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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Surrogate and Egg Donor Program Costs 代孕以及供卵初始支出 

Surrogacy Program – Agency Expenses 代孕服务中介费 $28,750 
 准父母和孕母的匹配。 
 整个代孕过程中的协调管理，包括与诊所沟通，医疗账单，孕母的旅行安排等。 
 信托账户的设立及管理。 
 给予准父母心理支持。 

 

 

Surrogacy Program – Legal, Screening, and Support Expenses 代孕服务的法务

，孕母筛选以及相应的支持费用 
$9,750 

 持证社工对于孕母及其伴侣的筛选及面试。 
 对于孕母及其伴侣的犯罪背景调查。 
 孕母参加孕期支持的项目费用。 
 准父母关于签订代孕协议的法律费用。 

 

 

Egg Donor Program – Agency Expenses 供卵服务中介费 $9,500 
 供卵者的匹配，如特殊情况可多次匹配。 
 协调供卵相关事宜，例如保险和旅行安排等。 
 信托账户的设立及管理。 

 

 

Egg Donor Program – Legal, Screening, and Support Expenses 供卵服务的法

务，供卵者筛选和相应的支持费用 
$3,200 

 无限次的持证社工对于供卵者的筛选。 
 准父母关于签订供卵协议的法律费用（包括重新匹配）。 

 

 

Third Party Expenses and Contingencies $7,300* 
 代孕协议孕母方的律师费 1,200 美金。 
 协助孕母安排所在地常规医学检查的费用 500 美金。 
 预计孕母每次进行筛选的旅行费用$2,500 美金。 
 供卵协议中供卵者的律师费 500 美金 
 预计供卵者的单次差旅费 2,500 美金 

此项费用为 Circle
在以往经验上的预

估费用。 
如果参与固定支出

保证计划，Circle 将

会承担超过此价格

的费用。 

 

在签订合同时应支付 $58,500 
 

在咨询后三个月内签订合同享受 2000 美金的折扣 -$2,000 
 

在（咨询后三个月内）签订合同总共需支付 $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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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Expenses for Donor and Surrogate Matches, Insurance and IVF 孕母和供卵者的匹

配，保险和人工授精预期的花费 

Egg Donor Expenses at Match 在匹配成功后需支付给供卵者的费用 $11,500* 

 预计供卵者的报酬为 9,000 美金，同时供卵者的差旅费为 2,500 美金  

 

Surrogate Expenses at Match 在匹配成功后需支付给孕母的费用 $46,500* 

 为生活在对孕母需求量较小的州且无经验孕母，准父母通常要支付大约 30,000 美

金的补偿费用。同时，孕期一共需要支付大约 3,000 美金的日常花销。 
 预计囊胚移植费用，其中包含大约 2,500 美金的旅行费用，750 美金的移植费

用，3,000 美金的标准常规检查费用。 
 预计单胎的怀孕费用，包括孕妇服装 500，产后恢复和钟点服务计 1,600 美金。 
 覆盖孕母卧床休息的保险费用 1,150 美金。 
 4,000 美金作为应急预备金。 

 

 

Intended Parent Legal Rights 确立准父母的法律权利 $7,500* 

 预计确立准父母亲权的法律费用。  

 

Total Due for Carrier and Donor Matches 在与孕母和供卵者匹配完成时需支付 $65,500 
 

Insurance Expenses1 视具体情况而定 

 因为每位准父母和孕母的保险政策各异，具体费用可在咨询时进一

步讨论。 

 不同的诊所会根据准父母的情况收取不同的费用。具体费用可在咨

询时进一步讨论。 

 

 

 

* 此项费用金额为 Circle 在以往经验上的预估额。如果准父母参与固定支出保证计划，Circle 将会承担超过此价格的支出。 
 
  

