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生輔助生殖醫院（以下簡稱香港新生）位於
柬埔寨首都金邊市，是由柬埔寨衛生部、商務部聯合批准
成立的國際高端標準化的一所輔助生殖專科醫院。

匯集了全球頂尖醫療技術人員及資深顧問專家團，擁
有醫學博士、主任醫師、主治醫師以及專業護理人員。

配備著國際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以及最高標準的獨立實驗室。
具有全球獨家專利的破膜儀，對胚胎無害無刺激。先進的
四維彩超，可以更準確地取卵和移植，提高成功率。

我們利用獨有的中西醫結合的方法
來實現客戶成功懷孕的目標。

我們讓客戶在成為準父母的
路上感到滿足及愉快。

我們建立一個以客戶為中心
的優生優育醫療網絡。

集團願景

柬埔寨醫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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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整體有5層，面積總達兩千多平，由
國際知名設計師專門設計，其設計風格優
雅舒適溫暖，給人帶來一種家的感覺，力
求讓客戶輕鬆自在安全可靠，在一種舒適
的環境中攜手創造新生命。

醫院內部根據不同需求功能，劃分獨立的
候診區、洽談區、工作區、診療區、檢查
區、實驗室區、手術區、休息區等。

候診區

診療區

洽談區

檢查區

手術區

休息區

 醫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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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外授精	 (IVF)	 為代表的輔助生育
技術，目前己發展成為臨床治療不孕症的
重要手段，由控制性促排卵，到體外授精
及胚胎的培養程式化，妊娠成功率不斷上
升，但仍然對患者的要求有差距，因此如
何提高人工助孕技術的成功率，是醫生與
患者關心的問題。

	 IVF中醫輔助治療的思路，在確保
試管程式成功和妊娠安全的前提下，

Expertise
中西醫結合IVF優勢

最大限度地調節患者的整體
健康，減輕患者在IVF程式
中的不反應，以期提高IVF
不同的階段的效果。

胚胎就像種子，子宮內膜就像土壤；著床就像生根發
芽，好的種子及肥沃的土壤，就能茁壯生長。

好的胚胎和子宮内
膜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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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排卵期能取到足夠數量的優
質卵細胞，提高胚胎的質量

提高子宮內膜對胚胎的容受
性，從而提高臨床妊娠率和活
產率的目的

	 	 中醫特色療法方案

香港新生醫療的特色中醫
輔助治療方案，會與試管
療程同步進行，分為三個
主要階段，分別為：

1

2

我們提供煎煮湯劑
及免煎中藥
（濃縮中藥藥粉）	

濃縮中藥藥粉只須用溫水沖服，容易吸收，
效果與傳統煎煮湯劑無異，攜帶方便。

香港新生所有供應的藥材必須由擁有GMP資
格生產廠家供應，所有採購藥材都必須經過
進料檢驗程序（IQC），檢驗合格才採用，
對已經在使用或儲存的藥材，每個月都會進
行檢驗，保證藥材的品質。

降調期 促排期 移植期

兩大重點優勢

有好的胚胎及良好的子宮內膜，就能著床懷孕，著床後胎盤絨毛分泌的人類絨毛膜促性驟激素
(hCG)，就漸漸的可於血中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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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準備 促排期

  夫妻雙方常規檢查

 		 	諮詢看診，夫妻建檔，
		 	填寫資料

 		中醫整體調理	(自選收費)

 		醫生面診，定制個性化	
	 	促排方案

 		進入週期，打促排針

 		中醫養卵調理同步進行

 		陰超監測卵泡，測血值

 		注射排卵夜針

Treatment

02
取卵

 		女方取卵

 		男方取精

03

治療流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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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方取卵

 		男方取精

培養 移植 驗孕

 		胚胎培養

 		 PGS/PGD檢測

 		胚胎冷凍保存

 		中醫子宮評估調理	
	 (自選收費)

 		女方胚胎移植手術

 		中醫固胎保胎調理

 		女方驗孕	 	
	 (移植後14天抽血)

 		中醫安胎調理	
	(自選收費)

04 05 06

1978年，第一位試管嬰兒誕生，人工生殖為不孕症
夫婦開啟開啟一扇希望之窗。直至目前，全球已有約
650萬名嬰兒以IVF方式出生並健康成長。

試管嬰兒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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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試管嬰兒

以微細的針將一隻精子注射到一顆卵子
中，當先生精蟲數目極少、活動力極差，
或精卵排斥、無法自然受精時施行此法幫
助受精。

ICSI

第一代試管嬰兒

將卵子由母體取出，將取出之卵子與洗淨
之精子置放在一起，使其自然受精的方
式。讓精卵在體外結合後，經過體外培養	
3	~	4	天，於胚胎細胞期時經由陰道植回子
宮。或於第	5	~	6	天，待胚胎成長至囊胚
期後再行植回母體的方式稱為試管嬰兒。

