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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热线、经费支持、产妇陪护、支持服务、转诊服务 

编撰单位:  加拿大堕胎权益联盟/     
 

提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人工流产服务仍属于必要医疗。大部分诊所保持开放，并采取措施以保护患者和医护人员

的安全。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考我们关于 COVID-19 的信息页 https://www.arcc-cdac.ca/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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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这是一张包含加拿大全境相关诊所的清单，其中包括专注于人工流产服务的诊所或者大型医院中的女性

健康部门（从第 8 页开始）。清单不含大多数提供人工流产服务的医院，除非它们是在其省份或者地区

中唯一或少有的几个医疗设施之一。加拿大全境内有大约 90-100 个医院提供人工流产服务，其中包括魁

北克的 CLSCs（本地社区服务中心 centre local de services communautaires）。除此之外，一些家庭医生和

基础医疗诊所可以提供药物堕胎；请联系 Action Canada（行动加拿大）热线咨询。 

 

 

陪护/支持：该清单涵盖人工流产产妇陪护和其他人工流产支持服务，如免费搭载孕妇前往诊所等。详见

第 5 页。 

 

人工流产方法：即使我们的以下列表中没有提及药物流产，大多数诊所都应提供吸抽术流产以及药物流

产。药物流产使用 Mifegymiso，这是一种混合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的药物。药物流产无需做超声检

查，但在一些情况下医生可能会推荐超声检查。吸抽（aspiration）术指在孕期前三个月进行的“真空吸

引术”，该手术使用吸抽机将怀孕组织通过宫颈从子宫中吸出。吸抽术也被称作手术流产，但其实并没

有实际的手术操作。手术操作只在孕期 12 周之后才广泛被使用。 

 

 

妊娠期上限：已知的诊所的妊娠期上限已在列表中标示，妊娠期上限常根据孕前的最后一个月经周期

（LMP）计算。怀孕周期（GA）指胚胎/胎儿的年龄，而最后一个月经周期（LMP）则仅指距离上一个月

经周期开始日的时间 ——因此怀孕周期（GA）有可能比最后一个月经周期（LMP）短至多两周。 

 

经费支持: 除非有特别标示，列表中所有服务都是 100%受补助的。（你仍需要提供有效的健康卡。）在

努纳武特，药物流产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享受补助：患者在医院得到处方；或者患者为原住民，或正在接

受社会救助，或正在狱中服役，或是军事人员。在爱德华王子岛，Summerside 诊所提供全额补贴，大学

或学院的学生亦可以通过学生医疗保险得到全额补贴。  



加拿大人工流产医疗诊所及服务列表 最近更新 2023 年 03 月 23 日   Page 3  

热线，人工流产基金，转诊，拥护选择权的组织   

地区 名字 城市 电话 信息/网址/电邮  

全国  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行动加拿大保护性健康与性权

益 

渥太华 行动加拿大连线 
1-888-642-2725 

发短信至:  
1-613-800-6757 

办公室: 613-241-4474 

 

24 小时面对加拿大全境开放的免费电话可以提供生育权和性健

康方面的信息，以及转诊和怀孕选择权相关问题。  

action@actioncanadaSHR.org  

www.actioncanadashr.org/  

进入网页，点击“寻找服务提供方”（ “Find a Service 

Provider”）寻找你所在省内的性健康中心。 

或参考手册:  “Accessing Abortion in Canada, by Wellness Within”  

加拿大人工流产渠道，由 Wellness Within 编写 。 

诺尔玛士嘉宝基金（Norma Scarborough fund） –是一个专注于

提供交通和住宿补助的紧急基金（请拨打连线电话） 。 

 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 

(NAF) 加拿大 

加拿大人工流产（堕胎）联盟 
(NAF)  

温哥华 加拿大办公室:  
604-210-4680  

(仅限诊所和社区组织

联系人)  

加拿大转诊:  
1-877-257-0012  

(患者热线) 

经济援助:  
1-800-772-9100  

(患者热线) 

美国办公室:  
1-800-772-9100  

(患者热线) 

www.nafcanada.org (加拿大)  

加拿大国家人工流产联盟的 Morgentaler 医生患者援助基金旨于

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人工流产关怀。这包括为没有

保险金的患者提供部分费用支持，并/或提供旅行交通补助。 

联系方式: mpaf@prochoice.org (仅限诊所和社区组织联系人) 

 Choice Connect 

选择权联合 

全国 网络 APP https://choiceconnect.ca/  

该软件提供免费、匿名、且保密的转诊服务，可以转至在你附近

的加拿大人工流产诊所或者服务提供者，你可以选择堕胎药或吸

抽手术。 

 加拿大人工流产（堕胎）权联

盟 

温哥华 N/A www.arcc-cdac.ca  

info@arcc-cdac.ca  

     

mailto:action@actioncanadaSHR.org
http://www.actioncanadashr.org/
https://www.actioncanadashr.org/resources/factsheets-guidelines/2022-09-14-accessing-abortion-canada-pamphlet-wellness-within
https://www.actioncanadashr.org/resources/factsheets-guidelines/2022-09-14-accessing-abortion-canada-pamphlet-wellness-within
http://www.nafcanada.org/
mailto:mpaf@prochoice.org
https://choiceconnect.ca/
http://www.arcc-cdac.ca/
mailto:info@arcc-cd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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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名字 城市 电话 信息/网址/电邮  

阿尔伯塔 Pro-Choice Society of Lethbridge 
& Southern Alberta 

莱斯布里奇及南阿尔伯塔用户

选择权社团 

莱斯布里奇 587-257-6833  阿尔伯塔南部居民可通过 24 小时电话或短信联系。 

提供支持，为你发声，提供堕胎及避孕相关信息，提供经济或

出行援助。 

info@prochoiceyql.ca  

@prochoiceyql on Facebook, Twitter & Instagram  

www.prochoiceyql.ca  

     

