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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中港跨境婚姻？ 

新郎或新娘是香港人，配偶是内地人 
 

 

中港跨境婚姻产生的子女 

↓ 

一般称为「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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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登记 

  

在内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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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双方>16岁 

 港方：身分证 

 内地方：户口簿（注明未婚）+港澳通行证 

 

 递交「拟结婚通知书」 

 若15日内无人反对，签发「婚姻登记官证明书」，
于3个月内举行婚礼，由婚姻登记官、神职人员或婚

姻监礼人主持，签署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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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22岁；女>20 

 港方：身分证+回乡证/来往内地通行证+「声名书」 

 内地方：户口簿+身分证 

 

 港方：申领「无结婚纪录证明书」（寡佬纸）； 

找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的本港律师办理「无配偶以
及与结婚对象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声明书 

 双方：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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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人凭回乡证穿梭两地居住 

 

2.港人到内地定居（须办内地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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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地配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双程证）来港探亲 

 探望配偶：3个月1次（14日*）或多次（90日*） 

 探望与香港配偶所生的<18子女：3个月1次或多次、
1年多次（90日*） 

 

 商务签注（7日*） 

 个人或团队旅游签注（7日*） 

 因私过境，免签7日停留 

*每次访港最长逗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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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地配偶申请前往港澳通行证（单程证）来港定居 

 现时轮候时间约3-4年 

 名额于每天150人来港家庭团聚的数额中扣除 

 在港居住满7年，成为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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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香港出生证明，自动成为香港人 

 可享所有香港福利，包括教育、医疗 

 没有内地户藉，难在内地入学（国际学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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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是内地人，有内地户藉 

 若要成为香港人享受香港福利，需申请「单程证」
来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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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所有双程证及单程证的审批标准、制度、手续，均 

    为内地主导。 

 

 每天150人的数额纯粹用于来港家庭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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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占整体
港人结婚比例
39%-56% 

 

 自1997年至
今累积宗数近
39万宗 

 

 相等如2012

年香港家庭住
户总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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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人口流动上升，接触增加 

 港人来往内地 

（2012年达1.6亿人次，较1997↑1倍） 

 

 内地访港旅客 

（2012年达3,500万人次，较1997↑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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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异地常驻/定居人士增加 

 2010年，18万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 

 多项入境香港计划，自2003年累计>9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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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年分 

最新获批 
个案（年分） 

累计获批 
个案（年分） 

内地人占 
获批个案 

资本投资者入境
计划 

2003 NA 
20,020 

（2013年6月） 
87% 

输入内地人才计
划 

2003 10,304 

（2012） 
51,076

（2012） 
100% 

优秀人才入境计
划 

2006 286 

（2011） 
2,094 

（2011） 
近80% 

非本地生毕业留
港/回港就业安排 

2008 
6,756 

（2012） 
22,115

（2012） 
97% 



 内地学生来港升学：>4,124人（2012/13） 

    同一时间在港就读：>10,956人（2012/13） 

  

 香港学生到内地升学 

    同一时间在内地就读 

  

 两地学生共同在海外留学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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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少妻、草根阶层、骗取福利、家庭悲剧… 

2013/9/13  18 香港集思会—中港跨境婚姻 



背景多样化、年青化、中产化 

+ 
中港矛盾增加，本土主义出现 

↓ 
香港集思会的研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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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提高 

 中产专业增加 

 「港女」北上结婚：9年↑3倍；12%25% 

 「老夫少妻」非主流：年龄差距中位数 

  内地来港未足7年人士=8岁 

「港女」嫁「中男」=0~1岁 

  本研究=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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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张卫健>张茜（9） 

  吴启华>石洋子（21） 

2008  张晋<蔡少芬（1） 

2009  罗嘉良>苏岩（12） 

2011  朱少杰<郭羡妮（6） 

  张铎<陈松伶（8） 

  陈浩民>蒋莉萨（16） 

  莫少聪>孙云玲（28） 

2012  霍启刚>郭晶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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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总署及入境处：《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的统计

数字》 

 统计处：《内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婴儿》、《在中
国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内地来港定居未足7年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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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联：《跨境家庭生活现况及来港生活计划研究》 

 深圳市统计局：《香港人在深圳居住状况调查》 

 … 

2013/9/13  26 香港集思会—中港跨境婚姻 



 2009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成立研究内地与香港

特区家庭事宜小组委员会 

 

 研究非本地居民的产科服务收费、单程通行证的轮

候时间、中港家庭的权益、跨境学童来港就学的各项
行政措施、相关的入境及人口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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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名单： 

