala同
志線上影⾳平台。多年來致⼒於推動許多同志族群相關運動，創辦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酷
摩沙獎以及婚姻平權點亮計畫。《新聞週刊》（Newsweek）公佈了⼀份榜單「The
Creative Class of 2019」，表揚全球15位在科技、經濟、⼈權及環境等領域提供創新服務與
解決⽅案的⼈⼠。林志杰也名列其中，這是台灣⼈⾸次獲此殊榮。2016也透過美國代理孕⺟
成為⼀位同志爸爸, 有⼀對雙胞胎。

Samuel C. Pang,醫⽣
⾝為孕嬰爸爸 (Men Having Babies) 顧問委員會成員的 Samuel Pang 醫師是⽣殖內
分泌科認證專科醫師，擔任 Boston IVF 捐贈卵⼦與代理孕⺟⽅案的醫療主任。他本
⼈和他的丈夫有兩個兒⼦，是經由捐贈卵⼦的體外受精 (IVF) 與代理孕⺟懷胎，所
以他能夠真正從患者和醫⽣的⾓度理解 LGBT 家庭構建的 IVF 過程。⾝為 LGBT ⽣育權利的
終⾝倡導者，Pang 醫師積極參與各種組織如 GLBTQ 法律倡導者與辯護⼈ (GLBTQ Legal
Advocates and Defenders, GLAD)，該組織倡導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等族
群建立家庭的夢想。在 2019 年，Pang 醫師已連續 7 年獲選為 Boston 雜誌的最佳醫師。

Guy Ringler,醫⽣
Guy Ringler醫⽣在洛杉磯有超過⼆⼗五年的臨床經驗，於⽣殖治療的各個⽅⾯都在
國際上（包括亞洲各地）擁有良好的聲譽，尤其是在利⽤卵⼦捐贈和代孕的第三⽅
⽣殖療程上。他是世界上第⼀批使⽤輔助⽣殖技術幫助男同性戀者⽣育的醫⽣之⼀
。Ringler醫⽣畢業於密歇根⼤學並獲得榮譽學位，之後就讀於⾱恩州立⼤學醫學院
。他曾在芝加哥⼤學接受婦產科培訓，並在賓夕法尼亞⼤學完成了⽣殖內分泌和不孕症研究
。Ringler醫⽣因為其成就被美國⽣育協會授予組建家庭獎，更被洛杉磯雜誌評為超級醫⽣。
他在世界各地講學，幫助教育LGBT群體有關組建家庭的治療⽅案。他現在與他的建築師丈夫
Mark Rios⼀起在洛杉磯⼯作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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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it Winkler,醫⽣
Nurit Winkler博⼠作為洛杉磯⽣殖中⼼的創始⼈之⼀，在⽣殖醫學領域已經有超過15年的經
驗。Winkler博⼠在美國著名的布朗⼤學和德克薩斯州的UTSW⼤學完成了她的培訓，并獲得
多個教學和研究獎項。Winkler博⼠畢業於意⼤利著名的帕維亞⼤學，并獲得醫學學位。在歐
洲和以⾊列完成培訓后，她帶著對於⽣育治療獨特的⾒解來到美國。⽬前為⽌Winkler博⼠已
經獲得了三個不同⼤洲的⾏醫執照。Winkler博⼠不僅擁有獨特的國際背景，還能流利的說三
國不同語⾔，所以經常接待來⾃世界各地的伴侶和個⼈。她⽤她個性化的護理⽅式，結合先
進的科學技術，以及15年的⼯作經驗和對⼯作的熱情和投入，實現了全國最⾼的懷孕成功率。

Jeffrey Wang
王醫師因其同理⼼、善解⼈意及充滿⼈性化關懷為⼈所知。由於每位患者成為⽗⺟的旅程均
為獨⼀無⼆的，其理念為提供個⼈化醫療⽅案，並於決策過程充分提供患者成為⽗⺟的知識
。王醫師具有豐富醫學知識且充分理解在⽣育治療過程中所可能產⽣的挑戰，他認為這些挑
戰是⽣殖醫療技術進步的契機。王醫師曾發表逾20份有關婦產科、內⽣殖分泌學及不孕的醫
學論⽂。作為台灣本籍⼈⼠， 王醫師精通中⽂及台語。

