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殖細胞及胚胎輸入輸出申請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四日國健婦字第 1050402136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十八日國健婦字第 107040181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九日國健婦字第 1080401344 號函修正 
一、為健全人工生殖之發展，維護國民之倫理及健康，特訂定本規定。 

二、輸入或輸出生殖細胞或胚胎，應由生殖細胞之所有人或胚胎之共同所有人，

以書面委託受理儲存其生殖細胞或胚胎之人工生殖機構，向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以下稱本署)申請核可。 

前項所有人或共同所有人應切結其輸出或輸入之生殖細胞或胚胎，僅供所有

人自行生育使用，且絕不供作違反我國及輸入國法令規定之任何其他用途。 

第一項之委託書格式如附件一，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之一(輸入)及附件二之

二(輸出)；前項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三之一(輸入)及附件三之二(輸出，含

英文版本)。 

三、捐贈之生殖細胞，以及因接受生殖細胞之捐贈形成之胚胎，不得申請輸入或

輸出。 

四、申請輸入或輸出生殖細胞或胚胎，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所有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二)申請書。 

  (三)委託書及切結書。 

  (四)由輸出或輸入國(地)主管機關開立，並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委託之機構驗

證之輸出或輸入許可證明，或足以證明輸出或輸入國(地)未管制輸出或輸

入文件。但我國為輸出或輸入國時，得免此證明。 

  (五)輸入國(地)承接儲存生殖細胞或胚胎之機構開立，並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

委託之機構驗證之承接同意書。但我國為輸入國時，且申請輸入之人工生

殖機構為承接機構時，得免此證明。 

前項第三款之切結書，於申請輸出時，應一併檢附經承接機構簽認之英文版

本。 

五、生殖細胞或胚胎輸入或輸出之申請，以線上辦理為原則(申請流程如附件四)，

完成線上申請後，請將第四點各款所定之書面文件，以郵政掛號寄送「臺北

市大同區塔城街 36號國民健康署」，信封正面請註明「申請輸出入」。 

六、本署審查申請案件，認有補正相關文件之必要時，得以電子郵件或信函通知

申請人限期辦理；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並得予以結案。 

七、本署審查通過後，即發給許可函，並載明應完成輸出或輸入之期限，供申請

人報關使用。  



 

委託書 

本人委託               (國內人工生殖機構名稱)向貴署辦理將□本人之生殖

細胞/□本人與配偶之胚胎，□輸入我國/□輸出國外之申請。 

此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委託人(一):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委託人(二，即配偶):             (簽章)(申請輸出輸入胚胎時應填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二之一 

生殖細胞及胚胎輸入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儲存機構名稱  輸出國(地)  

原儲存機構聯絡

人 

 
聯絡電話與電子信箱 

 

我國承接之人工

生殖機構名稱 

 人工生殖機構許可文

號 

 

我國承接機構之

連絡人 

 
連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輸入之目的 生殖細胞所有人或胚胎共同所有人於我國自行生育使用。 

輸入生殖細胞 

或胚胎數量 

□取自            之精子      (管)，取得日期為    年   月   日  

□取自            之卵子      (個)，取得日期為    年   月   日               

□取自         及配偶           之生殖細胞所形成之胚胎      (個)， 

  形成日期為   年   月   日，胚胎日齡為        日 

 

申請機構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  申請機構章戳：______________ 

 

 

 

 

 

 

 

  



附件二之二 

生殖細胞及胚胎輸出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機構名

稱 

 
人工生殖機構許可文號 

 

人工生殖機

構聯絡人 

 聯絡電話與電

子信箱 

 

輸入國(地)  輸入國(地)承

接機構名稱 

 

輸入國(地)承接機構

地址及連絡電話或電

郵址 

 