李卓人（主席）、梁耀忠（副主席）、何俊仁、刘健

仪、谭耀宗、石礼谦、余若薇、王国兴、汤家骅、刘
秀成、何秀兰、林大辉 、陈克勤、梁美芬、张国柱、
黄成智、叶刘淑仪、黄毓民 

 

 举行23次会议，41个团体表达意见 

 2012年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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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或以后结婚；及 

2.家庭每月收入为HK$2.5万或以上；或 

3.夫妻中一方或双方达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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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形式：面访 

 抽样方式：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 

 访问日期：5月20日- 7月2日 

 访问地点：香港、深圳、广州、珠海、东莞、北 
  京、上海等 

 受访人数：510人 

 访问内容：家庭现况、家庭关系、家庭困难、社 
 会融入、中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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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日期：6 - 7月 

 访问对象： 

  14位中港婚姻人士：家庭每月收入>HK$3.5
万，部分高达>HK$10万 

  9位其他人士：中港婚姻配对顾问、北区办学团

体、前入境事务处官员、社会福利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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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职位 原居 现居 

A1 女 43 玉石销售经理 深圳 香港 

A2 女 39 服装/个体户 云浮 深圳 

A3 女 32 化妆品代理 珠海 深圳 

A4 男 36 医药销售员 山西 香港 

A5 女 30 纸品厂经理 东莞 东莞 

A6 男 28 律师 香港 香港 

A7 男 32 IT顾问 北京 香港 

A8 男 32 财富管理/投资总监 香港 香港 

A9 女 38 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 香港 香港 

A10 男 34 医生 香港 北京 

A11 女 38 个体户 广州 广州 

A12 男 30 导游 香港 香港 

A13 男 45 大学副教授 浙江 深圳 

A14 女 38 执业会计师 香港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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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机构 职位 

B1 Mr Terry Shum 
爱与诚配对及顾问服务有
限公司 

创办人、配对顾
问 

B2 马绍良先生 凤溪公立学校（慈善法团） 行政总裁 

B3 李淑贤女士 凤溪创新小学校长 校长 

B4 叶成庆律师 
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
公司 

主席 

B5 阎尚文律师 
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
公司 

理事、对外事务
小组召集人 

B6 梅伟强先生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家庭及小区服务
总主任 

B7 施丽珊女士 香港小区组织协会 小区组织干事 

B8 杨媚女士 同根社 总干事 

B9 NA 入境事务处 前高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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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36岁；女：33岁 

 年龄差距中位数：-4（2011年全港：-3.6） 

 31%中港两地工作 

 68%与配偶居住；分隔两地的每月有14天相聚 

 专上教育：受访者（47%）、配偶（31%） 

 经理/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受访者（33%）、配偶
（34%） 

 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HK$3.3万（2013年全港：
HK$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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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地（访问地点） 总计 

香港 内地 

原居地 香港 153 100 253 

内地 156 101 257 

总计 309 201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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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子女 第二名子女 

平均年龄（岁） 4.8 2.7 

出生地点 香港 72% 78% 

内地 28% 22% 

居住地点 香港 47% 45% 

内地 53% 55% 

就学地点 香港 71% 38% 

内地 14% 13% 

[N] 370 110 

*跨境学童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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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过关后回深圳 利用学童专用通道过边检 

7am，深圳福田口岸，保姆护送过关 

数据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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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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喜欢对方，对方是否本 
地人并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认为非本地人的素 

质较本地人为高 

希望通过婚姻获得长 

期居留当地的权利 

在本地找不到合 

适的结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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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7% 16% 
11% 

受訪者可選擇多項 [N=502] 





1.对婚姻关系感到满意 

2.婚后对异地适应度提升 

3.支持两地融合、对化解矛盾态度正面 

4.对个人及两地前景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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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满意/非常满意」婚姻关系，「不满意/非常

不满意」只有2% 

 

 目前面对最大困难：「居住环境欠佳」（37%） 

 只得6%受访者认为自己或配偶受到歧视 

 17%认为个人的婚姻没有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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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服务：38%从没使用 

 「夫妻之间的感情，不会受到两地政府所制定政
策的困扰，亦不应指望政府会带给他们相关的协
助…两个人的婚姻，归根究底只能靠双方的努力去
维持。」（A11） 

 

 头三项认为最缺乏的支持服务：「房屋政策」
（31%）、「医疗服务」（20%）、「延长持双
程证母亲在港的逗留期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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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有范畴的接受程度均提升 

 表示「适应/非常适应」的受访者较婚前多出接近
1倍 

 