Echo Yang
楊翌翮 （Echo Yang）是壹名具有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和中國⼤陸律師執照的律師。Echo現就
職于Robert Rettenmaier 律師事務所。我們是壹家位于美國南加州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專注
于代孕、捐卵、捐精、以及捐贈胚胎的法律事務。我們同時還提供監管資⾦賬⼾的服務，保
障您在代孕過程中的資⾦安全。我們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同時也把您的個⼈感受放在⾸位。
在您尋求爲您的家庭添丁加員的旅途中，我們會貼⼼地、⼿把⼿地和您壹起前⾏。Echo對中
⽂聽說讀寫都很流利。她從中國雲南⼤學取得法律碩⼠學位。 之後，她⼜到美國加州富勒騰
市的⻄部法律學院取得了法律博⼠的學位。當Echo在中國執業的時候，她的執業領域是跨境
交易。 她在美國法學院就讀時，以⼆等優等⽣的榮譽畢業。她還是全年級唯壹壹名獲得傑出
女性學⽣殊榮的畢業⽣。Echo 還曾是法學院法律期刊的成員，並發表了壹篇關于國際性公司
的⺠法責任的⽂章。⽬前，Echo 專注于幫助您壯⼤您的家庭！

Eva Yu
Eva Yu是Circle代孕和捐卵公司的國際市場外聯主任。 Eva在紐約州立⼤學獲得市場營銷和
⾦融的⼯商管理碩⼠學位和經濟學學⼠學位。她還擁有加州⼤學洛杉磯分校的中英⽂法律翻
譯證書。 Eva來⾃香港，精通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在Circle，她為華語的準⽗⺟提供前期
的協助。 她也在代孕過程幫助並指導準⽗⺟，並確保他們了解Circle的流程和公司⽂化。Eva
在整個代孕旅程中，發揮很重要的作⽤。

Steve Chu,醫⽣
朱爸於臨床⼯作服務超過20年。10年前便想擁有⼀個⼩孩，七年前參加了同家會的男同志⽣育論壇，才得知
美國有合法代孕的管道。經過了三年的努⼒，終於修得成果。如果當時就知道有MHB可以提供協助，整個過
程也許會更輕鬆，少繞⼀些路。

Luke Chung
路克成長並⽣活於台北，他畢業於台灣政治⼤學，並曾在荷蘭求學與在倫敦⼯作，⽬前最驕傲的⾝份則是個兩
歲男孩的爸爸。在⾯對奶粉尿布到親職教育與溝通，兩代親情與社會環境，他很希望能透過⾃⾝的經驗，分享
給有志成為家長的朋友們，並希望能夠⼀起擴⼤家庭的多元性與未來想像。

Alfred Ip
Alfred 是⼀名私⼈客⼾律師，⾃２０００年起在香港執業。他於協助私⼈客⼾處理個⼈及家庭法律問題⽅⾯富
有經驗，包括遺產及財富規劃，遺產管理和爭議，家庭及婚姻關係的糾紛。他亦是香港粉紅同盟的會長。粉紅
同盟是⼀個非謀利的同志平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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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B 演講者

Andrew Li, board member
Andrew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學位，⽬前擔任紐約市⼀家⼤型投資銀⾏的副總裁。Andrew和他的丈夫起初接觸
MHB，是在紐約參加會議和每⽉會議進⾏代孕計畫。這對伴侶⽬前正在進⾏第⼀次代孕之旅，期待很快就能與
孩⼦⼀起建立家庭。到⽬前為⽌，MHB在他們的代孕旅程中發揮了重要作⽤，⽽安德魯希望資助給其他有意向
的委託家長。他們堅信，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種族背景，成為⽗⺟是⼈⼈該有的權利。Andrew本⾝是亞裔⼈
⼠，他希望幫助MHB克服語⾔和⽂化障礙，更有效地幫助⽬前無法獲得該組織提供服務資源的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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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會議⼩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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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機構

