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嬰爸爸

2020年亞洲台北
同志生育選擇國際論壇
2020 Asia Conference, Taipei
Parenting Options for Asian Gay Men

10月2-3日／台北W飯店

關於孕嬰爸爸

國際非營利組織MHB在全球有超過11,000名同志家長會員，
MHB致力為其會員提供教育與財務支持。

代孕研討會和會議

每年有超過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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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B會員福利計劃（MBP）

過去曾經參與和未來準備參與MHB的家長可以成為我們的正式成員，透過每年至少150美元的捐
款門檻，家長們可以享有超過50個業界領頭的代孕服務機構數千美元的折扣。此外，會員還可以
獲得各種獨享的指導和支持資源。

同志育兒援助計劃（GPAP）

在MHB會員的好處中，有一項是可以透過GPAP申請到更多的經濟援助，目的是為了讓男同志代
孕服務在經濟上更為能夠負擔。透過MHB會員福利計劃，尤其能提供給符合財務補助條件的上百
對男同志伴侶更高的折扣，其中包括給需要協助的伴侶約750,000美元現金補助和免費的服務。該
計劃的資金來自活動贊助費和直接捐款。第一階段：折扣申請原則是先到先審；第二階段：每年
進行補助人選評估。

代孕顧問目錄

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可負擔性，MHB對數百名代孕委託客戶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運用收到的數據，
我們編制了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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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幫助許多委託客戶通過了解價格合理性，有效率的服務提供商來節省數千美元。該目錄包括
來自美國100多家服務提供商的綜合列表，其中包含聯繫資訊、服務項目說明、視訊介紹和評論。
透過通用諮詢申請表，我們的會員可以同時與數十家服務提供商進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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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和以色列的數十個合
作夥伴的幫助，我們將同性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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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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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藉由協助學術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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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簡介

08:00 - 08:30 報到（8樓）

08:30 - 09:30 規劃您的親權之路（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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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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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 10:00 專家座談：法律面的問題（8樓 Grea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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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 Brian Klein（Falletta & Klein）
    ・ Ellen Trachman（Trachman Law Center）
    ・ Franco Ho（Lin & Partners）

10:00 - 10:45 專家座談：預算及保險考量（8樓 Great Room）

   多認識關於醫療保險和代孕補償金的方案
   （此部分由ART Risk贊助）
   主持人：Lisa Schuster（MHB）
   與談人：
    ・ Jeff Hu（SurrogateFirst）
    ・ Connie Yeh（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 Brad Spencer（Same Love Surrogacy）
    ・ Virginia Hart（ART Risk）

10:45 - 11:00 問答時間（8樓 Great Room）

   男同志生育補助方案（GPAP）
   與談人：
    ・ Ron Poole-Dayan（MHB執行理事）
    ・ Lisa Schuster（MHB－GPAP專案經理）

10 月 2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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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15 中場休息（8樓）

11:15 - 12:45 專家座談：代孕中的醫療（8樓 Great Room）

   準爸爸、捐卵者和代孕者需要何種醫療檢查？如何培育最好的胚
   胎？以及試管嬰兒的過程。
   （此部分由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贊助）
   主持人：Dr. Guy Ringler
       （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
   與談人：
    ・ Dr. Nurit Winkler（Los Angeles Reproductive Center）
    ・ Dr. Angie Beltsos（VIOS Fertility Institute）
    ・ Dr. John Norian（HRC Fertility Rancho）
    ・ Dr. Sandy Chuan（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 Dr. Vicken Sahakian（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

12:45 - 13:30 午餐（8樓）

   （此部分由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贊助）

13:30 - 14:00 如何選擇服務業者、預算和財務協助（8樓 Great Room）

   第二部分的議程，我們將提供如何挑選服務業者、省錢祕技，和
   尋求財務協助的支援之建議。主題包括：
    ・ 從何處著手（仲介、診所、代孕者或卵子捐贈者）
    ・ 選擇仲介和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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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 15:00 個人故事分享時間（8樓 Great Room）

   為了讓您從個人觀點更了解代孕，您將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族群
   的見證，如代孕得子的同志爸爸與子女、他們的代理孕母，以及
   卵子捐贈者。

15:00 - 15:30 中場休息

   （此部分由Center for Surrogate
       Parenting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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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免費參加會後交流活動

15:30 - 18:00 倡議與研究論壇（8樓 Great Room）

   『台灣同志育兒經驗：社會汙名影響與因應』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社會大眾對於同志擁有
   小孩是否做好準備？同志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又會面臨哪些挑戰？
   千辛萬苦終於順利成家的同志家長們，之後該如何面對社會對於
   「同志家庭」的汙名？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榮幸邀請以下講
   者，針對台灣同志的育兒現況、可能面臨的挑戰及因應策略，為
   MHB參與者提供成為準家長的建議與參考指南。
   演講者：
     ・ Luke 台灣同志爸爸
     ・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 郭媽媽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召集人Loving Parents of LGBT
     ・ 黎璿萍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TLFRA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TAIWAN LGBT FAMILY RIGHT
    ADVOCACY）的前身為「女同志媽媽聯盟」與「拉媽報編輯團
   隊」，我們是由同志家長與小孩，以及未來想有家庭的同志朋友
   組成。2011年正式立案後，積極進行社會倡議，為爭取同志家庭
   相關權益而努力。在台灣通過同婚專法後，我們的使命是以兒童
   福祉為根本，協助同志生養小孩，陪伴同志家庭小孩成長，連結
   同志家庭，促進社會理解家庭多樣性！

             18:00 會後交流&歡樂時光

   歡迎來八樓大會議室參加議程後的社交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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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分由HRC Fertility贊助）
    ・ 供應茶點
    ・ 註冊參加者將可得到一杯免費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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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星期六）

08:00 - 08:45 報到（8樓）

   享用大會招待輕便早餐及咖啡

08:00 - 13:30 同志爸爸資源展（8樓）

   來自美國、歐洲和日本的25家參與的生育診所、代孕機構、律師
   事務所和其他專業人士展出他們的服務和相關計畫說明。

08:45 - 09:00 議前安排與準備入席（8樓）

09:00 - 11:00 分組會議時間：與贊助機構談談（詳細地點請洽各單位）

   參加者將有機會與至多7個贊助機構的入門團體諮商。敬請把握難
   得機會多多認識這些仲介及不孕症診所。多數會議時間為18分鐘，
   外加2-3分鐘換組時間；少部分會議時間僅有8分鐘。所有會議將同
   時在4個會議室舉行，同志爸爸資源展於此時段將持續進行。