英属哥伦比亚 Pregnancy Options Line 

孕期选择热线 

温哥华 英属哥伦比亚境内 
1-888-875-3163  

低陆平原:  
604-875-3163  

为英属哥伦比亚居民提供相关堕胎信息、资源和所有转诊服务

（包括心理咨询）。 

你需要留电话语音留言，医院会在工作日的 48 小时内回复你。 

热线由英属哥伦比亚妇女诊所和健康中心接应:  
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
contraception  

 Sex Sense Line 

性科学热线 

温哥华 英属哥伦比亚境内:   
1-800-SEX-SENSE  
(1-800-739-7367)  

低陆平原: 
604-731-7803  

提供免费、用户选择权、性积极和保密的服务。由注册护士、

心理辅导员以及性教育者们组成的团队为你提供关于性、性取

向以及性健康方面的信息和资源。面向英属哥伦比亚和育空领

地的居民。  

周一到周五早 9 点至晚 9 点提供电话或邮件服务。 

更多信息/联络方式: www.optionsforsexualhealth.org/sex-sense/  

     

魁北克 魁北克生育计划联盟 (FQPN) 蒙特利尔 514-866-3721 www.fqpn.qc.ca  

info@fqpn.qc.ca 

魁北克省的堕胎资源 2020 :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
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Ta raison c’est la bonne  

(你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  
 

关于堕胎权益和渠道的信息服

务 

  限魁北克境内: www.taraison.ca/en/get-help  

www.taraison.ca/  

Ta raison c’est la bonne 是由 SOS Grossesse (Quebec), SOS 

Grossesse Estrie, and Grossesse Secours (Montreal) 支持的以提高

堕胎方面的信息共享和权益意识的组织。 

mailto:info@prochoiceyql.ca
http://www.prochoiceyql.ca/
http://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contraception
http://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contraception
http://www.optionsforsexualhealth.org/sex-sense/
http://www.fqpn.qc.ca/
mailto:info@fqpn.qc.ca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www.taraison.ca/en/get-help
http://www.tarais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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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陪护和支持服务 

地区 名字/服务  联系方式 简介 

全国 Full Spectrum Doula Collective 
Canada   

全谱孕妇陪护联合（加拿大） 

提供人工流产陪护培训 

为培训学员提供联络网络  

https://fsdoulas.ca/ 

联系信息: https://fsdoulas.ca/contact/  

为全谱孕妇陪护（包括人工流产陪护）者以及志愿参与的人们提供培

训和社会联络机会。 

“全谱孕妇陪护联合（加拿大）代表广大志愿为普及所有人的生育正义

而奋斗的人们。…我们信仰社会正义并同所有为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的

人们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支持多元的道德空间以及人们基于各自的

种族、宗教信仰、取向、关系结构、性别、职业、法律地位、以及社

会经济环境而做出的选择。” 

 Hope Air  

希望航空 

https://hopeair.ca/  

旅行申请表格: https://hopeair.ca/en-
CA/Our-Work/Travel-Request/Travel-
Request  

416-222-6335 (多伦多)  

1-877-346-HOPE (4673)  

希望航空为需要旅行至远地治疗的加拿大人视需要而定地提供支持。

其中包括需要在加拿大境内或至美国旅行寻求人工流产关怀的患者。

按照要求，人工流产程序在省/地区健康保险的担保范围之内。他们还

会询问患者的经济情况。 

以下介绍来自网站：“在希望航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完成他

们的医疗预约而不必担心抵达预约的交通方式。如果你想就免费机

票、免联邦大桥通行税、或免爱德华王子岛船费进行咨询，请填写我

们的旅行申请表格。” 

 Information for pregnant Queer 
and Trans people  

酷儿及跨性别人士孕期咨询 

www.arcc-cdac.ca/information-for-
pregnant-queer-and-trans-people/  

如果你是酷儿、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认同并需要堕胎服务，我们可以

帮你。请参阅我们的手册，其中包括很多帮助信息、参考资料、正向

认可和其他资源。 

 

阿尔伯塔 Alberta Abortion Access Network  
(province-wide) 

阿尔伯塔人工流产通道网络

（全省） 

提供人工流产陪护服务和培训

项目 

提供人工流产支持服务 

780-240-8524  

info@albertaabortionaccess.com  

www.albertaabortionaccess.com/  

一个由专业热情的人工流产支持工作者（陪护人）组成的省级服务网

络，他们将陪伴孕妇完成整个人工流产过程。“我们的任务是让每一

个阿尔伯塔人能够接受友好的堕胎服务，不管他们的种族、性别、年

龄、还是地理差异。”他们也提供在阿尔伯塔内不同城市举办的每年

数次的培训活动。 

所有人工流产陪护服务全部免费。 

支持服务：提供旅行、人工流产费用、陪护、寄宿家庭、流产后护

理、同辈互助等方面的援助。  

https://fsdoulas.ca/
https://fsdoulas.ca/contact/
https://hopeair.ca/
https://hopeair.ca/en-CA/Our-Work/Travel-Request/Travel-Request
https://hopeair.ca/en-CA/Our-Work/Travel-Request/Travel-Request
https://hopeair.ca/en-CA/Our-Work/Travel-Request/Travel-Request
http://www.arcc-cdac.ca/information-for-pregnant-queer-and-trans-people/
http://www.arcc-cdac.ca/information-for-pregnant-queer-and-trans-people/
mailto:info@albertaabortionaccess.com
http://www.albertaabortionacc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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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名字/服务  联系方式 简介 