IVF

醫療項目

Service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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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試管嬰兒

那些人需要做試管嬰兒的治療﹖

正常胚胎具有23對染色體，PGS能檢測23對染
色體是否存有染色體過多、缺失或其他變異。胚
胎專家會從每個胚胎中，取出幾個細胞，並對這
些細胞進行活組織檢查。

大約70%的懷孕失敗（著床失敗）是由
受精卵（胚胎）染色體異常所致。我們
在胚胎植入子宮前進行胚胎植入前遺傳
學及基因診斷（PGD）及胚胎植入前遺
傳學及基因篩查（PGS）以確認哪個胚
胎最有可能在子宮內健康成長。

*精蟲數目稀少、活動力不佳、無精症

輸卵管粘黏、阻塞者V
嚴重男性不孕症患者*V

嚴重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V
數次人工授精失敗V

年齡較高，急於懷孕者V

不明原因不孕症患者V
精卵免疫排斥無法自然受精者V

PGD適用於為單基因遺傳疾病患者或帶原者篩選走
有基因問題的胚胎，從而避免將基因疾病帶到下一
代。這技術適用於有基因遺傳病的家族史，以及曾
生過小孩，並確診有單一基因遺傳病的患者。

本院使用先進可靠的次世代定序技術（NGS）

NGS，突破以往的篩檢極限，能找出極為微小的染色體缺失。NGS-PGS
技術是目前最尖端的科技，放大率更高，可一次過可篩檢23對染色體；找
出正常染色體的胚胎，能讓患者更有機會生下健康孩子。

Q

PGS和PGD有甚幺分別﹖Q

PGS/PG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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睪丸針刺精子抽取手術

胚胎輔助孵化

冷凍胚胎/卵子/精子貯存服務

此手術適合阻塞性的無精子症。利用粗針穿過皮
膚直接抽取睪丸組織以提取精子，然後利用ICSI
將精子注射入卵子內。TESA抽取精子的數目一般
較少，但不會對附睪精管構成損傷。

胚胎必須從透明帶(外殼)孵化出來才可以進行著床，孵化失
敗可能是胚胎移植後未能成功著床的原因之一。目前多種顯
微技術的發展均能有效地輔助胚胎孵化，繼而提高著床的機會。

當胚胎數目多於植入的數目，或因母體狀況不適合當次取
卵週期植入時，可以胚胎冷凍方式暫時將胚胎保存，留待
下次植入使用。本院採用最新冷凍技術玻璃化冷凍－以超
快速降溫之方式將胚胎冷凍，避免冰晶形成傷害胚胎，此
法適用於各時期胚胎，尤其對於囊胚期胚胎冷凍效果最佳。

女性天生卵子數目有限，隨著年紀漸長，卵子質素會日益
下降，失去與精子受精的能力。因此年紀愈大，生育能力愈
低，愈難懷孕。因此女性可以趁年輕冷凍卵子，長期貯藏於
冷凍卵子庫，保留生育能力，以準備日後生兒育女之用。

TESA

ASSISTED HATCHING

CRYOPRESERVATION

冷凍及儲存的服務給予接受不育治療的夫婦，或那些即將因接受醫學治療而可能喪失生育能力的
癌症或其他病人	。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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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融胚胎移植

生育力評估

凍融胚胎移植適用於自然週期、卵巢刺激治療或
人工週期。如果女方有正常的月經週期，胚胎可
於自然週期排卵後安排進行移植。若女方有排卵
問題，凍融胚胎移植就可能要配合卵巢刺激治療
或以人工週期進行。

冷凍和融解的過程可能會導致胚胎受損而不適宜
移植。現在，玻璃化冷凍的技術已大大提升胚胎
的存活率到超過90%，而凍融胚胎移植的受孕率
與新鮮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是相約的。

不育乃指夫婦一年內一直未能經無避孕性行為
成孕。每六對夫婦當中，就有一對受不育困擾。
年過三十五、月經周期紊亂及曾患婦科疾病的女
性，如六個月內無法成孕，應及早向生育專家求
診，以便為男女雙方進行評估，找出不育主因，
對症下藥。

FET

FERTILITY TESTING

我是否不孕不育？Q

7

8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不孕症是男女雙方透過未經保護的性行為，一年內仍
無法受孕的病症。導致不孕症的原因複雜且多元，目前全球約有17%的夫
妻正蒙受不孕症之苦，超過4000萬對夫妻面臨生育問題。