Studio 1 Studio 2 Studio 3 Studio 4

09:00 - 09:18

09:20 - 09:38

09:40 - 09:58

10:00 - 10:18

10:20 - 10:38

10:40 - 10:48

10:50 -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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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30 午餐

   （此部分由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贊助）

11:30 - 13:30 與專家視訊互動諮詢（詳細地點請洽各單位）

   多家診所和機構將於各場地，以視訊會議設備與與您進行即時的
   線上對談。諮詢毋須預約，我們的大門隨時敞開，您只需走進任
   何一個場地，就可以和來自美國的代孕專業人員進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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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Friday, October 2

08:00 - 08:30 Registration（8th floor）

08:30 - 09:30 Planning Your Parenting Journey（Great Room）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our comprehensive surro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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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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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 10:00 Expert Panel：Legal Issue（Grea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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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ian Klein（Falletta & Klein）
    ・ Ellen Trachman（Trachman Law Center）
    ・ Franco Ho（Lin & Partners）

10:00 - 10:45 Expert Panel：Budgeting and Insurance（Great Room）

   A closer look at medical insurance and surrogate
   compensation packages.
   (The panel is sponsored by ART Risk)
   Moderator：Lisa Schuster（MHB）
   Panelists：
    ・ Jeff Hu（SurrogateFirst）
    ・ Connie Yeh（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 Brad Spencer（Same Love Surrogacy）
    ・ Virginia Hart（AR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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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 11:00 Q&A Session（Great Room）

   The Gay Parenting Assistance Program (GPAP)
   Panelists：
    ・ Ron Poole-Dayan（MHB-Executive Director）
    ・ Lisa Schuster（MHB-GPAP Program Manager）

11:00 - 11:15 Coffee Break（8th floor）

11:15 - 12:45 Expert Panel: Medical Aspects of Surrogacy
   （Great Room）

   The medical screening of future fathers, egg donors and
   surrogates, the creation of optimal embryos, and the IVF
   process. (The panel is sponsored by
   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 Los Angeles)
   Moderator：
    Dr. Guy Ringler（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
   Panelists：
    ・ Dr. Nurit Winkler（Los Angeles Reproductive Center）
    ・ Dr. Angie Beltsos（VIOS Fertility Institute）
    ・ Dr. John Norian（HRC Fertility Rancho）
    ・ Dr. Sandy Chuan（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 Dr. Vicken Sahakian（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

12:45 - 13:30 Lunch

   （Sponsored by 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13:30 - 14:00 Picking providers,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Grea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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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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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 15:00 Personal stories panel（Grea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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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 15:30 Coffee break（8th floor）

   （Sponsored by Center for Surrogate
       Parenting）

  Optional Free Social Activities

15:30 - 18:00 Advocacy and Research Forum（Great Room）

LGBT Parenting in Taiwan: Facing social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In May 2019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Yet, is the general public ready for LBGT individuals and couples
to have children? What challenges will gay families encounter in their daily
lives? Having succeeded in their struggle to have a child, how will LGBT
parents face the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of being a "gay family" in
Taiwanese society?
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TLFRA") is honored to invite the
following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about becoming
parents with MHB participants. The speakers will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y parenting in Taiwan, possible challenges faced by LGBT parents,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such challenges.
Speakers:
 ・ Daddy Luke, Taiwanese gay father
 ・ Dr. Yu-Ying H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Ms. Georgia Kuo, Loving Parents of LGBT Taiwan Association, Director
 ・ Ms. Hsuan-Ping (Reese) Li, 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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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TLFRA)

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TLFRA,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established in 2005 first as a lesbian moms group, has been standing firmly
with LGBTQ+ families through the entire marriage equality campaign in Taiwan.
As a community organization we connect and support LGBTQ+ parents, their
children and future parents as dictated by the children's best interests. Our
mission after marriage equality is to advocate for LGBTQ+ parents' enjoyment
of full equality of family rights, which include the legaliza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adoption for LGBTQ+ couples and LGBTQ+ education in
schools. Our goal is not only creating a safe space for our rainbow families but
also a better world for everyone! 

             18:00 Post Conference Happy Hour（Grea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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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C Fertility)
   ・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 Registered attendees receive a
      coupon for one free drink.



Saturday, October 3
08:00 - 08:45 Registration／Light Breakfast（8th floor）

08:00 - 13:30 Gay Parenting Resource Fair（Great Room）

   Explore displays of materials and offerings from the 25 participating
   fertility clinics, surrogacy agencies, law fir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from the USA, Europe and Japan.

08:45 - 09:00 Welcome and orientation（8th floor）

09:00 - 11:00 Breakout sessions：come meet the sponsors
   （Various rooms on the 9th floor - se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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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o 1 Studio 2 Studio 3 Studio 4

09:00 - 09:18

09:20 - 09:38

09:40 - 09:58

10:00 - 10:18

10:20 - 10:38

10:40 - 10:48

10:50 -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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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30 Lunch

   （Sponsored by 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
       Los Angeles）

11:30 - 13:30 Drop-in interactive video consultations with exhibitors
   （Various rooms, please check with participating
       providers for more details)

   Several clinics and agencies will be available in rooms with
   video conferencing setup for real-time conversations with
   prospective parents. No need to arrange meetings before,
   the doors will be open and attendees can just walk into any
   of the rooms to speak to the surrogacy professionals from the
   USA in the same way they would have done so in the resourc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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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名單 Presenters

Angeline N. Beltsos, MD

Vios生育研究所由首席醫學官兼首席執行長Angie Beltsos博士領導，她
曾獲得婦產科（OB / GYN）和生殖內分泌與不孕症（REI）的董事會認
證，並且從1991年開始從事醫學工作。Beltsos博士完成了她於1991年在
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得醫學學位，並於1995年在伊利諾州芝加哥的羅耀拉
大學（Loyola University）擔任婦產科醫師。1997年，她在密蘇里州聖
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完成了REI的研究金。Beltsos博士和Vios團隊為患者
提供了創新和先進的生育治療方法，以滿足其計劃生育目標的多種需求
。他們在評估及改善為患者提供的護理和結果的新數據，研究和技術時
，努力保持開明和前瞻性的思維。 Beltsos博士是國際中西部生殖研討會
的創始人和執行董事，該會議是國際會議，每年世界一流的生育專家都
會一起開會，並探討和分享有關生育治療、技術進步和突破性醫學研究
的最新知識。