LOS ANGELES REPRODUCTIVE CENTER

www.losangelesreproductivecenter.com

GOLD

LARC是⼀家坐落於美國洛杉磯的世界⼀流⽣育中⼼，診所不僅為洛杉磯周邊的患者和LGBTQ群體提供服務，
也是世界各地有⽣殖需求的伴侶及個⼈的⾸選⽬的地。洛杉磯⽣育中⼼（LARC）可謂是⼀家真正的國際⽣育

中⼼。Marc Kalan博⼠與Nurit Winkler博⼠已經成功地為來⾃北美、亞洲、南美、歐
洲、非洲、澳⼤利亞和中東等幾乎每⼀個⼤陸的30多個國家的患者成功實施了試管嬰
兒，卵⼦捐贈和代孕週期。LARC在懷孕成功率和患者滿意度⽅⾯⼀直位居全美前列
。同時LARC擁有⾃⼰的捐卵庫、具備最新科技的國家級實驗室、能提供多種服務語
⾔的醫助團隊，國際患者還可以選擇更細緻全⾯的禮賓服務。中⼼還提供⼀些非常獨
特的經濟套餐，例如“承诺帶寶寶回家計劃”。LARC的創始⼈Winkler博⼠和Kalan博

⼠都是婦產科、⽣殖內分泌學和不孕不育雙重認證專家。兩位醫學博⼠都畢業於美國的世界⼀流學府，並且都
獲得了許多在學術和臨床專業知識領域的獎項。畢業后，兩位醫⽣⼀起⼯作了許多年，期間他們的醫術更加完
美，更重要的是成立了LARC。該中⼼擁有溫馨、真誠、貼⼼的就醫環境，更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案，這些都
讓LARC成為國際病⼈的不⼆選擇。

iscbabies.com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CENTER

www.iscbabies.com

國際代孕中⼼（ISC）位於加利福尼亞州，90%的代媽都來⾃南加州。作為您的中介，每⼀步我們都會與您同
⾏，從開始為您尋找完美的匹配到您的新⽣兒出⽣，我們隨時都會在您⾝邊⽀持我們的代媽和準家長，確保各
⽅都會獲得專業的⽀持並擁有積極的代孕經歷。我們幫助過的客⼾不會受到種族，宗教，性別傾向或國籍的限
制。認真選擇⼀家具備專業知識，經驗和可以證明成功率的中介對您的代孕過程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國際代孕
中⼼這裡，我們希望您感到舒適和⾃信，我們的公司將在整個代孕旅程中為您提供指導與⽀持直到您成為⽗⺟
。我們過去有來⾃台灣的⼀些客⼾，夫妻和單⾝⼈⼠，我們期待在這次旅程中引導您。歡迎聯繫我們， 以便
我們幫助您實現建立家庭的夢想。

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www.sdfertility.com

聖地亞哥⽣育中⼼的醫⽣：Susanna Park博⼠，Michael Kettel博⼠，Sandy Chuan全帅如博⼠，Brooke
Friedman博⼠和Said Daneshmand博⼠。聖地亞哥⽣育中⼼是全球最受尊敬的⽣育中⼼之⼀，擁有全球領先
的設施設備，尊重來⾃全球各地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患者，為每個家庭提供富有同理⼼及私密的醫療服務。
憑藉超過70年的診斷和治療不孕症 的豐富經驗，聖地亞哥⽣育中⼼很⾃豪能夠通過卵⼦捐贈，代孕，體外受
精和⼈⼯授精等⽅式為LGBT社群提供解決⽅ 案，以幫助他們實現為⼈⽗⺟的願望。 SDFC始終保持全球捐卵
試管的最⾼活產率！ 同時SDFC的臨床妊娠率也⾼達70％-80％。此外，聖地亞哥⽣育中⼼與國內和國際代理
機構合作，幫助準⽗⺟成功組建家庭。與其他卵⼦捐贈機構不同，聖地亞哥⽣育中⼼的內部卵⼦捐贈計劃由全
國公認的⽣育專家監督。卵⼦接受者可以⾃由選擇內部捐卵者或外部機構 卵⼦捐贈者。除了 "匿名捐贈"外，
還可以選擇"公開捐贈"和"未來聯繫"的⽅式。SDFC提供成功保證財務⽅案，選擇SDFC為您組建家庭，能給予
您充分的希望，信⼼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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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M FERTILITY