Red Deer & Area Pro Choice 

红鹿地区拥护选择权联盟 

人工流产陪护服务 

人工流产支持服务 

604-399-4122 

(请要求转接至 Lauren)  

Reddeerareaprochoice@gmail.com  

提供人工流产陪护，流产后护理等服务。 

为需要人工流产的女性提供保密的支持服务，包括接送患者来往埃德

蒙顿和卡尔加里的诊所。 

所有服务一律不含偏见，不站宗教立场，对 LGBTQIA+群体友好。  

Full Spectrum Doula Collective 
Canada   

加拿大全普孕妇陪护联合 

人工流产陪护服务—限卡尔加

里地区  

https://fsdoulas.ca/ 

联系方式: https://fsdoulas.ca/contact/ 

服务介绍参见尚文全国部分。 

该联合会本部设于卡尔加里，能够提供卡尔加里境内的全谱陪护或人

工流产陪护。 

 

Twyla Pierce 

人工流产陪护服务-限埃德蒙顿

及周边地区  

albertaabortiondoula@gmail.com  

脸书页面: fb.me/albertaabortiondoula 

脸书发信息至: 
m.me/albertaabortiondoula 

Twyla 是一位新经培训的陪护师，她为患者提供热情、专业、保密并

不带偏见的服务。她的服务地区是埃德蒙顿及周边地区。  

Twyla 免费提供人工流产陪护。她的支持涵盖人工流产全程，包括提

供资源、接送孕妇、答疑解惑、照料安抚。  

 

英属哥伦比亚 Vancouver Full Spectrum Doula 
Collective  

温哥华全谱陪护服务 

人工流产陪护服务 

人工流产支持服务  

fsdvancouver@gmail.com  

https://fsdvancouver.wixsite.com/fsdva
n  

https://www.facebook.com/Vancouve
r-Full-Spectrum-Doula-Collective-
3296922690325291/?__tn__=kHH-R  

该组织遵循反压迫和生殖正义的模范。他们为在诊所内外进行的人工

流产提供不带偏见的服务。他们提供电话咨询，电邮咨询和见面咨

询。为你在流产前，流产中，和流产后提供支持。 

“我们相信所有需要的人都有权获得人工流产服务。按照需求，我们可

以免费提供我们的服务，或以物交换，或协商小额费用来补贴我们的

支出。” 

 

纽芬兰与拉布

拉多省 

Abortion Support Services 
Atlantic, Halifax NS 

哈利法克斯人工流产服务 

全谱陪护服务 

堕胎陪护培训 

堕胎支持服务 

assa.coordinator@gmail.com  

www.facebook.com/abortionsupportatl
antic  

Twitter: @abortionsupportatlantic  

https://atlanticabortionco.wixsite.com/w
ebsite  

全谱陪护服务。 

为大西洋沿岸省份（包括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有人工流产需求者提

供非医疗服务。 

Shannon Hardy, 性健康与生育健康教练: 
https://www.shannonhardycoaching.com/  

mailto:Reddeerareaprochoice@gmail.com
https://fsdoulas.ca/
https://fsdoulas.ca/contact/
mailto:albertaabortiondoula@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albertaabortiondoula
https://www.messenger.com/t/albertaabortiondoula
mailto:fsdvancouver@gmail.com
https://fsdvancouver.wixsite.com/fsdvan
https://fsdvancouver.wixsite.com/fsdvan
https://www.facebook.com/Vancouver-Full-Spectrum-Doula-Collective-3296922690325291/?__tn__=kHH-R
https://www.facebook.com/Vancouver-Full-Spectrum-Doula-Collective-3296922690325291/?__tn__=kHH-R
https://www.facebook.com/Vancouver-Full-Spectrum-Doula-Collective-3296922690325291/?__tn__=kHH-R
mailto:assa.coordinator@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abortionsupportatlantic
http://www.facebook.com/abortionsupportatlantic
https://atlanticabortionco.wixsite.com/website
https://atlanticabortionco.wixsite.com/website
https://www.shannonhardycoac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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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名字/服务  联系方式 简介 

计划生育联合会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分部 

clientservicescoordinator@ppnlsh.com 

709-579-1009 

可帮助联络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内的陪护服务 

Reproductive Justice New 
Brunswick (RJNB) 

新布伦瑞克生育正义联盟 

https://rjnb.org/ 

ReproductiveJusticeNB@gmail.com 

新布伦瑞克堕胎服务: https://rjnb.org/accessing-abortions-in-new-
brunswick/   

新布伦瑞克省跨性别及性少数群体资源: https://rjnb.org/trans-and-
gender-diverse-resources/   

安大略 Wholehealth 药店  

多伦多 

https://whpharmacy.ca/ 

647-557-6959 

传真（用于发送处方）:。 
833-888-1636 

这家药房在安大略省中部大部分地区提供免费的次日递送堕胎药

Mifegymiso 的处方。(星期五的订单在星期一交付。安大略省中部以外

地区的送货时间稍长一些）。该药房还可以发送额外的处方，如用于

缓解疼痛的处方。 

Sudbury Manitoulin Abortion 
Support Collective 

萨德伯里马尼图林人工流产支

持中心 

contact.smasc@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abortions
upportcollective/  

@abortionsupportcollective 

萨德伯里马尼图林人工流产支持中心是百分之百以志愿者构成的机

构，为大萨德伯里和马尼图林岛地区需要流产医疗的人们提供支持和

援助。 

Birth Mark Support  

胎记支持计划 

大多伦多及汉密尔顿地区 

全谱生产陪护 

https://birthmarksupport.com/abortion

-support (受助申请表格) 