Sandy Chuan 全帥如, MD

Sandy Chuan全帥如醫學博士是美國婦產科委員會雙局認證的婦產科和
生殖內分泌和不孕症的專家。全醫生擁有豐富的研究和臨床經驗，擅長
復雜的試管嬰兒病例和第三方輔助生育技術。她用心為每位就診者提供
個性化的護理，並將最新的科學知識融入臨床護理中，帶來最高的成功
率。在她生育專家的職業生涯中，獲得了無數獎項，包括2017-2019年美
國的「頂級醫生」。在2018年，全醫生被聖地亞哥縣醫學協會（SDCMS
）評為「頂級醫生」，並有出版在《聖地亞哥雜誌》。1997年她從加州
大學爾灣分校（UCI）畢業，主修生物學和分析文學雙學位，輔修中文。
全醫生在2003年從久負盛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獲
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從業婦產科。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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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她在世界著名的加州大學聖
地亞哥分校（UCSD）醫學院完成3年的生殖內分泌及不孕症的專科訓練
和深造。全醫生與SDFC的團隊熱衷於為全球LGBQ人士建立家庭，他們
的使命是透過愛心和卓越的成功率，幫助所有就診者實現成為父母的夢
想。全醫生與家人在8歲那年與家人從台灣移居美國，精通英語和華語。

Virginia Hart

Virginia Hart在過去25年裡是一名保險經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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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透過商業
保險、專業產品還是財務案例管理，皆與客戶合作尋找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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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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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一直專注於向客戶提供知識，協
助他們更好地瞭解自己的責任風險，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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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ranco Ho 何牧樵

何牧樵為恆業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專精於法規遵循、公共政策、國際
企業及跨國商業交易。何顧問具法律、公共政策與企業管理之多元背景
，擁有東吳大學法法學學士、美國柏克萊大學法學碩士、荷蘭萊頓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及法學碩士學位。何顧問為加州執業律師，精通英文、中
文與西班牙文。恆業法律事務所經多個全球知名律師評鑑機構評選為臺
灣地區最佳之全方位律師事務所，其專業團隊成員具臺、美、英、香港
等地之律師資格。立基於民事法及行政法領域之豐富執業經驗，恆業法
律事務所致力於成為臺灣地區提供跨境生殖及代理孕母相關法律服務之
先驅律師事務所之一。

Jeffrey Hu

Jeffrey Hu為SurrogateFirst LLC的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SurrogateFirst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代孕機構，成功幫助諸多伴侣和個人建立美滿家庭。
我們的員工遍佈美國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亞利桑那州、佛羅
里達州、德州，以及亞洲的上海和深圳，且英語、中文、法語和西班牙
語流利。SurrogateFirst是一支真正的全球化團隊，可勝任為全世界準父
母提供服務。Jeffrey曾在中國有15年工作經驗。做為一名代孕準父母，
他自己也努力了近十年才完整了一個家。因此Jeffrey對國際代孕的挑戰
和喜悅感同身受。在創辦SurrogateFirst之前，Jeffrey曾擔任Atomic 
Recruitment的創始合夥人10年。該人力資源獵頭公司在中國5個辦事處
擁有200多名員工，為「財富」500強客戶服務。他曾榮獲加州大學歐文
分校經濟學學士學位，在南加大馬歇爾商學院榮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Dr. Yu-Ying Hu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領域為性別少數人權與運動，同志生殖經驗、酷兒親屬、認同政治
等。研究作品散見於女學學誌、台灣人類學刊、Sexualities等中英文學
術期刊。同時也是女同志媽媽，育有一子，母職歷險記進行中。

Brian Klein

Brian Klein是Falletta & Klein法律事務所合夥人之一，於2011年加入，
並專門從事生殖法律工作。 Brian目前管理Falletta & Klein的法律合同部
門，每年他都會幫助數百個家庭完成代孕和卵子捐贈的法律工作。Brian
同時也是Falletta & Klein的國際關係團隊的領導人，他建立了所有美國
生殖法律事務所中最大的中文團隊。從他加入事務所以來，他與他的中
文團隊已經成功幫助了上千位來自亞洲的客戶。 Brian Klein經常在國際
性的代孕研討會中演講，為跨國界的代孕以及卵子捐贈法律問題提供指
導，同時也提供加州法律的法律諮詢。他也是SEEDS（卵子捐贈及代孕
道德規範社團）的法律委員會成員之一。 Brian持有州執業律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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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子一女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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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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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an-Ping Li 黎璿萍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同家會身為倡議台灣婚姻平權法案的主力團體之一，並協助爭取同志社
群無血緣收養與人工生殖權利，進一步協助打造友善同志生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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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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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 Lin 林志杰

曾在美國矽谷從事律師工作，返台後創立杰德影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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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透過美國代理孕母成為一位同志爸爸, 有一對雙胞胎。

John Norian, MD

HRC Fertility John Norian醫學博士是美國不孕症及內分泌科雙主治專業
醫師，他熱衷於幫助男同性戀者實現成家的目標，並透過卵子捐贈和代
理孕母使其成為家長。他的目標是要以溫暖的方式，並結合不孕症科學
技術來實現家庭理念。Norian醫學博士非常積極參與所有臨床決策以及
所有生育治療程序，使我們團隊獲得最高的成功率。作為Family Equali-
ty和SART的董事會成員，Norian醫學博士極力地幫助同性戀患者和更多
LGBT族群提供有關生育選擇、信託，並提高更多同志人權意識。Norian
醫學博士在加州柏克萊獲得本科學位，於皇家外科醫院獲得醫學學士，
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完成住院醫師培訓，並在著名的國立衛生研
究院計畫中獲得獎金。

Guy Ringler,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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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畢業於密西根大學並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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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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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有關建立家庭的醫
學方案。他現在與建築師丈夫Mark Rios一起在洛杉磯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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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en Sahakian, MD

Sahakian醫生是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的首席醫療官，
該中心亦是美國領先的生育診所之一，參與世界各地7000多名嬰兒的誕
生。Sahakian醫生將指導您在這段旅途中的每一步，幫助您獲得最有價
值的經歷，並成立自己的家庭。Sahakian醫生的最關注的是在同性伴侶
以及治療不孕症的個案。他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是，有了他，數以百計的
LGBTQ+伴侶實現了他們擁有一個家庭的夢想。Sahakian還專精於治療
高齡產婦，包括尋求透過捐贈卵子治療不孕的停經婦女。來自超過75個
國家，包括名人和皇室成員在內的準父母，都獲得了Sahakian醫生的支
持與照護。

