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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港跨境婚姻？ 

新郎或新娘是香港人，配偶是內地人 
 

 

中港跨境婚姻產生的子女 

↓ 

一般稱為「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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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登記 

  

在內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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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雙方>16歲 

 港方：身分證 

 內地方：戶口簿（註明未婚）+ 港澳通行證 

 

 遞交「擬結婚通知書」 

 若15日內無人反對，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於3個月內舉行婚禮，由婚姻登記官、神職人員或婚
姻監禮人主持，簽署結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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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22歲；女>20 

 港方：身分證+回鄉證/來往內地通行證+「聲名書」 

 內地方：戶口簿 + 身分證 

 

 港方：申領「無結婚紀錄證明書」（寡佬紙）； 

找有中國委托公證人資格的本港律師辦理「無配偶以
及與結婚對象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
聲明書 

 雙方：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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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人憑回鄉證穿梭兩地居住 

 

2. 港人到內地定居（須辦內地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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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地配偶申請往來港澳通行證（雙程證）來港探親 

 探望配偶：3個月1次（14日*）或多次（90日*） 

 探望與香港配偶所生的<18子女：3個月1次或多次、
1年多次（90日*） 

 

 商務簽注（7日*） 

 個人或團隊旅遊簽注（7日*） 

 因私過境，免簽7日停留 

*每次訪港最長逗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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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地配偶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來港定居 

 現時輪候時間約3-4年 

 名額於每天150人來港家庭團聚的數額中扣除 

 在港居住滿7年，成為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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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香港出世紙，自動成為香港人 

 可享所有香港福利，包括教育、醫療 

 沒有內地戶藉，難在內地入學（國際學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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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是內地人，有內地戶藉 

 若要成為香港人享受香港福利，需申請「單程證」
來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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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所有雙程證及單程證的審批標準、制度、手續，均   

    為內地主導。 

 

 每天150人的數額純粹用於來港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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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佔整體
港人結婚比例
39%-56% 

 

 自1997年至
今累積宗數近
39萬宗 

 

 相等如2012
年香港家庭住
戶總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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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人口流動上升，接觸增加 

 港人來往內地 

（2012年達1.6億人次，較1997↑1倍） 

 

 內地訪港旅客 

（2012年達3,500萬人次，較1997↑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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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異地常駐/定居人士增加 

 2010年，18萬港人長期在內地工作 

 多項入境香港計劃，自2003年累計>9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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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年分 

最新獲批 
個案（年分） 

累計獲批 
個案（年分） 

內地人佔 
獲批個案 

資本投資者入境
計劃 

2003 NA 
20,020 

（2013年6月） 
87% 

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 

2003 10,304 

（2012） 
51,076

（2012） 
100% 

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 

2006 286 

（2011） 
2,094 

（2011） 
近80% 

非本地生畢業留
港/回港就業安排 

2008 
6,756 

（2012） 
22,115

（2012） 
97% 



 內地學生來港升學：>4,124人（2012/13） 

    同一時間在港就讀： >10,956人（2012/13） 

  

 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 

    同一時間在內地就讀 

  

 兩地學生共同在海外留學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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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少妻、草根階層、騙取福利、家庭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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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多樣化、年青化、中產化 

+ 
中港矛盾增加，本土主義出現 

↓ 
香港集思會的研究動機 

 
 

 

 2013/9/13  19 香港集思會—中港跨境婚姻 



 教育程度提高 

 中產專業增加 

 「港女」北上結婚：9年↑3倍；12%25% 

 「老夫少妻」非主流：年齡差距中位數 

  內地來港未足7年人士=8歲 

「港女」嫁「中男」=0~1歲 

  本研究=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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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張衛健>張茜（9） 

  吳啟華>石洋子（21） 

2008  張晉<蔡少芬（1） 

2009  羅嘉良>蘇岩（12） 

2011  朱少杰<郭羨妮（6） 

  張鐸<陳松伶（8） 

  陳浩民>蔣麗莎（16） 

  莫少聰>孫雲玲（28） 

2012  霍啟剛>郭晶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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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總署及入境處：《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
數字》 

 統計處：《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在中
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內地來港定居未足7年
人士》 

 中策組（港大）：A Study on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社聯：《跨境家庭生活現況及來港生活計劃研究》 

 深圳市統計局：《香港人在深圳居住狀況調查》 

 … 

2013/9/13  26 香港集思會—中港跨境婚姻 



 2009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成立研究內地與香港
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研究非本地居民的產科服務收費、單程通行證的輪
候時間、中港家庭的權益、跨境學童來港就學的各項
行政措施、相關的入境及人口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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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名單： 

李卓人（主席）、梁耀忠（副主席）、何俊仁、劉健
儀、譚耀宗、石禮謙、余若薇、王國興、湯家驊、劉
秀成、何秀蘭、林大輝 、陳克勤、梁美芬、張國柱、
黃成智、葉劉淑儀、黃毓民 