1-888-374-7158 

胎记支持计划的陪护者们为大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的家庭和个人提

供免费服务。他们可以在服务对象考虑进行药物或手术流产时提供稳

定的情感、生理和信息支持。该计划的堕胎陪护服务面向所有通过网

络提交表格自行转诊的所有个人。 

Ontario Spectrum Doula Services 
Stratford  

斯特拉福德安大略省产妇陪护 

全谱生产陪护 

www.spectrumdoula.com  

(请在网址内寻找联系表格)  

摄影师: spectrum.doula@gmail.com  

Instagram: spectrumdoula  

Facebook: Katie Nelson – Spectrum 
Doula Services  

Katie 为所有寻求帮助的人提供不带偏见的服务。她尤其致力于帮助青

少年、LGBTQ+群体以及那些正经历流产、或面临终止孕期的人。 

选择终止孕期的孕妇可以申请纪念照片 

服务地区为斯特拉福德及周边地区 

mailto:clientservicescoordinator@ppnlsh.com
https://rjnb.org/
mailto:ReproductiveJusticeNB@gmail.com
https://whpharmacy.ca/
mailto:contact.smasc@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abortionsupportcolle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abortionsupportcollective/
https://birthmarksupport.com/abortion-support
https://birthmarksupport.com/abortion-support
http://www.spectrumdoula.com/
mailto:spectrum.dou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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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名字/服务  联系方式 简介 

All Options Doula Services 
Windsor 

温莎全选项陪护服务 

全谱陪护服务 

生产教育  

cassthedoula@gmail.com 

https://alloptionsdoula.ca/  

(网址内有联系表格)  

Twitter: @alloptionsdoula 

Instagram: alloptionsdoula  

为所有家庭和个人在生育各方面提供公正、不带偏见的服务。 

致力于帮助每个人，会根据你的需求为你提供最好的服务。骄傲的

LGBTQ+群体支持者，接纳变性者群体。 

所有与服务对象的联系都完全保密 

服务地区为温莎及周边地区 

选择之轮 

Wheels of choice 

(SHORE 中心, 基秦拿) 

options@shorecentre.ca  

226-973-7851 (Sarah) 

为在安省西南部的有需要者提供接送服务。 

 

魁北克 蒙特利尔堕胎通道计划 

Projet d'Accessibilité à 
l'Avortement Montréal  

info@maap-paam.ca 

www.maap-paam.ca/  

蒙特利尔：堕胎陪护服务及培训；堕胎相关支持。  

 

萨斯喀彻温省 萨斯卡通人工流产支持系统  

• 堕胎陪护服务 

• 萨斯卡通及周围区域 

www.sasn.ca 

https://sasn.ca/contact/  

专注于为患者提供人工流产前、中、后全程服务。依患者需求为其提

供支持，帮助其客服困难。为推进堕胎服务的平等化，免费为您服

务。 

 

人工流产诊所（及部分医院）  

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阿尔伯塔 Kensington Clinic 

肯辛顿诊所 

卡尔加里 403-283-9117 20 周内 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 药物流产 

www.kensingtonclinic.com 

 Women's Health Clinic at Peter 
Lougheed Centre  

Peter Lougheed 妇女健康诊所 

卡尔加里 403-943-5716 20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20 周后可以按个例需求执行手术。  

这是阿尔伯塔内唯一依托于医院的人工流产诊所。你可以直

接自己预约，无需转诊。有外省医疗保险的就医者可以免费

治疗。 

mailto:cassthedoula@gmail.com
https://alloptionsdoula.ca/
mailto:options@shorecentre.ca
mailto:info@maap-paam.ca
http://www.maap-paam.ca/
http://www.sasn.ca/
https://sasn.ca/contact/
http://www.kensington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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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Woman's Health Options Clinic 

妇女健康解决方案诊所 

埃德蒙顿 780-484-1124 19 周零 6 天内 吸抽或手术流产  

http://womanshealthoptions.com  （可以网上预约）
info@whol.ca  

Clinic 38 

诊所 38  

红鹿镇 在网站上， 

点击 "预约"， 

然后点击“手机”图

标。 

9 周内 药物流产 

请在留言中注明您的姓名、健康卡号、出生日期、电话号

码、联系您的最佳时间，以及我们是否可以留言。 

https://clinic38.com/   

     

英属哥伦比亚 East Kootenay Women’s Services 
Clinic 

东库特尼妇女诊所 

克兰布鲁克 250-919-8154 12 周内（从 5 周到六周开始），在诊所内使用部分麻醉和清

醒镇定来吸抽流产。 

Women's Services Clinic, Kelowna 
General Hospital 

基隆拿综合医院妇女诊所 

基隆拿 250-980-1399 12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仅周二开放。接听预约电话时间为：周一/周二周四 8:30-

2:30，周三 8:30-12。接受电话语音留言。逢周五、周六、周

日及节假日休息。  

 Women’s Vita Medical Clinic 

妇女维生医疗诊所 

纳奈莫 250-591-9812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www.womensvita.ca/reproductive-health  

 West Kootenay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西基隆拿计划生育服务 

纳尔逊 250-505-3885 12 周内吸抽流产 

10 周内药物流产 

 CARE Program, BC Women's 
Hospital & Health Centre 

CARE 项目，BC 妇科医院及健康

中心 

温哥华 604-875-2022 

1-888-300-3088 x 2022  

(BC 内转诊等信息热线.) 