Ellen Trachman

Ellen Trachman創立了Trachman Law Center, LLC，目的是為希望通
過輔助生殖技術建立家庭的人們，提供專門而富有同理心的法律代理。
Trachman女士還是Bright Futures Families的共同創始人，此為一家代
孕媒合組織，致力於提供當地的實質幫助。Trachman女士畢業於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後來畢業於埃默里大學法學院。她是美國律師協會輔助
生殖技術委員會，科羅拉多州LGBT律師協會和美國生殖醫學學會的會員
。Trachman女士獲得了丹佛同性戀商會的2015年度女性企業家獎，以
及科羅拉多州GLBT社區中心的2017年度志願者獎，並於2018年被《丹佛
商業雜誌》評選為丹佛最佳40歲以下的40名企業家之一。Trachman女
士每週在abovethelaw.com網站上撰寫有關輔助生殖技術法律問題的
專欄，並聯合主持「我要妳做我的代孕媽媽」播客節目。

Brad Spencer

Brad Spencer是Same Love Surrogacy（同愛代孕）的創辦人及負責
人。同愛代孕是一家位於美國洛杉磯領先全球的卵子捐贈以及代孕代理
機構。Brad和他的先生透過IVF試管醫療技術，並有幸由他先生的親屬願
意作為卵母，還有另一位優秀的代理孕母為他們誕下了一對男雙胞胎。 
經過個人的親身歷程，創辦人們在2014年用心打造了一家全方位服務，
由同性父親們負責營運的代孕代理機構。Brad為LGBTQ族群提供頂尖服
務而聞名全球，幫助他們以第三方生育輔助建立自己的家庭。他成功為
不少LGBTQ圓夢成為家長，其中包括愛滋確診者。同愛代孕與行業中最
富盛名的專業人士緊密合作，包括位於美國的生殖醫師、辯護律師、信
託公司以及保險經紀。Brad居住並生長於美國洛杉磯，在創立同愛代孕
前，他是一位擁有20年經驗的成功投資銀行家，畢業於美國加州州立大
學北嶺分校，有商務管理學士學位。Brad常年積極支持並志願幫助The 
Trevor Project，一家美國國立為LGBTQ青年族群促進精神健康和預防自
殺的非營利機構。

Martin Tzou 馬丁

馬丁，現任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理事、人工生殖小組義工

馬丁與法國伴侶小羅從2014年開始搜集資訊、2016年先在國外結婚、
2017年赴美捐精及尋找代理孕母、2019年秋天兒子小山豬順產於南加州
，整個海外人工生殖程序前後經歷了近五年的時間。這期間又正逢台灣
通過同婚專法，兒子在今年也順利的被小羅收養。在2019年，馬丁也加
入了公益組織同家會做爲理事，除了爲孩子與自家爭取該有的權益，也
積極的投入人工生殖小組工作行列，參與家長聊天會和人工生殖咨詢分
享會，為其他想透過同樣方式成家、還在摸索的同志朋友們傳授一些自
身經驗，為台灣同志族群盡一點微薄的力量。



Connie Yeh

出生於美國德州，從小居住台灣，台灣中興大學畢業後在美國取得碩士
學位，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的捐卵代孕仲介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擔任代孕協調員，協助辦理準父母與代母從配對到寶寶順利出生之間的
所有流程。自己有兩位可愛的孩子，因此也希望幫助其他人來圓個有孩
子的夢。

Nurit Winkler,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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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
UTSW大學完成了她的培訓，並獲得多個教學和研究獎項。Winkler博士
畢業於義大利著名的帕維亞大學，獲得醫學學位。在歐洲和以色列完成
培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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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流利地說三國不同語言，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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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經驗與對工作的熱情和投入，實踐了全國最高的懷孕成功率。

孕嬰爸爸團隊 MHB Speakers

Jenny Congiardo, MHB－Director of Operations

Jenny於2017年10月加入MHB，在被任命為營運總監之前，她在機構
中擔任過多個角色，帶來多年與非營利和企業組織溝通的經驗，幫助提
高MHB的效率和效益，同時借鑑她在教育領域的經驗，讓每個與MHB
有交集的朋友們保持有益和愉快的經驗。Jenny在中佛羅里達大學獲得
學士學位，她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生活在陽光明媚的佛羅里達州。

Ron Poole-Dayan, MHB - Executive Director

Ron是Men Having Babies的執行董事和創始人。他在美國和國際市場
營銷和業務戰略方面擁有20多年的經驗。Ron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
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碩士學位，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獲得工商管理學
士學位。 Ron的伴侶Greg Poole-Dayan是Wartburg的首席運營長，
他是是紐約州首屈一指的高級醫療保健和住宿服務提供商。這對伴侶在
1994年相遇，並且是全美第一批以妊娠代孕來生育孩子的同性伴侶。
他們的雙胞胎寶寶於2001年出生，是由Greg的姐姐捐贈卵子，並由代
理孕母懷孕。Ron自2005年以來一直擔任MHB專案協調員，並於2012
年7月受任命為MHB的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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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Schuster, MHB - Director Gay Parenting Assis-
tance Program (GPAP) 

Lisa於2018年1月加入MHB團隊，擔任GPAP第二階段的個案經理，後升
任為GPAP總監。Lisa的職責包括發展持續的合作夥伴關係以支持GPAP
，並進一步擴大計劃範圍，協調第二階段人選的選拔和配對過程，以及
管理他們的旅程和預算，直到個案成為父母為止。Lisa的專業背景是業務
發展並與政府訂定相關合約。她也擔任過當地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主管和
規劃師。Lisa曾兩度協助一對法國男同志伴侶，擔任他們的代理孕母。
Lisa與丈夫和三個孩子住在馬里蘭州。

分組會議演講者名單 Breakout Sessions

Christene Anthony

Christene 在公司擔任準父母個案經理一職，並致力於在整個代孕過程中
為準父母提供資訊與幫助，包括討論代孕方案及孕母配對、財務及法律
管理，以及懷孕和分娩計畫等。Christene將她的事業重心放在幫助他人
身上，首先站在公司部門立場，再以獨立顧問的身份協助準父母們與代
理孕母獨特的代孕關係。不少準父母前來向Christene諮詢代孕方面的問
題，深深了解到她的經驗極為寶貴。Christene持有婚姻和家庭治療文學
碩士學位。她曾擔任小學和私人診所顧問。而在公司外部事務，她專門
從事慈善事業和大型社區的志工項目。她曾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授給
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年人，學習不同文化，建立國際間的友誼。