 

 舉行23次會議，41個團體表達意見 

 2012年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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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年或以後結婚；及 

2. 家庭每月收入為HK$2.5萬或以上；或 

3. 夫妻中一方或雙方達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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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形式：面訪 

 抽樣方式：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訪問日期：5月20日 - 7月2日 

 訪問地點：香港、深圳、廣州、珠海、東莞、北 
       京、上海等 

 受訪人數：510人 

 訪問內容：家庭現況、家庭關係、家庭困難、社    
       會融入、中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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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日期：6 - 7月 

 訪問對象： 

  14位中港婚姻人士：家庭每月收入>HK$3.5萬，
部分高達>HK$10萬 

  9位其他人士：中港婚姻配對顧問、北區辦學團
體、前入境事務處官員、社會福利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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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職位 原居 現居 

A1 女 43 玉石銷售經理 深圳 香港 

A2 女 39 服裝/個體戶 雲浮 深圳 

A3 女 32 化妝品代理 珠海 深圳 

A4 男 36 醫藥銷售員 山西 香港 

A5 女 30 紙品廠經理 東莞 東莞 

A6 男 28 律師 香港 香港 

A7 男 32 IT 顧問 北京 香港 

A8 男 32 財富管理/投資總監 香港 香港 

A9 女 38 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 香港 香港 

A10 男 34 醫生 香港 北京 

A11 女 38 個體戶 廣州 廣州 

A12 男 30 導遊 香港 香港 

A13 男 45 大學副教授 浙江 深圳 

A14 女 38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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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 職位 

B1 Mr Terry Shum 
愛與誠配對及顧問服務有
限公司 

創辦人、配對顧
問 

B2 馬紹良先生 鳳溪公立學校（慈善法團） 行政總裁 

B3 李淑賢女士 鳳溪創新小學校長 校長 

B4 葉成慶律師 
中國委托公証人協會有限
公司 

主席 

B5 閻尚文律師 
中國委托公証人協會有限
公司 

理事、對外事務
小組召集人 

B6 梅偉強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家庭及社區服務
總主任 

B7 施麗珊女士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組織幹事 

B8 楊媚女士 同根社 總幹事 

B9 NA 入境事務處 前高層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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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36歲；女：33歲 

 年齡差距中位數：-4（2011年全港：-3.6） 

 31%中港兩地工作 

 68%與配偶居住；分隔兩地的每月有14天相聚 

 專上教育：受訪者（47%）、配偶（31%） 

 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受訪者（33%）、配偶
（34%） 

 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HK$3.3萬（2013年全港：
HK$2.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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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居地（訪問地點） 總計 

香港 內地 

原居地 香港 153 100 253 

內地 156 101 257 

總計 309 201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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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子女 第二名子女 

平均年齡（歲） 4.8 2.7 

出生地點 香港 72% 78% 

內地 28% 22% 

居住地點 香港 47% 45% 

內地 53% 55% 

就學地點 香港 71% 38% 

內地 14% 13% 

[N] 370 110 

*跨境學童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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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過關後回深圳 利用學童專用通道過邊檢 

7am，深圳福田口岸，保姆護送過關 

資料來源：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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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朋友介

紹, 40% 

一般社交場

合, 29% 

跨境讀書/工

作  , 20% 

互聯網 , 9% 婚姻配對

機構 , 2% 



只要喜歡對方，對方是否本 
地人並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認為非本地人的素 

質較本地人為高 

希望通過婚姻獲得長 

期居留當地的權利 

在本地找不到合 
適的結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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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7% 16% 
11% 

受訪者可選擇多項 [N=502] 





1. 對婚姻關係感到滿意 

2. 婚後對異地適應度提升 

3. 支持兩地融合、對化解矛盾態度正面 

4. 對個人及兩地前景感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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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滿意/非常滿意」婚姻關係，「不滿意/非常
不滿意」只有2% 

 

 目前面對最大困難：「居住環境欠佳」（37%）  

 只得6%受訪者認為自己或配偶受到歧視 

 17%認為個人的婚姻沒有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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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服務：38%從沒使用 

 「夫妻之間的感情，不會受到兩地政府所制定政
策的困擾，亦不應指望政府會帶給他們相關的協
助…兩個人的婚姻，歸根究底只能靠雙方的努力去
維持。」（A11） 

 

 頭三項認為最缺乏的支援服務：「房屋政策」
（31%）、「醫療服務」（20%）、「延長持雙
程證母親在港的逗留期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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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有範疇的接受程度均提升 

 表示「適應/非常適應」的受訪者較婚前多出接近
1倍 

 

 變化較大：社交禮儀、語言、人際關係 

 變化較少：政治體制、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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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禮儀：原居內地受訪者婚後自言變得有禮
貌、守秩序 