www.ormfertility.com

ORM⽣育中⼼是全球領先的捐卵代孕體外授精診所之⼀。30年来，我们⼀直在帮助全球的LGBTQ準⽗⺟建立家
庭。ORM Fertility因其客製化照顧⽽在全球得到認可，ORM的活體成功率始终名列前茅。ORM⾃⼰有⼀个⼤型
的卵⼦捐贈項⽬。我們的捐卵者經過全⾯嚴格篩選，這可以減少準⽗⺟的時間，風險和成本。ORM為有意與代
理孕⺟合作的準⽗⺟提供了專⾨的資源。 ORM是最有經驗的代孕體外授精診所之⼀，有⼀個專⾨的團隊來管理
這些複雜的過程和最有經驗和最受尊重的代孕機構的長期關係。 ORM的基因學項⽬將最先進的⽣殖基因學技術
和篩選融合到每⼀個旅程中。我們的⽬標是為每⼀位準⽗⺟在第⼀次嘗試時提供成功的最佳機會和健康寶寶。

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

www.californiafertilitypartners.com

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是解決男性和女性⽣殖問題的全球醫學領導。我們的宗旨是提供全⾯和友善的⽣殖
治療。我們的醫⽣接受過⽣殖內分泌和不孕症的專科培訓，並在過去三⼗年內，⼀直走在這個⾼度專業化醫學
領域的前端，他們的⽣殖醫學專業知識都得到國際認可。⾼成功率和個⼈化護理令我們醫⽣得到世界各地的醫
⽣轉介和忠誠病⼈。我們最先進的診所將臨床診所、實驗室設備和⼿術室集合於⼀個非常⽅便的地點。

GOLD

FERTILITY SPECIALISTS OF TEXAS

www.fertilitytexas.com

Fertility Specialist of Texas（FST）以⾼成功率著稱。我們的⽣殖專家團隊擁有超過25年
的臨床經驗，為每壹個患者定制專屬醫療⽅案，以全⼼服務患者為準則，讓我們的活產率領
先全美。 針對同性伴侶，我們提供了壹站式醫療計劃，讓整個療程進展得更⾼效，性價比
更⾼。我們是壹家國際性的⽣殖中⼼，提供包括華語等主流語⾔的協調咨詢服務。

GOLD

SIMPLE SURROGACY

www.simplesurrogacy.com

簡單代孕公司 (Simple Surrogacy) 創立於2002年，旨在通過輔助⽣殖幫助夫妻和個⼈實現家
庭的夢想。我們的創立是基於⼀個簡單的原則：以客觀合理的價格為我們的客⼾提供最⾼標準
的服務。我們是美國最⼤的代孕和卵⼦捐贈機構之⼀，並因我們的專⾨知識、客⼾⽀持和專業
精神在代孕界享有盛譽。簡單代孕公司已與眾多國際客⼾合作，以細緻的個⼈關注、及時的響
應、匹配的次數和實惠的價格協助他們完成為⼈⽗⺟的旅程。作為曾經的代孕⺟親、預期⽗⺟
或卵⼦捐贈⼈，我們的諮詢師、協調員和公司持有⼈在輔助⽣殖⽅⾯都富有經驗。我們很⾼興