Hiroki Aoyama 青山弘樹

日本合夥人, 日本京都龍谷大學, 社會經濟學部教授, 日本海外醫療協會, 
生殖醫學分會特聘專家

Ying Asano

Ying出生於中國廣西，12歲跟父母移民到美國，在美國加州聖馬哥大學
人體健康本科畢業。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的捐卵代孕中介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有7年多的工作經驗。作為E.C.代孕部門主管，她協助準父
母和每個代孕協調團隊把代孕週期順利的完成。她自己有兩位小孩子，9
歲的大兒子叫Ethan, 5歲的小女兒叫Genesee。有了這兩位可愛的小孩
子，她的生活充滿了幸福和歡樂。她希望每一位準父母都能夠擁有這樣
的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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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Hsieh

在加入Love & Kindness Surrogacy（愛慈）之前，執行總監Jasmine 
Hsieh曾在美國前幾大的頂級代孕律師事務所工作多年，幫助超過一千名
的準父母，以及幾百名代理孕母和卵子捐贈者，提供顧問、翻譯、以及
管理服務。她也曾經受邀於2017年（伊利諾州芝加哥）和2018年（加州
科斯塔梅薩）在美國卵子捐贈和代孕倫理學會演講。Jasmine擁有數學
學士學位和輔修數據分析，並曾在美國Fortune雜誌排行百大的企業商務
智慧部門任職。她本身也是五次成功捐贈卵子的捐贈者，她將自身和就
業以來的所有經歷都轉化為寶貴的專業知識，與她的科技業背景結合，
竭誠為準家長提供幫助。身為愛慈執行總監，Jasmine致力於確保準家
長在完成代孕的旅途中，盡可能地負擔得起，且無壓力，並確保一切以
最高的效率和專業精神進行。

Jay Cook-Wong

Jay Cook-Wong是Same Love Surrogacy（同愛代孕）的負責人和創
始人。同愛代孕是一家由同志經營並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卵子捐贈和代理
孕母機構，公司位於加州西好萊塢。Jay和Danny Cook-Wong結婚以
後，透過卵子捐贈和代孕的方式擁有了自己的家庭。這些個人的經歷告
訴我們，越來越多LGBTQ族群透過輔助生殖技術來成為父母，而我們希
望在回饋LGBTQ族群的同時，幫助他們成為父母。Jay出生於密西根州
，搬到加州20年，現在與丈夫和雙胞胎男孩住在洛杉磯。他曾擔任健身
俱樂部的總經理和醫院註冊護士。 他擁有健康與健身管理學學位和護理
師學位。Jay結合他的管理和醫療經驗來幫助LGBTQ建立家庭。

Elizabeth Barbieri, MD

Barbieri醫生是ORM生育中心（前身為俄勒岡生殖醫學中心）的主要醫
生合夥人之一，ORM生育中心因其一貫的高成功率以及在美國最大和最
成功的捐卵代孕體外受精項目獲得全球認可。她因客製化照顧而備受推
崇，並通過體外受精、捐贈卵子、代理孕母和生殖基因學建立家庭。她
對植入前遺傳學診斷特別感興趣，並且是指導ORM基因學工作的主要醫
生。她在ORM捐贈者和代理孕母項目中的高醫療標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她於2009年加入ORM。Barbieri醫生是一名經過醫學委員認證的生
殖內分泌學家。她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耶魯大學的學士學位，並在康乃狄
克大學醫學院、西北大學麥格醫學中心和威爾康乃爾生殖醫學中心完成
了醫學培訓。她很榮幸能與全球的LGBTQ家庭合作，並致力於幫助所有
患者在第一次嘗試時實現健康寶寶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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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

Peter和他的家人住在中國上海。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他充滿鬥志，每
天都過得很開心。除了工作和志願服務，Peter喜歡花時間和孩子們在一
起，看著他們每天綻放著精彩有趣的個性。Peter做過報社編輯和記者。
他做事嚴謹，責任心强。同時，作為一名透過代孕而成為父親的他，還
擁有廣泛的第三方輔助生殖常識。Peter於2019年加入FSC團隊，他利用
個人經驗和專業知識幫助中國準父母成功實現成家夢想。Peter堅信在
FSC團隊的幫助下，我們的準父母客戶很快就會一個「爸爸」「媽媽」的
新身份。

Mark Schroeder

Mark Schroeder是GSHC國際代孕機構的市場及客戶關係部主管，同時
也是同性關係家庭的倡議者。Mark一直兢兢業業地協助準父母做好代孕
準備，確保準父母們在踏上代孕之旅前能充分了解代孕的各種資訊，安
心愉快地展開代孕之旅。在加入GSHC團隊時，他深知自己的使命是做
好準父母和代理孕母間的溝通橋樑，以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實現美滿的
家庭夢想。他會按照客戶訂製出符合不同家庭的個性化代孕方案。正式
對代孕事業的不斷努力和自身散深的幽默，讓他自然而然地成為GSHC
市場和客戶關係部的領導者，也是客戶可信賴的合作對象。Mark常會興
奮地說：「在我心裡，有愛就有家！每個人都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家庭，
任何父母都願意承擔照顧寶寶的責任，享受為人父母的快樂。我期待幫
助他們實現夢想！」

Lina Li 李娜

自2011年起，李娜已經完成上千個試管嬰兒的諮詢，也成功在大中華區
指導200對以上的代孕準父母。作為一個中國準父母的親身經歷，使她以
獨特的視角為台灣和中國的夫妻或個人用心服務，讓未來的準父母在「
SF美國第一助孕」開始代孕的旅程充滿信心。SurrogateFirst美國第一助
孕，幾乎整個團隊都是經驗豐富的美國代理孕母，或著是曾經的準父母
。我們用專業、同理、尊重和真誠的愛為客戶服務。我們的團隊很欣喜
，也很榮幸有機會協助您開始您的旅程。李娜，就像許多其他的準父母
一樣，因為嘗試了多次失敗的試管嬰兒，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情感和金
錢，才開始走上代孕这條路。在橫跨中國大陸、香港、美國和泰國的六
年旅程中，經過多次的試管嬰兒失敗，她最後透過代孕與寶貝們相遇，
得到祝福。他們全家會永遠對代理孕母，以及曾經在過程中幫助過她的
人們心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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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Shapiro, MD