23 周零 6 天内吸抽或手术流产（月经周期） 

网上预约: www.bcwomens.ca/care  

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
contraception  

 Elizabeth Bagshaw Clinic 

Elizabeth Bagshaw 诊所 

温哥华 604-736-7878 

1-877-736-7171 

16 周零 6 天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bagshawclinic.ca/  

http://womanshealthoptions.com/
mailto:info@whol.ca
http://clinic38.com/book-an-appointment
https://clinic38.com/
https://www.womensvita.ca/reproductive-health
http://www.bcwomens.ca/care
http://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contraception
http://www.bcwomens.ca/our-services/gynecology/abortion-contraception
https://bagshawclin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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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Everywoman's Health Centre  

每个她健康诊所 

温哥华 604-322-6692 13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everywomanshealthcentre.ca 

ewhc@everywomanshealthcentre.ca  

 Willow Clinic 

柳树诊所 

温哥华 604-709-5611 10 周内 Mifegymiso 药物引产(有 BC 医疗保险者$25) 

7 周内 Methotrexate (一种注射式药物) (有 BC 医疗保险者
$100) 

www.willowclinic.ca  

contact@willow.ca  

 Vancouver Island Women's Clinic 

温哥华岛女性诊所 

维多利亚 250-480-7338 23 周零 6 天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在医院内进行) （月经周期）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viwomensclinic.ca 

     

马尼托巴 Brandon Regional Health Centre  

布兰登地区健康中心 

布兰登 204-578-2513  

(两性健康中心)  
12 周内吸抽流产 （怀孕周期） 

9 周内药物流产 （怀孕周期） 

http://www.pmh-mb.ca/index.php/8-our-locations/20-brhc  

Northern Health Region 

马尼托巴省北部卫生区  

马尼托巴省北部 1-888-340-6742，分机
30224 

204-623-9256 

9 周内药物流产（怀孕周期） 

https://northernhealthregion.com/programs-and-
services/medical-abortion/  

Health Sciences Centre, Women's 
Hospital 

女性医院健康科学中心 

温尼伯 204-787-1980 19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8 周内药物流产（怀孕周期） 

www.hsc.mb.ca  

 Women's Health Clinic 

妇女健康诊所 

温尼伯 204-477-1887 

1-866-947-1517  
ext 200 

16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怀孕周期） 

www.womenshealthclinic.org  

whc@womenshealthclinic.org  

     

http://www.everywomanshealthcentre.ca/
mailto:ewhc@everywomanshealthcentre.ca
http://www.willowclinic.ca/
mailto:contact@willow.ca
http://www.viwomensclinic.ca/
http://www.pmh-mb.ca/index.php/8-our-locations/20-brhc
https://northernhealthregion.com/programs-and-services/medical-abortion/
https://northernhealthregion.com/programs-and-services/medical-abortion/
http://www.hsc.mb.ca/
http://www.womenshealthclinic.org/
mailto:whc@womenshealthclin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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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新布伦瑞克省 Clinic 554 

554 诊所 

弗雷德里克顿 1-855-978-5434  16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www.clinic554.ca/  

药物流产免费，吸抽流产则根据妊娠长度收费 700 至 850 加

元不等。  

Bathurst Chaleur Regional Hospital 

Bathurst Chaleur 地区医院 

巴瑟斯特 506-544-2133  

1-888-472-2220 

13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无需医生转诊  

info@vitalitenb.ca  

www.vitalitenb.ca/en/service-points  

Dr. Georges-L.-Dumont University 
Hospital Centre 

Georges-L.-Dumont 大学医疗中心 

蒙克顿 506-862-2770 13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无需医生转诊  

info@vitalitenb.ca  

Moncton Hospital  

蒙克顿医院  

蒙克顿 免费:  
1-844-806-9205 

13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10 周内药物流产 

无需医生转诊。爱德华王子岛求诊者受爱德华王子岛政府资

助  

Horizon@HorizonNB.ca  

http://en.horizonnb.ca/home/facilities-and-
services/services/clinics/family-planning-clinic.aspx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

省 

Athena Health Centre  

雅典娜健康中心 

圣约翰 

科纳布鲁克 

纽芬兰中心 

709-754-3572 

1-800-755-2044 

15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科纳布鲁克和纽芬兰中心的诊所每月只开放一天。  

http://www.thrivecyn.ca/directory-of-services/health/athena-health-
centre-formerly-the-morgentaler-clinic/  

athenahealthcentre@bellaliant.com  

     

http://www.clinic554.ca/
mailto:info@vitalitenb.ca
http://www.vitalitenb.ca/en/service-points
mailto:info@vitalitenb.ca
mailto:Horizon@HorizonNB.ca
http://en.horizonnb.ca/home/facilities-and-services/services/clinics/family-planning-clinic.aspx
http://en.horizonnb.ca/home/facilities-and-services/services/clinics/family-planning-clinic.aspx
http://www.thrivecyn.ca/directory-of-services/health/athena-health-centre-formerly-the-morgentaler-clinic/
http://www.thrivecyn.ca/directory-of-services/health/athena-health-centre-formerly-the-morgentaler-clinic/
mailto:athenahealthcentre@bellali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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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新斯科舍省 资助转诊热线 全省 1-833-352-0719 每周一到周五早 8 点到下午 4 点，转诊护士会为你答疑解

惑、安排超音波检测、帮忙和医生预约药物流产或与医院预

约吸抽流产。非工作时间可以留电话语音留言。  

Nova Scotia Health Authority  

新斯科舍省健康专门诊所 

全省 902-472-4078 免费流产后的心理辅导。 

ROSE Clinic, reproductive options 
and services 

ROSE 诊所，生殖选择和服务 

哈利法克斯 902-473-7072 15 周零 6 天内抽吸或手术流产。 

爱德华王子岛的就医者可以免转诊；受爱德华王子岛政府资

助。 

South Shore Regional Hospital 

南岸地区医院 

桥水 902-543-4603  

(通用号码) 
（可能）只限 12 周内，吸抽流产。（无信息）  

Valley Regional Hospital  

山谷地区医院 

肯特维尔 902-678-7381  

(通用号码) 
（可能）只限 12 周内，吸抽流产。（无信息） 

Colchester East Hants Health 
Centre 

科尔切斯特东汉斯健康中心 

特鲁罗 902-893-4321  

(通用号码) 
（可能）只限 12 周内，吸抽流产。（无信息） 

     