而情況還有加劇趨勢。有報告指出，我國不孕症患病率預計將從2017年的
15.5%增加到2023年的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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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ARISHIGE 

MTK-1 	顯微作業系統
德國	MTG OCTAX LASER 

SHOT SYSTEM 鐳射破膜系統
丹麥	IVFTECH 180 STERILE	
體外受精潔淨工作站

先進設備

Equipment

新生集團設備緊隨科技發
展，移植至病人的胚胎質素
日高，活產率(Take-Home-
Baby	Rate)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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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計劃

前期評估

前期試管嬰兒諮詢，答疑解惑相關問題

建立保護性電子檔案

提前預約資深中醫專家，評估身體狀態

根據身體情況制定個性化孕前調理方案

促排單週期

醫生診療

促排藥（特殊藥物除外）、卵泡監測、激素檢查

促排期間的中藥養卵調理（9天中藥配方顆粒）

促排期間專人一對一跟進溝通

扳機藥物

取卵

醫生診療

超聲檢查、激素檢查

取卵、撿卵、拆蛋、精液優化處理、單精子卵泡注射、麻醉、護理、監測等

一次性取卵針、一次性顯微注射針、一次性顯微固定針、剝卵針、培養皿等

胚胎培養
胚胎培養

胚胎培養試劑、耗材等

PGS

囊胚活檢

胚胎植入前遺傳學篩查/診斷（NGS技術檢測23對染色體，含1~8個樣本檢測）

胚胎冷凍及一年冷凍胚胎保存（1~8個樣本檢測）

凍胚移植	
（一次移植）

醫生診療

凍胚ET前的內膜準備常規藥物（特殊藥物除外）

超聲檢查、激素檢查

胚胎解凍、移植手術、護理、監測、一次性耗材等

黃體支持（14天內藥物）

移植後中藥固胎保胎調理（9天中藥配方顆粒）

第三代試管嬰兒療程計劃醫療套餐

備註：本協議以外產生的費用自理，自身原發性疾病的治療用藥不包含在套餐內。計劃不包含促排藥費及內膜準備常規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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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計劃

前期評估

前期試管嬰兒諮詢，答疑解惑相關問題

建立保護性電子檔案

提前預約資深中醫專家，評估身體狀態

根據身體情況制定個性化孕前調理方案

促排單週期

醫生診療

促排藥（特殊藥物除外）、卵泡監測、激素檢查

促排期間的中藥養卵藥物調理（9天中藥配方顆粒）

促排期間專人一對一跟進溝通

扳機藥物

取卵

醫生診療

超聲檢查、激素檢查

取卵、撿卵、拆蛋、精液優化處理、單精子卵泡注射、麻醉、護理、監測等

一次性取卵針、一次性顯微注射針、一次性顯微固定針、剝卵針、培養皿等

胚胎培養
胚胎培養

胚胎培養試劑、耗材等

凍胚移植	
（一次移植）

醫生診療

凍胚ET前的內膜準備常規藥物（特殊藥物除外）

超聲檢查、激素檢查

胚胎解凍、移植手術、護理、監測、一次性耗材等

黃體支持（14天內藥物）

移植後中藥固胎保胎調理（9天中藥配方顆粒）

第二代試管嬰兒療程計劃醫療套餐

備註：本協議以外產生的費用自理，自身原發性疾病的治療用藥不包含在套餐內。計劃不包含促排藥費及內膜準備常規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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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計劃

前期評估

前期試管嬰兒諮詢，答疑解惑相關問題

建立保護性電子檔案

提前預約資深中醫專家，評估身體狀態

根據身體情況制定個性化孕前調理方案

促排單週期

醫生診療

促排藥（特殊藥物除外）、卵泡監測、激素檢查

促排期間的中藥養卵調理（9天中藥配方顆粒）

促排期間專人一對一跟進溝通

扳機藥物

取卵

醫生診療

超聲檢查、激素檢查

取卵、撿卵、拆蛋、精液優化處理、單精子卵泡注射、麻醉、護理、監測等

一次性取卵針、一次性顯微注射針、一次性顯微固定針、剝卵針、培養皿等

冷凍 卵子冷凍操作

保存 12個月卵子保存

促排取卵冷凍保存計劃醫療套餐

備註：本協議以外產生的費用自理，自身原發性疾病的治療用藥不包含在套餐內。計劃不包含促排藥費及內膜準備常規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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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時間 檢查項目 注意事項 有限期