以顯著降低了的成本為我們的客⼾提供業內⼈⼠的專家級知識，使眾多⼈⼠通過代孕成為⽗⺟親。

GOLD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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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FERTILITY SERVICES

www.americanfertility.com

美國⽣殖醫療中⼼是由⼀群過去有許多成功經驗的世界著名⽣育專家所創立，為全球LGBTQ社區服務，並成為
美國第三⽅⽣育的領導機構。我們開創性的線上系統匯集了所有相關⽅，促進溝通，透明，並簡化您的旅程。
我們使⽤最先進的⽣殖技術並提供前所未有的成本效益⽅案，保證能最⼤化您的成功率。

GOLD

CIRCLE SURROGACY

www.circlesurrogacy.com

Circle相信每個⼈都有做⽗⺟的機會和權利，也是基於這個信念⽽成立⾄今。20多年
來，我們幫助了許多⼈實現了成為⽗⺟的夢想，其中包括夫妻，單⾝⼈⼠，以及同性
戀⼈⼠，⼀共誕⽣了1700多位寶寶。我們可以為准⽗⺟們提供代⺟和/或捐卵者的匹
配，試管嬰兒診所，以及符合不同准⽗⺟們需求的輔助⽣殖⽅案。我們的平臺擁有律

師，社⼯，輔助⽣殖專業團隊⼈⼠，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擁有⼤量的捐卵者和代⺟，她們都懷著⼀顆幫助他⼈
成為⽗⺟的⼼，願意陪伴准⽗⺟們走完成為⽗⺟的這段旅程。我們的使命是連接，指導，並且幫助准⽗⺟們和
代⺟和/或捐卵者，共同完成⼈⽣中組建家庭為⼈⽗⺟最美好的旅程。如需更多資訊，請關注我們的網站：

GOLD

SAME LOVE SURROGACY

www.samelovesurrogacy.com

是⼀家由同志來經營提供全⽅位服務的卵⼦捐贈和代理孕⺟的機構，位於加
州⻄好萊塢。負責⼈Brad Spencer，Jay Cook-Wong和Danny Cook-
Wong是Same Love Surrogacy的靈感來源 - 三位同志⽗親通過代孕和卵⼦

捐贈⽽擁有家庭的個⼈經歷。這些經歷告訴我們，越來越多的LGBTQ通過輔助⽣殖技術尋求成為⽗⺟，我們希
望在回饋LGBTQ社區的同時幫助他們成為⽗⺟的⾝份。這就是Same Love Surrogacy的⽬標。我們三位負責⼈
想創建⼀個代孕機構，專⾨為LGBTQ完成實現⽗⺟的⾝份。 我們希望這個機構能為LGBTQ⼈們提供⼀對⼀的
指導，來實現他們成為⽗⺟的⾝份，運⽤我們在代孕和捐贈服務超過15年所累積的經驗，以及我們作為LGBTQ
⽗⺟的觀點。

GOLD

BOSTON IVF

www.bostonivf.com

30 多年來，Boston IVF ⼀直相信養育⼦女的⾃由—無論性傾向、性別
認同、或婚姻狀況。Boston IVF ⾃ 1986 年以來協助誕⽣的嬰兒超過

90,000 ⼈，是世界上最具成就的⽣殖醫學中⼼之⼀。其開創性的 LGBT ⽅案獲得了許多倡導性獎項，且締造了
多項⽣育領域的「第⼀」—包括位於新英格蘭的第⼀所幫助男性夫妻⽣孩⼦的⽣殖中⼼。Boston IVF 的國際
LGBT ⽅案專⾨服務海外居住或⼯作的個⼈和夫妻—提供⼀組專業團隊專精於為 LGBT 患者提供照護，並與世界
上最⼤的兩家線上冷凍捐贈卵⼦銀⾏獨家合作的夥伴關係。有他們對 LGBT 家庭構建的豐富知識（包括代理孕
⺟和卵⼦捐贈者匹對）—Boston IVF 國際 LGBT 團隊將在您⾝邊伴您走過每⼀步。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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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owinggenerations.com