安大略 关爱之家 "健康联谊会”  

Circle of Care Health Connections 

安大略省全境 289-335-4357 仅限 9 周内药物流产 

线上辅导人工流产，可以将药物邮寄到你的家中或当地药

店。 

https://circleofcarehealthconnections.com/ 

联系: https://circleofcarehealthconnections.com/contact  

Lakeside Women’s Clinic 

湖岸女性诊所 

巴里 705-503-6700 仅提供 10 周内药物流产 

提供避孕药和 IUD 节育器 

www.lakesidewc.com  

周二至周四及周六 9:30-4:30pm 

https://circleofcarehealthconnections.com/
https://circleofcarehealthconnections.com/contact
http://www.lakeside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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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诊所名称 城市 联系电话 信息 / 网站 / 电子邮箱 

Brampton Women’s Clinic 

布兰普顿女性诊所 

布兰普顿 905-789-7474 18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部分受资助） 

63 内药物流产（月经周期），需超声检查确认。  

www.bramptonwomensclinic.com/ 

预约: http://www.bramptonwomensclinic.com/contact/  

info@bramptonwc.com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Clinic 

孕期中断诊所 
哈密尔顿 905-389-5068 16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不提供药物流产） 

www.hamiltonhealthsciences.ca/areas-of-care/womens-and-
newborn-care/womens-health-clinics/termination-of-
pregnancy-clinic 

womensclinic@hhsc.ca 
 

 Hamilton Women's Clinic 

哈密尔顿女性诊所 

哈密尔顿 905.540.1900 仅限 9 周内药物流产 

目前可预约时间为周二、周四早 10 点到下午 2 点，以及周六

早 9 点到下午 1 点。  

(姐妹诊所：美西沙加女性诊所，见下表。) 

info@hwclinic.org  

www.hwclinic.org  

 汉密尔顿节育诊所 哈密尔顿 905-525-1677 仅限药物流产，最长为 10 周 

生育控制、宫内节育器和 Nexplanon 服务 

www.hamiltonbirthcontrolclinic.ca   

营业时间：周一和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1 点，周三上午 9 点

至下午 4 点半 

即将推出。 

- 2 月 27 日星期一开始提供虚拟医疗流产服务 

- 4 月起增加星期四中午 12:30-4:30 

 Pregnancy Options 
Program/Abortion Clinic, London 
Health Sciences, Victoria Hospital 

维多利亚医院伦敦健康科学院孕

期选择项目/堕胎诊所 

伦敦 519-685-8204 x 5279 24 周 0 天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www.lhsc.on.ca/Patients_Families_Visitors/Womens_Health/tap.
htm 

http://www.bramptonwomensclinic.com/
http://www.bramptonwomensclinic.com/contact/
mailto:info@bramptonwc.com
https://www.hamiltonhealthsciences.ca/areas-of-care/womens-and-newborn-care/womens-health-clinics/termination-of-pregnancy-clinic
https://www.hamiltonhealthsciences.ca/areas-of-care/womens-and-newborn-care/womens-health-clinics/termination-of-pregnancy-clinic
https://www.hamiltonhealthsciences.ca/areas-of-care/womens-and-newborn-care/womens-health-clinics/termination-of-pregnancy-clinic
mailto:womensclinic@hhsc.ca
mailto:info@hwclinic.org
http://www.hwclinic.org/
http://www.hamiltonbirthcontrolclinic.ca/
http://www.lhsc.on.ca/Patients_Families_Visitors/Womens_Health/tap.htm
http://www.lhsc.on.ca/Patients_Families_Visitors/Womens_Health/t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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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s Clinic, Kingston Health 
Sciences Centre, Kingston 
General Hospital  

金斯顿综合医院医疗科学中心

妇女诊所 

金斯顿 613-548-2423 7-12 weeks 内吸抽流产 

9 周内手术流产 

https://kingstonhsc.ca/obstetrical-care/obstetrical-and-
gynecological-clinics/womens-clinic  

 Grand River Hospital 

大河医院 

基琴拿 519-749-4254  6 到 14 周内吸抽流产 

 SHORE Centre 

SHORE 中心 

基琴拿 519-743-9360 9 周内药物流产  

线上预约：https://www.shorecentre.ca/abortion-pill-shore-
centre/   

options@shorecentre.ca  

 Onyx Urgent Care 

Onyx 急诊救护 

基琴拿-滑铁卢 519-896-6699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onyxurgentcare.com/  