拉斯維加斯生殖中心創始人及院長Dr. Bruce Shapiro，作為連續20年的 
「全美最佳生殖醫生」獲得者，得到美國婦產科專業委員會、美國生殖 
內分泌不孕不育專業委員會的最高等級雙重認證。他是全美首位將「囊 
胚移植」進行標準化，首位將卵巢過度刺激症(OHSS)患者的治療方案 進
行標準化，還是首位研究讓「冷凍胚胎移植」擁有更高成功率的生殖 專
家，他為生殖醫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他還在美國內華達州
大學醫學院泌尿生殖與不孕不育系 擔任系主任。Dr. Shapiro非常注重如
何為有不同特別需求的準家長提供 個性化的診療方案，他親切、熱情、
嚴謹的態度深受國際客戶喜愛，在 生殖界他是成功率、同理、尊重和正
直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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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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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Serwa

麥可是Surro Connections的專案協調員，通曉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是準爸媽們和代理孕母間的溝通橋樑。麥可現居西班牙巴塞隆納，本身
也是透過卵子捐贈者及代理孕母的協助，成為3個小孩的父親。他和先生
在2017年迎來了長子Noah，並在2019年喜獲雙胞胎女兒Leah和Maya
。麥可曾經在一家大企業工作了8年，在兒子出生後，他決定將自己的經
驗回饋給代孕社群，並幫助其他想要擁有小孩的父母實現建立家庭的夢
想，他們在2019年將未使用的胚胎捐贈給一對住在加州的同性伴侶，這
個家庭現在也正準備迎接一個小男孩的誕生。麥可富有同理心和熱情，
並樂於與您分享他的經驗，他將在代孕過程中為您提供服務與關照。

Mousa Shamonki, MD

Shamonki醫學博士在佛蒙特大學獲得了醫學學位和婦產科住院醫師資格
。他在康乃爾大學完成生殖內分泌學和不孕不育研究專案，該專案被該
領域的許多人認為是美國最重要的研究專案。獲得獎學金後，Shamonki
博士花了一年時間在紐澤西州生殖醫學協會完善自己的技能，在那裡他
做了數千次超聲波檢查和手術。2006年，Shamonki博士加入了母校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作為體外受精和輔助生殖的主任，迅速將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的體外受精專案發展成為一個卓越的中心。他發表了許多
論文，並獲得多個獎項，包括婦產科傑出醫師Carbee獎，患者選擇獎和
美國頂級醫生獎。用他的話來說，「我很幸運，在成長過程中，我可以
從父親Issa Shamonki博士的觀點學習生殖醫學，他是這一領域的先驅之
一。我希望能繼續他的傳承，為患者們提供最優質的，富有同情心的關
懷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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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Fertility Center of Los Angeles

選擇診所是您需要做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三十年來，人們一直選擇洛杉磯太平洋生育中心。
PFCLA成立於1991年，是美國領先的生育診所之一。我們的成功率在全美名列前茅，我們已經參
與全世界高過7000個幸福、健康寶寶的誕生，實現成家的夢想。我們專精於帶領LGBTQ+準家長
，並理解這是一個複雜且需投入情感的過程。包括各領域名人和皇室成員在內，有來自75多個國
家的人們受惠於我們的服務與支持。我們只與美國最好的卵子捐贈者和代孕者合作，進而實現最
理想、最精心策劃的配對。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您擁有最值得的體驗。

www.pfcla.com

合作機構

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

聖地亞哥生育中心(San Diego Fertility Center)在1989年建立，是全球最受尊敬的生育中心之一
，擁有領先的設施設備.我們國際著名的生育專家不斷努力，通過融合新興的研究，科學和尖端技
術來幫助您獲得卓越的成功率。我們力求以充滿尊重理解的方式來對待每一位就診者，為每個家
庭提供愛心及個人化的醫療服務。SDFC很榮幸為幫助LGBT人士建立幸福完整的家庭而不懈努力
。運用試管嬰兒，卵子捐贈，代孕，和人工授精等輔助生育技術，輔助大家實現為人父母的願望
。SDFC非常重視為每一位就診者提供方便，高效率的治療程序幫助大家成功組建家庭。所以在
90年代SDFC建立了我們的內部卵子捐贈機構，為準父母提供已經通過醫療檢查的捐卵者，減輕
時間上的負擔。準父母可以自由選擇內部捐卵者或外部捐卵機構合作。SDFC也與全美多家知名
代孕中心合作，提供一站式高效生殖輔助服務。此外，SDFC的成功保證財務方案，讓準父母在
安心和擁有信心的環境完成美滿家庭的夢想。

www.sdfertility.com

Center for Surrogate Parenting, LLC

Ovation® Fertility與其合作夥伴公司Center for Surrogate Parenting致力於為國際LLGBTQ族群
提供全面的生育服務，幫助客戶建立家庭。眾多希望成家的男女選擇Ovation獲得可負擔的捐贈
者冷凍卵子、代孕服務和美國一流生育專家的協助。Ovation的美國生殖內分泌學家和科學創意
領導者致力於提供普惠性生育護理服務。Ovation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有效的生育護理方式，降低
成家的成本。Ovation的試管嬰兒與遺傳學實驗室，以及附屬的醫生診所採用最先進的生育服務
，提高試管嬰兒的成功性，為所有懷揣希望的家長提供成功孕育的最佳機會。針對需要試管嬰兒
服務的客戶，Ovation還可以提供先進的孕前截體篩選、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檢測和冷凍卵子，以
及胚胎和精子的安全儲存服務。

www.creatingfamilies.com



www.samelovesurrogacy.com

Same Love Surrogacy

Same LoveSurrog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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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西好萊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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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M Fertility

ORM生育中心是全球領先的捐卵代孕體外受精診所之一。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幫助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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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大型卵子捐贈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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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的資源。ORM是最有經驗
的代孕體外授精診所之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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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RMFertility.com

California Fertility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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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liforniafertility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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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enter for Human Reproduction

Our European Center for Human Reproduction consults all categories of intended par-
ents about their reproductive rights. We are specialists in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production (IVF). When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productive tourism but worry 
about laws and rules we are here to help.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everybody has equal 
right for parenthood. Single or couples are equally welcomed, so everyone can become 
a parent.