 「都會有樣學樣，如果周圍大部分人都有好的習
慣，自己往往會遵守這些好習慣，日積月累，習
慣成自然。」（A1） 

 

 語言：流行文化=兩地人溝通的橋樑 

 「我也不明白他為何看得懂周星馳的戲！而且他
很喜歡張國榮、陳百強和林憶蓮，唱這些人的歌
時廣東話發音特別準確！」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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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體制：港人習慣民主的政治制度，較難認同
內地的一套；內地人婚後較適應香港的政治體制 

 「每次跟丈夫提到兩地的政治議題，有一半時間
都會吵架，他覺得我說得太盡，請我考慮他作為
內地人的感受，不要人身攻擊，例如不要標籤他
們是『強國人』。」（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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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配偶社會 

  62%「融入/非常融入」配偶社會，「不融入/非
常不融入」只有2% 

 浮動的、雙重的「香港人—內地人」身分 

 「每次踏入香港，就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即時
心情放鬆，不再緊捂腰包，自覺排隊乘車，不再
亂扔垃圾、隨地吐痰。每次從香港返回深圳，我
又會開始緊捂腰包，排隊時衝鋒陷陣，大模斯樣
的亂扔垃圾、隨地吐痰。」（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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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融入當地社會 

 61%認為子女「融入/非常融入」當地社會，「不
融入/非常不融入」只有4% 

 身分界線漸變模糊，居於內地的學生不會有「自
己是內地人」的感覺 

 「在他們眼中，香港和深圳的差別，只是旺角跟
黃大仙的分別。」 

 

 

 

 2013/9/13  53 香港集思會—中港跨境婚姻 



與親友的關係 

 76%與配偶的父母/親人的關係「好/非常好」 

 70%與配偶朋友的關係「好/非常好」 

 63%認為夫妻雙方親家的關係「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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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地融合是大勢所趨、無可逆轉，對雙方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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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非常支

持 

78% 

一般 

22% 

經濟融合 

支持/

非常支

持 

82% 

一般 

18% 

文化融合 



 港人調節心態，配合內地發展 

 「內地開放初期，許多港商北上投資設廠，開始
要融入內地的商業環境，只不過那個時港商是主
動北上融合。如今內地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港商
需要被動的迎合內地經營環境的轉變。」（A2） 

 

 內地要借鏡香港，改善軟件 

 「內地若在法治、人權方面不改善，始終不能令
外資百分百安心。它的經濟像開了turbo，但其他
軟件不配合，故步自封，就會limit了發展。」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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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中港有矛盾非常正常，不會影響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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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非常嚴

重, 37% 

一般, 54% 

不嚴重/非常

不嚴重, 10% 



 

 「一家人的吵鬧，沒甚麼大不了，比起某些國家
的種族矛盾，不可同日而語。」（A14） 

  

 「目前所見所聞的內地客來港搶奶粉，內地孕婦
來港產子，或內地富豪來港買樓，都不過是茶杯
裡的風波，算不得是可以激發矛盾的大風浪。」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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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是由於兩地生活習慣不同、爭奪有限資源 

 

2013/9/13  59 香港集思會—中港跨境婚姻 

中港矛盾的根源（可選擇多項） N=506 

中港兩地生活習慣不同 47% 

中港兩地居民爭奪有限資源 47% 

中港兩地政治體制差異 43% 

中港兩地文明程度差距 43% 

中港兩地居民的價值觀不同 36% 

中港兩地經濟發展步伐不一致 30% 

中港兩地居民對另一方缺乏認識 16% 



 對化解中港矛盾態度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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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非常樂

觀, 50% 

一般, 46% 

悲觀/非常悲

觀, 4% 



 隨著新一代逐漸長大，雙方的矛盾也會慢慢化解 

  

 「很多時來自個人的適應能力，現年25-45歲的
人，可能對中港融合比較反感，覺得被搶走了工
作機會。但很多97後出世的小朋友，普通說得相
當流利，完全沒有語言障礙，相信將來（兩地）
的矛盾也會較少。」（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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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家庭前途 

 對個人前途（81%）、婚姻前途（86%）或子女
前途（86%）均表示「樂觀/非常樂觀」 

 

兩地前景展望 

 對內地前景的信心略高於香港（86% vs. 83%） 

 有內地受訪者長留內地發展，未有意欲移居香港 

 大部分香港受訪者不擔心受到內地威脅 

 認為兩地各有自身的優勢，只要好好裝備自己，
前景同樣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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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扮高深  只求傳真 
 

（壹週刊創刊口號） 

 

Provide Wake-up Call and  

Food for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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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巨大，上升趨勢驚人 

 自然產生，毋須推廣，亦無法阻止 

 形成兩地融合的強大推動力，自然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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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年青人 

 香港剩女、宅男 

 香港家長 

 普羅市民 

 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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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主義倡議者 

 政黨 

 議員 

 香港政府（吳克儉、
張炳良、高永文、黎
棟國） 

 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