 Georgian Bay Women’s Health 
Clinic 

乔治亚湾妇女健康诊所 

米德兰 705 527-4154 

免费电话。 
855 527-4154 

10 周内药物流产  

还提供避孕、放置宫内节育器、性病检测、PAP 筛查 

midwives@chigamik.ca  

www.georgianbaywomensclinic.com  

 Mississauga Women's Clinic 

密西沙加女性诊所 

密西沙加 905-629-4516 16.6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仅部分报销）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mwclinic.com  

info@mwclinic.com  

 First Choice Women’s Clinic 

第一选择妇女诊所 

密西沙加   647-368-5877  10 周内药物流产  

该诊所提供宫内节育器的植入和取出，以及避孕咨询。  

www.firstchoicewc.com  

fcwomensclinic@gmail.com  

 Durham Women’s Care Clinic 

达勒姆妇女护理诊所  

奥沙华 905-721-2547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durhamwomenscareclinic.com/ 

https://kingstonhsc.ca/obstetrical-care/obstetrical-and-gynecological-clinics/womens-clinic
https://kingstonhsc.ca/obstetrical-care/obstetrical-and-gynecological-clinics/womens-clinic
https://www.shorecentre.ca/abortion-pill-shore-centre/
https://www.shorecentre.ca/abortion-pill-shore-centre/
mailto:options@shorecentre.ca
http://onyxurgentcare.com/
mailto:midwives@chigamik.ca
http://www.georgianbaywomensclinic.com/
http://www.mwclinic.com/
mailto:info@mwclinic.com
http://www.firstchoicewc.com/
mailto:fcwomensclinic@gmail.com
http://www.durhamwomenscare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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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 Care Medical and Imaging 
Centre 

声波诊疗医务和影像中心 

渥太华 613-244-0911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medicalfamilyplanning.com/  
www.ottawamedicalabortion.com  

info@medicalfamilyplanning.com  

 Morgentaler Clinic 

摩根泰勒诊所 

渥太华 613-567-8300 

预约: 613-567-3360 

17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www.morgentaler.ca/contact_ottawa.html 

 Waves Family Medicine 

海浪家庭诊所 

沛内坦吉申 

米德兰 

705 355 9283 10 周内药物流产 

www.wavesfamilymedicine.ca  

周一至周五营业；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有人接电话 

 East End Women’s Clinic  

东城女性诊所 

Scarborough 

士嘉堡 

416 901-3278  10 周内（包括 10 周）药物引产 

提供避孕药使用咨询；IUD 节育器植入和取出 

www.eastendwomensclinic.com  

eastendwomensclinic@gmail.com  

 Options Clinic at Health Sciences 
North / Horizon Santé-Nord 

北部健康医学/ Horizon Santé-Nord

（HSN）选项诊所 

萨德伯里 705-671-5265  www.phsd.ca/health-topics-programs/sex-sexuality/birth-
control/pregnancy-options-support  

 Umbrella Medical Clinic 

保护伞医疗诊所 

桑德贝 807-344-4077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umbrellaclinic.com/  

info@umbrellaclinic.com  

http://www.medicalfamilyplanning.com/
http://www.ottawamedicalabortion.com/
mailto:info@medicalfamilyplanning.com
http://www.morgentaler.ca/contact_ottawa.html
http://www.wavesfamilymedicine.ca/
http://www.eastendwomensclinic.com/
mailto:eastendwomensclinic@gmail.com
http://www.phsd.ca/health-topics-programs/sex-sexuality/birth-control/pregnancy-options-support
http://www.phsd.ca/health-topics-programs/sex-sexuality/birth-control/pregnancy-options-support
https://umbrellaclinic.com/
mailto:info@umbrella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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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 Centre for Birth Control 

Bay 街避孕中心 

多伦多 416-351-3700  8 周内使用部分麻醉进行吸抽流产， 

19 周零 6 天内抽吸或手术流产  

10 周内药物流产  

诊所还提供无接触的远程医疗堕胎服务 

女性学院医院：BCBC@wchospital.ca （注：所有预约必须电话

进行，不接受电邮预约） 

所有服务：http://www.womenscollegehospital.ca/programs-and-

services/bcbc/ 

人工流产服务：http://www.womenshealthmatters.ca/health-

centres/sexual-health/abortion/ 

 Bloor West Village Women's Clinic 

Bloor 西区女性诊所 

多伦多 416-849-4595 

1-844-785-1375 

19.6 周吸抽或手术流产 

（仅部分报销，但如有经济困难可以免除费用）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bloorwestwomensclinic.com 

联系表格： http://www.bloorwestwomensclinic.com/contact/ 

 Cabbagetown Women's Clinic 

椰菜镇女性诊所 

多伦多 416-323-0642 

1-800-399-1592  

23 周 7 天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9 周内药物流产  

www.cabbagetownwomensclinic.com  

 Choice in Health Clinic 

健康之选诊所 

多伦多 647-370-3203 

1-866-565-9300 

16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免费翻译服务 

www.choiceinhealth.ca  

 Morgentaler Clinic 

摩根泰勒诊所 

多伦多 416-932-0446 

1-800-556-6835 

19.5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www.morgentaler.ca/contact.html 

mclinic@passport.ca  

mailto:BCBC@wchospital.ca
http://www.womenscollegehospital.ca/programs-and-services/bcbc/
http://www.womenscollegehospital.ca/programs-and-services/bcbc/
http://www.womenshealthmatters.ca/health-centres/sexual-health/abortion/
http://www.womenshealthmatters.ca/health-centres/sexual-health/abortion/
http://www.bloorwestwomensclinic.com/
http://www.bloorwestwomensclinic.com/contact/
http://www.cabbagetownwomensclinic.com/
http://www.choiceinhealth.ca/
http://www.morgentaler.ca/contact.html
mailto:mclinic@passpor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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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s Care Clinic 

女性保健诊所 

多伦多 

（北约克） 

416-256-4139 20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仅部分报销）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womenscareclinic.ca  

info@womenscareclinic.ca  

     

爱德华王子岛 性健康、选择和生殖服务

（SHORS）。 

太子县医院  

萨默赛德 1-844-365-8258 12 周零 6 天内吸抽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参考新布伦维克和新斯科舍省下所列诊所） 

WomensWellnessProgram@ihis.org  

www.princeedwardisland.ca/en/information/health-pei/medical-
abortion   

     