www.reprolife.net

GSHC Surrogacy Agency

GSHC國際代孕座落於美國洛杉磯，是一家國際認可的綜合代孕服務機構。GSHC由一批愛寶寶、
對代孕事業充滿熱情的人員組成，全心全意地幫助有需求的客戶實現求子之夢，以最高品質的服
務滿足客戶及代理孕母的需求。與多數機構不同的是，我們的客戶專員本身有代孕經驗，因此更
加了解準父母和代理孕母在代孕期間的流程和雙方需求。我們提供專業、優質、全面的服務，解
決客戶所擔心的問題。我們會高效、快速地從全美篩選出健康、符合客戶標準的代理孕母，在建
立客戶檔案一個月內迅速完成配對工作。此外，我們還與資深律師、醫生、心理醫生服務團隊進
行合作，能在身體和心理上全面篩選代理孕母，同時在法律上保障客戶利益。GSHC樂於幫助求
子夫婦、單身和同性伴侶完成成家夢想。有GSHC的陪伴，讓您的代孕之路便捷安全。

www.gs.healthcare/index.php

www.viosfertility.com

Vios Fertility Institute

Vios生育研究所位於伊利諾州芝加哥市，歡迎國際家庭前往美國尋求生育治療。我們在Vios生育
研究所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創新、科學、尖端的治療方式，以及無與倫比的體驗，幫助我們的客
戶找到最有成功機會的生育健康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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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 Fertility Rancho

HRC不孕症中心的使命是幫助大眾以最新技術、最合理的價格，提供關懷以及富有愛心的護理，
幫助人們實現夢想。與其他中心不同的是，客戶將擁有專職貼心的指定護士參與過程中的每個步
驟，Norian醫學博士也會親自進行大部分的超音波檢查、取卵和胚胎移植手術。我們相信，以客
戶為中心的個人化護理，可以在美國大大的幫助並提升最高懷孕成功率。我們在南加州設有九間
分院，Norian醫學博士與他的團隊跟許多代孕和卵子捐贈者密切合作，這一步有助於改善護理並
降低額外費用。HRC不孕症醫學團隊是LGBTQ團體有力的提倡者，無論是單身還是已婚以及戀愛
關係中的各位，我們都將愛視為第一優先。

www.hrcrancho.com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成立於2005年，是一間國際代孕及捐卵仲介公司。今年是我們的15
週年慶，我們也因此提供了一系列的促銷活動。我們位於加州的聖地亞哥，並在美國、加拿大和
墨西哥提供代孕服務。我們仲介提供卵子捐贈者以及代母來幫助準父母建立屬於自己的完美家庭
。我們以敏銳、尊重和嚴謹的態度對待試管嬰兒生育的每一個環節，我們的宗旨是幫助準父母圓
夢。從最初配對到寶寶的出生，我們將全程為您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我們相信，在整個過程裡，
每一個角色都極為關鍵，而團隊合作的方式能幫助我們達成目標。無論您是代理孕母、卵子捐贈
者或是準父母，每一方都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擁有經驗豐富的協調
員，以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應有的最佳體驗。

www.extraconceptions.com

Los Angeles Reproductive Center

洛杉磯生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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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戶和LGBTQ族群提供服務，也是世界各地有生殖需求的伴侶及個人的首選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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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中東等，幾乎每一個大陸的30多個國家的個案成功完成試管嬰兒、
卵子捐贈和代孕。LARC在懷孕成功率和客戶滿意度一直位居全美前列。同時，LARC擁有自己的
捐卵庫、具備最新科技的國家級實驗室、提供多種服務語言的醫助團隊，國際客戶還可選擇更細
緻全面的禮賓服務。中心還提供一些非常獨特的經濟方案，如「承诺帶寶寶回家計劃」。LA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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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都畢業於美國世界一流學府，並且都獲得了許多學術和臨床專業知識領域的獎項。畢業後，兩
位醫生一起工作了許多年，期間他們的醫術更臻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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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提供個性化的醫療方案，這些都讓LARC成為國際病人的不二選擇。

www.losangelesreproductive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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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 Surgical Associates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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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ertilityassociates.com

Surro Connections

Surro Connections位於美國奧勒岡州，由梅根·霍爾(Megan Hall)女士在2010年創立，梅根有
3個可愛的孩子，最小的女兒是透過精子和卵子捐贈者的協助而誕生，她本人也曾為3個家庭擔任
過代理孕母。 Surro Connections的服務團隊遍及美國7個州和歐洲地區，成員們都是曾經擔任代
理孕母或本身也經歷代孕過程的父母親，Surro Connections團隊迄今已協助超過280個寶寶來到
這個美麗的世界。 我們期盼瞭解您的需求，並在這個即將改變您人生的代孕過程中，持續提供關
懷。我們將從嚴謹的媒合階段開始，一路陪伴您，並在代孕的每個階段確保您和代理孕母都感到
安心。我們也將與心理醫師、律師、診所和其他第三方專業人士攜手合作，給予您最大的支持和
協助。

www.surroconnections.com

www.scrcivf.com/

Southern California Reproductive Center

在SCRC，我們世界知名的醫生和尖端設施，提供最高水準的生育護理，以幫助建立世界各地的
家庭，並提供個性化和富有愛的照顧護理服務。我們引以為豪的是落實包容，並支持多元族群。

www.utbabyjp.com

UT Lishe Uterus

株式會社UT麗舍國際醫療是註冊於英屬維京群島的Infinite Telomere控股旗下的生育醫療業務品
牌，由來自美國，日本，泰國，中國的四位業內專家聯合創立；主營國際聯合試管嬰兒醫療項目
管理；配子子宮輔助生育系統；人類遺傳物質（配子）冷凍庫及其衍生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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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 Kindness Surrogacy

愛慈致力於讓準家長能夠負擔代理孕母的花費。我們力求一切流程和細節公開透明、與每個客戶
進行一對一的合作，以製定最適合他們的代孕計劃、預算和時間表。使命感、同理心和愛心使愛
慈在代孕過程的各個方面為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包括提供業界唯一的案件管理app。愛慈是由
父母、代理孕母和卵子捐贈者組成的機構，團隊中每位成員都有豐富的經驗，包括所有案件經理
都是曾經是代理孕母。愛慈的執行總監是台裔美籍、曾親自協助了超過一千多位的準家長完成代
孕，因此我們也能夠為海外的準家長們提供顧問服務。

www.loveandkindnesssurrogacy.com/en/

www.FamilySourceSurrogacy.com

Family Source Consultants

Family Source Consultants創立於2007年，作為一家綜合性的代孕和卵子捐贈機構，在第三方生
殖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在伊利諾州、加州、佛羅里達州、德州、華盛頓特區及紐約州等美國
多處設有分支機搆。針對選擇這條通往父母之路的個人，FSC以專業精神和同理心為動力，為每
位客戶提供優質、個性化和貼心的服務。FSC的亞洲項目由在第三方生殖領域擁有超過13年經驗
的專業人士組成，他們也透過代孕和卵子捐獻成為父親。FSC準父母中約有一半是國際同性伴侶
客戶。

www.circlesurrogacy.com

Circle Surrogacy

Circle 代孕與捐卵公司的成立是基於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成為父母的信念。時至今日，這種信念
已成為我們公司的核心。 20多年來，我們幫助來自世界各地的準父母，迎來超過2,200多名寶寶
，準父母包括同性戀人士，夫婦和單身人士 。Circle是一個由社工，律師，會計師，諮詢專員以
及項目經理和協調員組成的專業團隊；更重要的是，我們團隊很多是準父母，代孕媽媽和捐卵者
，我們有很強的同理心和使命感。我們的創新費用計劃，包括固定成本計劃，無限次匹配和無限
次IVF計劃，旨在幫助更多準父母降低可變成本。 我們的使命是，通過聯繫，指導和支持準父母
，代孕媽媽和卵子捐獻者，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準父母迎來寶寶。和Circle一起，讓為人父母不再
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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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ndreabryman.com