Growing Generations 已經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的代孕和卵⼦捐贈機構之⼀。
Growing Generations 致⼒於為每個⼈和每⼀對伴侶量⾝訂做其服務計劃以符合他們的
需求，同時以最⾼的誠信度提供卓越的服務。Growing Generations 也為男性愛滋病毒
攜帶者提供精⼦處理服務，以便他們可以在試管受精期間和代孕過程中使⽤他們⾃⼰的
精⼦。

GROWING GENERATIONS GOLD

www.westernfertility.com

關於我們：⻄海岸⽣殖醫療中⼼和Kumar醫⽣的使命是使⽤最新的技術和設備，為患者提供壹個⽀持和舒適的
環境，以實現健康的懷孕。疾病預防控制中⼼將⻄海岸⽣殖醫療中⼼（WFI）評為全美和加利福尼亞州排名第
壹的IVF成功率。W FI診所是M.H.B.的唯壹成員，聯網於下屬診所內部代⺟，捐贈者，世界知名的醫⽣/胚胎學
家和無縫整合。WFI的不同財務⽅案和全⾯的護理使其成為您唯壹需要⼜在經濟上可負擔的壹站來培養您美好
的家庭。 Kumar醫⽣在全球範圍內旅⾏分享WFI的⾒解和專業知識，以及他如何幫助患者們追求他們想成為⽗
⺟的夢想。預約Kumar醫⽣請發郵件到info@westernfertility.com，亦可致電：+1 818 292 2242。

WESTERN FERTILITY GOLD

www.hrcrancho.com

HRC Fertility於1988年建立，是南加州唯⼀的全⽅位服務⽣殖中⼼。我們站在⽣殖臨床技術的前衛，提供真誠
，同理的關懷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案並為以⾃豪。 今⽇，HRC Fertility是美國最⼤的⽣殖中⼼之⼀，並經常
幫助我們在亞洲⽣活的國際患者。我們絕⼤部分的動⼒是⽀持我們的LGBTQ Community (同性/雙性/異性戀社
群)，無論是單⾝還是戀愛關係，這份愛是我們的使命，John Norian博⼠及其團隊完全致⼒於每位患者病歷，
也經常達最⾼懷孕率，同時也為同性戀⽗⺟提供平等機會。HRC Fertility的理念是幫助想實現家庭夢想的你我
將⽣殖醫學的精確科學溫暖化的風格呈現給各位。

HRC FERTILITY RANCHO GOLD

www.familysourcesurrogacy.com

家庭資源顧問⾃2007年1⽉成立以來協助⼤家在家庭建構⽅⾯已有12年的經驗。我們公司的總部位於芝加哥的伊
利諾州，達拉斯的德克薩斯州，邁阿密的佛羅⾥達州和聖地牙哥的加州都設有辦事處。作為ASRM（美國⽣殖醫
學學會）的成員，我們是第三⽅輔助⽣殖⽅⾯的專家，家庭資源顧問充滿熱情想經由代孕和/或卵⼦捐贈幫助⼤
家創造美滿幸福的家庭。 我們對待⼤家都⼀律平等！超過⼀半的預期⽗⺟都屬於同⼀性別家庭。我們期待著幫
助您更了解這條令⼈難以置信的⽗⺟之路，並希望通過電話,電⼦郵件,免費的Skype視頻或⾯對⾯的諮詢與您相
⾒歡。我們期待成為您建構幸福美滿家庭團隊的⼀員！

FAMILY SOURCE CONSULTANTS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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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ndreabryman.com