魁北克 

魁北克省的堕胎

资源 2020 : 
https://api.fqpn.st
aging.molotov.ca/
wp-
content/uploads/
2021/01/Bottin-
2020-Feuillet-
Final.pdf 

 

注: 这里没有列出

CLSC（当地社区服

务中心）医院。请

与 FQPN 获取信

息。 

 

Centre de santé René-Ricard  Chapais  418-745-2591 #265 8-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无  

Centre de santé de Chibougamau Chibougamau 

希布加莫 

418-748-7658 #4214 8-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无  

Clinique des femmes de 
l'Outaouais 

加蒂诺（荷尔） 819-778-2055 6-15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9 周内（月经周期） 

www.cliniquedesfemmes.com  

Centre de santé Tulattavik de 
l’Ungava 

Kuujjuak 

库朱瓦克 

819-964-2905 #222 6-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9 周内（月经周期） 

Clinique médicale La Rose des 
Vents  

Laval 

拉瓦勒 

450-624-1844 #4 6-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无 

Centre de rendez-vous en 
avortement du 1er trimester de 
Montréal 

蒙特利尔 514-380-8299 14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http://womenscareclinic.ca/
mailto:info@womenscareclinic.ca
mailto:WomensWellnessProgram@ihis.org
http://www.princeedwardisland.ca/en/information/health-pei/medical-abortion
http://www.princeedwardisland.ca/en/information/health-pei/medical-abortion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s://api.fqpn.staging.molotov.ca/wp-content/uploads/2021/01/Bottin-2020-Feuillet-Final.pdf
http://www.cliniquedesfem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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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 = 最后一次经
期的日期（月经周
期） 

Centre de santé des femmes de 
Montréal 

蒙特利尔 514-270-6110 #1  5-14+6/7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月经周期）  

www.csfmontreal.qc.ca/wp/ 

info@csfmontreal.qc.ca  

Clinique médicale de l'Alternative 蒙特利尔 514-281-6476 或  
514-281-9848 

5-13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9 周内（月经周期）  

www.cliniquedelalternative.com  

Clinique médicale Fémina 蒙特利尔 514-843-7904 5-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9 周内（月经周期）  

www.clinique-femina.com  

femina@clinique-femina.com  

Clinique médicale l’Envolée 蒙特利尔 514-581-4644  6-12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7 周内（月经周期）  

www.cliniquelenvolee.com/  

Clinique Morgentaler 蒙特利尔 514-844-4844 或  

1-888-401-4844 

5-18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9 周内（月经周期）  

www.morgentalermontreal.ca 

mclinique@gmail.com 

Centre de santé des femmes de la 
Mauricie 

三河市 819-378-1661 #2 6-14 周内吸抽流产（月经周期） 

药物流产：7 周（可能至 9 周内）（月经周期）
www.csfmauricie.ca/  

     

http://www.csfmontreal.qc.ca/wp/
mailto:info@csfmontreal.qc.ca
http://www.cliniquedelalternative.com/
http://www.clinique-femina.com/
mailto:femina@clinique-femina.com
http://www.cliniquelenvolee.com/
http://www.morgentalermontreal.ca/
mailto:mclinique@gmail.com
http://www.csfmaurici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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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 La Ronge Medical Clinic 

La Ronge 医疗诊所 

La Ronge 306-425-2174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www.northerndocs.ca/  

Women's Health Centre, Regina 
General Hospital 

里贾纳综合医院女性健康中心 

里贾纳 306-766-0586 

1-800-563-9923 

19 周零 6 天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怀孕周期） 

10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www.rqhealth.ca/departments/womens-health-centre  

College Park Medical Clinic 

学院公园医疗诊所 

萨斯卡通 306-955-2600 12 周内吸抽流产（医院内）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collegeparkmedicalclinicsk.ca  

cpmc@sasktel.net 

Saskatoon City Hospital 

萨斯卡通城市医院 

萨斯卡通 306-244-7989  

（性健康中心转诊） 

12 周内吸抽流产 

Referrals available from Sexual Health Centre: 
http://sexualhealthcentresaskatoon.ca/preg/ab_stoon.php  

Saskatoon Community Clinic 

萨斯卡通社区诊所 

萨斯卡通 306-652-0300  9 周内药物流产  

无需医生转诊 

www.saskatooncommunityclinic.ca/  

member.relations@communityclinic.sk.ca  

Saskatoon Sexual Health 

萨斯卡通性健康诊所 

萨斯卡通 306-244-7989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saskatoonsexualhealth.ca/  

     

领地 NOW – Northern Options for 
Women (at Stanton Territorial 
Hospital) 

NOW-北方女性选择（斯坦顿领

地医院）  

黄刀镇， 

西北领地 

867-765-4018 

黄刀镇外 
1-888-873-5710  

16 周内吸抽流产 

若手术医生可预约，20 周内手术流产
www.northernoptionsforwomen.com  

Qikiqtani Regional Hospital 

奇基克塔尼地区医院 

伊魁特， 

努纳武特 

867-979-7352 13 周内吸抽流产  

http://www.northerndocs.ca/
https://www.rqhealth.ca/departments/womens-health-centre
http://collegeparkmedicalclinicsk.ca/
mailto:cpmc@sasktel.net
http://sexualhealthcentresaskatoon.ca/preg/ab_stoon.php
http://www.saskatooncommunityclinic.ca/
mailto:member.relations@communityclinic.sk.ca
https://saskatoonsexualhealth.ca/
http://www.northernoptionsforwom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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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l Clinic (at Whitehorse General 
Hospital) 

蛋白石诊所（白马市综合医院） 

白马市，育空区 867-393-6635 15 周内吸抽或手术流产 

9 周内药物流产  

https://opalyukon.ca/ 

 

https://opalyuk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