Andrea Bryman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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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ertility Center of Las Vegas

美國拉斯維加斯生殖中心始建於1988年，生殖專家團隊中，包括連續二十年的“全美最佳生殖醫
生”獲得者、“全美最佳胚胎學家”獲得者、傑出醫學貢獻獎得主，同時所有醫生都擁有美國生
殖內分泌不孕專業委員會的最高認證，成就了擁有全美頂尖成功率的生殖中心。三十多年來，拉
斯維加斯生殖中心已接待了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客人，提供了試管嬰兒、代孕、凍卵、捐精捐卵
、性別選擇、基因染色體疾病篩查等眾多項目。同时，中心擁有自己獨立的捐卵人數據庫、並可
以幫您配對代理孕母、提供無憂的包成功套餐，為傳統夫妻和LGBTQ客人簡化全過程。其生殖中
心醫護人員精通中、英、法、德、西多種語言，為您提供醫療+旅行的便捷安心國際客人服務。

www.fertilitycenterlv.com

www.surrogatefirst.com

SurrogateFirst

SurrogateFirst第一助孕是一家成立於2017年的精品代孕機構，我們的團隊幾乎由準父母和經驗
豐富的代理孕母組成，對您的代孕旅程一點一滴感同身受。我們提供全套的代孕管理解決方案。
創始成員在大中華地區居住的十餘年中，為準父母提供國際試管嬰兒諮詢服務。我們在大中華區
的工作人員，可隨時為您提供中文服務。在SurrogateFirst第一助孕，我們始終秉持核心價值：我
們提供的指導貼心專業，個人關注隨時可及。在SurrogateFirst第一助孕，您將擁有一支專屬團隊
，24/7全天候為您服務，細心指導您代孕旅程的每一步。SurrogateFirst第一助孕是活躍的MHB
成員，致力於為所有個人和伴侶提供訂製服務，祝您建立美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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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hman Law Center

特拉奇曼法律中心（Trachman Law Center）專門從事家庭結構和代孕法律，保護多種形式的家
庭。公司的使命是通過有效的法律咨詢和倡導來幫助客戶建立、成長、授權並保護其家人和自己
。 總經理艾倫·特拉奇曼（Ellen Trachman）在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從事法律
工作。 她還是科羅拉多代孕（Bright Futures Families）的共有人。科羅拉多代孕是壹個專業、友
好的匹配組織，致力於通過妊娠代孕協助成長中的家庭，為準父母提供支持。

www.trachmanlawcenter.com

Falletta & Klein   

從1983年開始，Falletta & Klein律所便開始為客戶提供專業的代孕法律以及卵子捐贈法律服務。
如今，我們律所在生殖法律領域的專業度已經享譽世界。Falletta & Klein堅持將惠及他人作為我
們律所衡量服務成敗的標準。我們發現，在我們幫助客戶建立家庭的同時，我們不僅做到了惠及
他人，同時我們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

我們的使命是不斷幫助我們的客戶改變他們的生活，同時也幫助他們實現人生的重要目標。因為
我們律所擁有在生殖法律領域中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所以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幫助到每一位有
需求的客戶。

www.falletta-klein.com

ART Risk

ART Risk Solutions是一家保險經紀公司，專門為輔助生殖技術行業提供保險產品。致力於教育每
個客戶，並致力於評估最適合客戶個人需求的解決方案，ART Risk團隊有幸為一萬五千多個家庭在
為人父母之路上提供支持。在大力倡導將風險降至最低並為客戶維護政策完整性的同時，我們賦
能於我們所服務的客戶以便最好地保護這個無價之寶——家庭。

www.artrisk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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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Civf.com    866-312-0771

proudly inclusive with over 25 years experience

We bring love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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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Surrogacy 
           from the Heart

Free Educational Consults | info@iarcsurrogacy.com | iarcsurroga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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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嬰爸爸

2020年亞洲台北
同志生育選擇國際論壇
2020 Asia Conference, Taipei
Parenting Options for Asian Gay Men

10月2-3日／台北W飯店

關於孕嬰爸爸

國際非營利組織MHB在全球有超過11,000名同志家長會員，
MHB致力為其會員提供教育與財務支持。

代孕研討會和會議

每年有超過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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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B會員福利計劃（MBP）

過去曾經參與和未來準備參與MHB的家長可以成為我們的正式成員，透過每年至少150美元的捐
款門檻，家長們可以享有超過50個業界領頭的代孕服務機構數千美元的折扣。此外，會員還可以
獲得各種獨享的指導和支持資源。

同志育兒援助計劃（GPAP）

在MHB會員的好處中，有一項是可以透過GPAP申請到更多的經濟援助，目的是為了讓男同志代
孕服務在經濟上更為能夠負擔。透過MHB會員福利計劃，尤其能提供給符合財務補助條件的上百
對男同志伴侶更高的折扣，其中包括給需要協助的伴侶約750,000美元現金補助和免費的服務。該
計劃的資金來自活動贊助費和直接捐款。第一階段：折扣申請原則是先到先審；第二階段：每年
進行補助人選評估。

代孕顧問目錄

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可負擔性，MHB對數百名代孕委託客戶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運用收到的數據，
我們編制了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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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幫助許多委託客戶通過了解價格合理性，有效率的服務提供商來節省數千美元。該目錄包括
來自美國100多家服務提供商的綜合列表，其中包含聯繫資訊、服務項目說明、視訊介紹和評論。
透過通用諮詢申請表，我們的會員可以同時與數十家服務提供商進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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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和以色列的數十個合
作夥伴的幫助，我們將同性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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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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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藉由協助學術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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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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