                                                           
1 保险费用会根据孕母本身的保险和准父母的需求而不同。Circle 会保证每位孕母都有保险承保孕期和分娩过程。具体来

讲，承保产妇的保险可以是孕母自身的保险，也可以是劳合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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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Options – Chosen by Signing Addendum & Paying Funds 可选项目 

Twins Program 双胞胎 $7,500 
 Circle 会为准父母安排合适的孕母。该孕母需要有自己的孕期保险，准父母因此

不必额外购买劳合社保险。(劳合社保险在双胞胎的情况下，会要求另外 30,000
的自付额) 。   

 此项目不包含双胞胎在医院所产生的费用。准父母必须要有经过 Circle 批准的保

险计划才可选择此项目。 
 如果双胞胎顺利出生，准父母需要额外支付相应费用。该费用参见后续附表。 

 

 

 

Fixed Fee Program 固定支出保障 $9,750 

 固定支出包含孕母的各项补偿和花费，如孕母报酬，交通费用，应急支出等。 
 固定支出包含本地医疗机构的监测费用。 
 固定支出包含所有的法律文书，包含法律咨询费用，文书起草，在美国确立亲

权的费用。 
 固定支出包含固定的保险费用和医疗支出。 

 

 

Concierge Program 礼宾服务 $17,250 

在享受固定收费项目之外，准父母还享受如下服务： 

 项目经理提供礼宾服务，专职为准父母协调内外沟通。 
 如有需求，为准父母提供旅行安排。 

 协助制作准父母的材料，备匹配之用。 

 

 

 

VIP 项目 敬请垂询 

在享受礼宾项目所有服务内容之外，同时享受： 

 专人参加重要的预约。 
 在婴儿出生后提供后续法律服务。 
 协助准父母安排短期住房。 
 协助安排专业摄影师记录孕期和出生照片。 
 在孕期为孕母提供更多服务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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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Payments Based on Circumstances 附加费用 - 视具体情况而定 

Estimate for Additional Transfer or Mock Cycle 多次移植或者试移植 $6,850 

 每次移植费用为 750 美金，每月杂费 600 美金，预计差旅费用 2,500 美金，本

地检测费用 3,000 美金。  
 如参加固定支出保证计划，此项收费则免去。 

 

 

Potential Higher Carrier Reimbursement 可能支付给孕母的更高报酬 $5,000+ 

 对生活在代孕需求高地区的孕母额外支付 5,000 美金。 
 对有经验的孕母需要额外支付 5,000 美金以上。 
 如准父母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需要额外补偿孕母。 

 

 

Estimate for Single Child’s Expenses in Hospital 预计单胎的医院费用 $2,000 - $5,000 

 预计单胎婴儿的医院费用。  

 

Estimate for Twin Pregnancy 双胞胎的预计费用 $12,000 - $17,500 

 对于孕母的额外补偿以及中介费。 
 卧床保险的额外保费。 
 额外应急支出，包括孕妇服装，产后恢复费用，剖腹产费用等。 

 如参与固定支出保证计划，此费用为 15,000 美金。 

 

 

 

Estimate for Additional Egg Retrieval 预计多次取卵费用 $10,000 - $14,000 

 预计对于供卵者的补偿和差旅费用 
 如参加固定支出保证计划，此项收费则免去。 

 

 

Estimate for Egg Donor Local Monitoring 预计对供卵者的监测费用 $2,000 - $5,000 

 在医学上必须的情况下，预计对供卵者的本地医学监测费用  

 

Other Potential Expenses 其他可能的支出 

 当地律师的法务费用 2,000 美金或更高。 

 母乳相关费用 2,000 美金。 

 如需陪同，相应的差旅费 (视情况而定)。 
 如需剖腹产，对孕母的额外补偿 2,500 美金。 
 如需流产或者减胎，对孕母的补偿 1,000 美金。 
 对于羊膜穿刺，绒毛活检，宫颈环扎，刮宫术，宫外孕手术等对孕母的补偿，

每项 500 美金。 
 如失去生育器官，对于孕母的补偿 3,000 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