月經	

第2~3天

性激素六項 卵泡生成激素、黃體生成激素	、雌二醇、

孕酮、睪酮、催乳激素

空腹抽血檢查，檢查前3天避

免性生活 三個月

陰道B超 檢查子宮及附件情況和監測卵泡數量 需要排空小便

抗繆勒管激素 AMH

空腹抽血檢查

半年

血常規 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白細胞、白細胞

分類計數及血小板等

肝功五項 穀丙轉氨酶和穀草轉氨酶、直接膽紅素、

間接膽紅素、總膽紅素

腎功四項 尿素氮、血肌酐、尿酸和胱抑素

甲功三項 促甲狀腺素激素、游離三碘甲腺原氨酸、

游離四碘甲腺原氨酸

凝血四項 凝血酶原時間、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	

凝血酶時間、纖維蛋白原

免疫四項 乙肝兩對半、丙肝抗體、梅毒螺旋特異抗

體、愛滋病毒抗體

優生四項 弓形蟲、風疹病毒、巨細胞病毒、單純皰

疹病毒

血型 ABO+Rh
永久

染色體核型分析 *原配夫婦生過健康小孩選查

心電圖 早餐後半小時做 一年

尿常規

X光胸片

月經	

乾淨後

白帶常規 檢查前2天避免性生活 一個月

支原體、衣原體、淋球菌 檢查前一周避免性生活 半年

宮頸細胞學TCT 檢查子宮頸細胞學情況 一年

檢查時間 檢查項目 注意事項 有限期

禁欲3~5天 精液常規+精子形態 檢查前禁熬夜、抽煙、喝酒 有限期

任何時間

血常規 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白細胞、白細胞

分類計數及血小板等

上午空腹抽血檢查

三個月

免疫四項 乙肝兩對半、丙肝抗體、梅毒螺旋特異抗

體、愛滋病毒抗體
半年

血型 ABO+Rh
永久

染色體核型分析 *原配夫婦生過健康小孩選查

進行試管嬰兒前⋯

男方檢查項目

女方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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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旅遊須知

Reminder

全年平均溫度約 全國位處熱帶氣候，穿著

27-35˚C 輕便衣服
每年五至十月為雨季；十一月至
四月屬旱季，天氣潮濕炎熱。

柬埔寨語為主

較宜。賭場、卡拉OK、夜總會等均衣著隨
便，部份酒店有泳池設備，	請帶備泳衣。
另進入皇宮、廟宇及吳哥窟需穿著有袖上
衣，不可穿短裙及短褲。

柬埔寨的當地貨幣為瑞爾，
人民幣於柬埔寨境內並不
適用，亦不方便兌換，

旅客可免稅攜帶香煙200枝、
洋酒1枝，另須填寫海關表，
請填寫登記所有物品，如首
飾、金器、電器、各種幣值
需填寫清楚，外幣入境超過	
USD	10,000	必須登記。

當地機場商店有售，
大概	$	5-10	美元。

其主要流通貨幣以美元為主，顧
客可帶備美金於當地兌換。

部分酒店及旅遊區英文，華語
（普通話），粵語亦可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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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會安排團隊前往購物
商店選購手信或其他物
品，由於柬埔寨珠寶之品質鑒
定實有別於國際標準，	團員
選購時請清楚其價格，產品及
服務等質素。	

顧客應小心自己行
李物品，貴重物
品及證件須隨身攜
帶，特別是乘坐公
共車輛及晚間外出

時，提防扒手，

酒店自來水

不宜飲用

請帶備一些自用的平安藥	
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
之需，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
物，出發前宜先準備足夠份量。	

時間比香港慢

1小時

晚上避免單獨到偏僻地方。請利用酒店
保險箱；國際酒店規例，房間內失竊責
任顧客自負。	

三星級酒店插頭一般以兩腳扁插

為主，而四至五星級酒店均備有

兩腳及三腳扁插座。

110 伏特/  
220 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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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生

About Us

香港新生醫療中心 香港新生基因化驗所 廣州新生中醫綜合診所 香港新生輔助生殖醫院

香港新生輔助生殖醫院利用全球獨有中西醫結合人工輔助
生殖技術，制定個人化精準療程，協助海內外夫妻實現有子
有女的夢想，堅持持續不斷地創造感動和奇蹟。

我們醫院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是由柬埔寨衛生部、商務
部聯合批准成立的國際高端標準化的一所輔助生殖專科醫
院。匯集了全球頂尖醫療技術人員及資深顧問專家團，擁有
博士、副主任醫師、主治醫師以及專業護理人員。配備著國
際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以及最高標準的獨立實驗室。

我們目標是守護及擁抱每一個新生命，帶幸福和希望到每
一個家庭。

Embracing New Life!

 基因檢測

 產前檢測

 中醫治療

 過敏測試

 疫苗注射

 陰道緊緻

 身體檢查

 試管嬰兒

服務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