Andrea（安德莉亞）在⼼理健康領域有超過25年的⼯作經驗。她的早期職業培訓開始於老年病學領域，並在
住院精神病機構⼯作期間獲取和加強了她的測試和診斷技能。安德莉亞對輔助⽣殖的關註來源於她20多年前
開始組建家庭時的不孕癥經歷。從那以後，安德裏亞⽣了三個孩⼦，其中兩個采⽤了輔助⽣殖的⽅法。她的
過往和個⼈經驗為她提供了知識儲備，使她能夠熟練地評估潛在的卵⼦捐獻者和代孕⺟親，並且給予她同情
⼼，為尋求輔助⽣殖的個⼈提供⽀持和指導。作為ASRM, Pathway 2 Parenthood, ESHRE and Resolve的專
業成員，她通過研究和參與在機構中繼續她的專業成長。安德莉亞曾是卵⼦捐贈和代孕專業協會的董事會成
員以及通過卵⼦捐贈成為⽗⺟的組織機構（PVED）咨詢師。

ANDREA BRYMAN SILVER

www.us-surrogacy.com

US Surrogacy LLC was founded on the concept that the entire journey of starting a family should ALWAYS
be a personal experience. – We stand by your sid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help with all your needs
– working with top clinics and attorneys. We will help you select an egg donor and match with the ideal
surrogate. You will have full support throughout the pregnancy and during delivery. We always make

sure your family gets safely home! Founded in 2014, we are a full-service, hands-on, modern egg donor and surrogacy agency who
welcomes all backgrounds and lifestyles. US Surrogacy works with surrogates throughout the US to assist our cli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ing struggled with secondary infertility myself for 5 years and having LGBT loved ones in my own family, it is my
passion to help intended parents reach their dream of having a child. I share in your dream and take this journey by your side.

US SURROGACY LLC SILVER

www.extraconceptions.com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在2005年成立於加洲聖地牙哥，多年來專注於代孕及捐卵領域，已經為上千個家庭
實現擁有寶寶的夢想。與我們⼀起，無需感到壓⼒，因為您的每⼀步都會有我們專業⼈員的帶領。從前期諮詢到
代⺟匹配，⼼理⾝體檢查，法律援助及寶寶出⽣後的相關法律⽂件等⼀系列服務，我們都精益求精，⼒求完美。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SILVER

www.viosfertility.com

Vios⽣育研究所位於伊利諾州芝加哥市歡迎國際患者家庭前往美國尋求⽣育治療。我們在Vios⽣育研究所的使
命是為患者提供創新，科學，前沿的治療⽅式以及無與倫比的患者體驗，幫助我們的患者找到最有成功機會的
⽣育健康治療⽅法。

VIOS FERTILITY INSTITUTE SILVER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m

關於⽣育與外科協會： 美國加州⽣殖中⼼（FSAC）是美國名列前茅的⽣育實踐機構。通過全美領先得治療⼿
段和無與倫比得患者護理，我們成功協助了幾千位患者克服了⽣育⽣殖⽅⾯得難關。

FERTILITY AND SURGICAL ASSOCIATES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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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healthdiagnostics.org

At Innovative Health Diagnostics, we are a FDA Donor and Clinical Laboratory. We are
a family, supporting the creation of Beautiful Families, as a best in class laboratory.
Our passion resides in all the lives we have impacted supporting the creation of
beautiful families and serving those, the healthcare community, in carrying the hope
of family forward.

INNOVATIVE HEALTH DIAGNOSTICS BRONZE

www.cryosend.com

Cryosend IVF Transport & Shipping experts safely move human embryos, sperm and eggs for IVF clinics and
patient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via our personalized IVF Courier Hand Carry service and our
Coordinated IVF Shipping option. Whether it be for surrogacy or egg/sperm donation services, we can help to
move your IVF samples from lab to lab safely.

CRYOSEND BRONZE

www.artrisksolutions.com

作為⼀家專⾨從事降低輔助⽣殖技術社區風險的保險經紀公司，ART Risk 財務和保險解決⽅案有限公司具有17
年以上的經驗。為了獲得長期的客⼾滿意度，ART Risk將專業技術和當前的市場趨勢與協作型商業模式相結合
。我們的使命是通過建立可靠的夥伴關係和分享有價值的知識來評估、教育和為輔助⽣殖技術社區賦能，從⽽
為越來越多的家庭在他們獨特的⽣命旅程中創造內⼼的寧靜。