輸出之目的 生殖細胞所有人或胚胎共同所有人於國外自行生育使用。 

輸出生殖細胞 

或胚胎數量 

□取自            之精子      (管)，取得日期為    年   月   日  

□取自            之卵子      (個)，取得日期為    年   月   日               

□取自         及配偶           之生殖細胞所形成之胚胎      (個)， 

  形成日期為   年   月   日，胚胎日齡為        日 

 

申請機構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  申請機構章戳：______________ 

 

 

 

 

 

 

 

  



附件三之一 

切結書 

(申請輸入生殖細胞或胚胎用) 

立書人__________、 __________保證所委託           (人工生殖機構名稱)申

請輸入至我國之 

1. □生殖細胞(□精子□卵子)確係取自本人； 

2. □胚胎確係由立書夫妻之生殖細胞所形成。 

前項輸入之生殖細胞/胚胎，將僅供所有人於我國自行生育使用，且絕不供作違

反我國及輸出國法令規定之任何其他用途。 

此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所有人(一):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所有人(二，即配偶):             (簽章)(申請輸入胚胎時應填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之二 

切結書 

(申請輸出生殖細胞或胚胎用) 

立書人__________ 、 __________保證所委託          (人工生殖機構名稱)申

請輸出至國外之 

1. □生殖細胞(□精子□卵子)確係取自本人； 

2. □胚胎確係由立書夫妻之生殖細胞所形成。 

前項輸出之生殖細胞/胚胎，將僅供所有人於國外自行生育使用，且絕不供作違

反我國及輸入國法令規定之任何其他用途。 

此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所有人(一):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所有人(二，即配偶):              (簽章) (申請輸出胚胎時填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ppendix 3-2 

Affidavit 

 (For Application to Export Human Sperms, Ova or Embryo) 

I/We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approve and author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of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service 

provider in Taiwan) to export the following to 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the receiving 

country):  

1. Reproductive cells (sperms ova) which are indeed obtained from myself； 

2. Embryo which is indeed formed by our reproductive cells (husband and wife). 

The aforementioned reproductive cells/ embryos, will only be used for self-fertility purpose 

in the receiving country, and will not be used for any purpose that violat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Taiwan) or the receiving country. 

 

Sincerely to: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Applicant (1): 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Taiwan Citizen ID No.: ______________ 

Foreign Citizen ARC No.: ______________ 

Foreign Citizen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 

Residenti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urrent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nt (2, the Spouse): 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nly for embryo exportation) 

Taiwan Citizen ID No.: ______________ 

Foreign Citizen ARC No.: ______________ 

Foreign Citizen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 

Residenti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urrent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 

 

*The recipient institution shall complete the following form and send a copy to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service provider in Taiwan. 

Our instit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s willing to accept his/ 

her/ their sperm ova embryo,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statement by the owner/ 

owners. 

Signature/ Stamp: 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申請流程 

一、申請人(限人工生殖機構)於衛生福利部外部網站首頁→便民服務→線上

申辦服務專區→醫事司→生殖細胞及胚胎輸出輸入申請作業，進行線上

申辦作業（https://e-service.mohw.gov.tw/）。 

二、請登入填寫申請表。 

三、進行申請表單預覽，申請者應詳實核對各欄位資料正確性，確認無誤後，

即予上傳送出。 

四、系統自動產生十七位數字碼之申請編號，並發送電郵至申請者信箱。 

五、如線上申辦系統發生作業異常，無法正常連線，請申請人與本署聯繫(電

話：02-25220888)，經承辦單位確認必要時，得採行替代方式： 

(一)由申請者於國民健康署首頁→健康主題專區→人工生殖→主題公告，

下載「生殖細胞及胚胎輸入輸出申請書」電子檔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

d=201109210001)。 

(二)填列申請表電子檔後，列印申請表單紙本一份，及所需文件以專人

送達或掛號郵寄「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號國民健康署」，信封正

面請註明「申請輸出入」，由承辦單位於系統修復後人工進行補登。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d=201109210001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d=20110921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