ART RISK BRONZE

www.rettenmaierlaw.com

Law Offices of Robert Rettenmaier, PC是壹家位於美國南加州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專註於代孕、捐卵、捐精
、以及捐贈胚胎的法律事務。我們同時還提供監管資⾦賬⼾的服務，保障您在代孕過程中的資⾦安全。
Robert 是律師事務所的創始⼈和主任律師。Robert 是眾多⾏業協會的成員，並經常參與他們的活動和會議，
以保證他掌握代孕這壹⾏業最前沿的信息和知識，同時他和美國不同州和各個領域的專家都有聯系。Robert
在開創他的律師事務所前曾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楊翌翮（Echo Yang）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她具有美
國加利福利亞州和中國⼤陸律師執照的律師。Echo對中⽂聽說讀寫都很流利。Robert Rettenmaier 律師事務
所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同時也把您的個⼈感受放在⾸位。如果我們能幫助您壯⼤您的家庭，這將會是我們的
榮幸。我們專註於幫助跨洋⽽來的您，實現您的夢想！

LAW OFFICES OF ROBERT RETTENMAIER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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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關於孕嬰爸爸 (MHB)

國際非營利組織MHB在全球有超過8,500名同志家長會員，

MHB致⼒為其會員提供教育與財務⽀援。

代孕研討會和會議
每年有超過1,800名與會者藉此接受協助，以及來⾃紐約市的⽉度研討會，與紐
約、舊⾦⼭、芝加哥、佛羅⾥達、台北、特拉維夫、多倫多和布魯塞爾的會議
中獲得的廣泛相關服務。這些會議是由著名的LGBT育兒組織協助統整，提供極
佳的機會，以獲得客觀的資訊，接洽眾多的相關服務提供機構，以及聯繫其他
進⾏代孕過程的委託⼈⼠。另有針對⼀般家長、特殊潛在客⼾和專業⼈⼠舉辦
的特別主題討論，包括為HIV病毒帶原者提供養育⼦女諮詢、如何與您的孩⼦談
論代孕和同志養育議題、通過代孕出⽣的青少年經驗分享，以及代孕⽅⾯的道
德考量。

同志育兒援助計劃（GPAP）
同志育兒援助計劃（GPAP）的⽤意，是為了讓代孕服務對男同志更為經濟實惠
。GPAP每年為數⼗對同志伴侶提供⼤幅折扣，以及來⾃69家⽣育機構的服務
，提供約750,000美元現⾦補助和免費服務。該計劃的資⾦來⾃活動贊助費和直
接捐款。第⼀階段：以全年接受折扣申請的原則，第⼆階段：每年為補助⾦⼈
選進⾏評估。

代孕顧問⽬錄
為了提⾼透明度和可負擔性，MHB對數百名完成代孕旅程的爸爸們進⾏了廣泛
的調查。運⽤所收到的數據，MHB編制了20個機構和診所獨家評核表，內容包
含滿意度、成功率和實際成本費⽤。這些資訊已經幫助許多準爸爸了解其價格
合理性，有效率的來節省數千美元。該⽬錄包括來⾃美國的100多家⽣育機構的
綜合列表，其中包含聯繫信息，服務項⽬說明，影片介紹和評論。透過通⽤諮
詢申請表，MHB的會員可以同時與數⼗家⽣育機構進⾏聯繫。

宣傳和國際合作
MHB的LGBT全球合作家庭組織網絡持續蓬勃發展。藉由加拿⼤，歐洲，亞洲
和以⾊列數⼗個合作夥伴的幫助，MHB將同性志育兒援助計劃的範圍擴⼤到14
個國家，同時參與並且宣傳我們的會議。MHB的代理諮詢委員會和全球各合作
夥伴⼀起致⼒推廣，對相關各⽅都有利的代孕模式。MHB並藉由協助學術研究
，促進社會⼤眾對代孕的認識，在Facebook上為⽗親和代理孕⺟建立MHB代孕
論壇，設立第⼀個代孕代⾔⼈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