 变化较大：社交礼仪、语言、人际关系 

 变化较少：政治体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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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礼仪：原居内地受访者婚后自言变得有礼貌、

守秩序 

 「都会有样学样，如果周围大部分人都有好的习
惯，自己往往会遵守这些好习惯，日积月累，习
惯成自然。」（A1） 

 

 语言：流行文化=两地人沟通的桥梁 

 「我也不明白他为何看得懂周星驰的戏！而且他
很喜欢张国荣、陈百强和林忆莲，唱这些人的歌
时广东话发音特别准确！」（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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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港人习惯民主的政治制度，较难认同

内地的一套；内地人婚后较适应香港的政治体制 

 「每次跟丈夫提到两地的政治议题，有一半时间
都会吵架，他觉得我说得太尽，请我考虑他作为
内地人的感受，不要人身攻击，例如不要标签他
们是『强国人』。」（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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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配偶社会 

  62%「融入/非常融入」配偶社会，「不融入/非
常不融入」只有2% 

 浮动的、双重的「香港人—内地人」身分 

 「每次踏入香港，就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实时
心情放松，不再紧捂腰包，自觉排队乘车，不再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每次从香港返回深圳，我
又会开始紧捂腰包，排队时冲锋陷阵，大模斯样
的乱扔垃圾、随地吐痰。」（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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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融入当地社会 

 61%认为子女「融入/非常融入」当地社会，「不
融入/非常不融入」只有4% 

 身分界线渐变模糊，居于内地的学生不会有「自
己是内地人」的感觉 

 「在他们眼中，香港和深圳的差别，只是旺角跟
黄大仙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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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友的关系 

 76%与配偶的父母/亲人的关系「好/非常好」 

 70%与配偶朋友的关系「好/非常好」 

 63%认为夫妻双方亲家的关系「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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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融合是大势所趋、无可逆转，对双方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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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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调节心态，配合内地发展 

 「内地开放初期，许多港商北上投资设厂，开始
要融入内地的商业环境，只不过那个时港商是主
动北上融合。如今内地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港商
需要被动的迎合内地经营环境的转变。」（A2） 

 

 内地要借镜香港，改善软件 

 「内地若在法治、人权方面不改善，始终不能令
外资百分百安心。它的经济像开了turbo，但其他
软件不配合，故步自封，就会limit了发展。」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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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中港有矛盾非常正常，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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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非常嚴

重, 37% 

一般, 54% 

不嚴重/非常

不嚴重, 10% 



 

 「一家人的吵闹，没甚么大不了，比起某些国家
的种族矛盾，不可同日而语。」（A14） 

  

 「目前所见所闻的内地客来港抢奶粉，内地孕妇
来港产子，或内地富豪来港买楼，都不过是茶杯
里的风波，算不得是可以激发矛盾的大风浪。」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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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是由于两地生活习惯不同、争夺有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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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矛盾的根源（可选择多项） N=506 

中港两地生活习惯不同 47% 

中港两地居民争夺有限资源 47% 

中港两地政治体制差异 43% 

中港两地文明程度差距 43% 

中港两地居民的价值观不同 36% 

中港两地经济发展步伐不一致 30% 

中港两地居民对另一方缺乏认识 16% 



 对化解中港矛盾态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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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非常樂

觀, 50% 

一般, 46% 

悲觀/非常悲

觀, 4% 



 随着新一代逐渐长大，双方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很多时来自个人的适应能力，现年25-45岁的
人，可能对中港融合比较反感，觉得被抢走了工
作机会。但很多97后出世的小朋友，普通说得相
当流利，完全没有语言障碍，相信将来（两地）
的矛盾也会较少。」（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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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前途 

 对个人前途（81%）、婚姻前途（86%）或子女
前途（86%）均表示「乐观/非常乐观」 

 

两地前景展望 

 对内地前景的信心略高于香港（86% vs. 83%） 

 有内地受访者长留内地发展，未有意欲移居香港 

 大部分香港受访者不担心受到内地威胁 

 认为两地各有自身的优势，只要好好装备自己，
前景同样明朗 

 
2013/9/13  62 香港集思会—中港跨境婚姻 





 

不扮高深  只求传真 
 

（壹周刊创刊口号） 

 

Provide Wake-up Call and 

Food for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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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巨大，上升趋势惊人 

 自然产生，毋须推广，亦无法阻止 

 形成两地融合的强大推动力，自然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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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年青人 

 香港剩女、宅男 

 香港家长 

 普罗市民 

 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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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主义倡议者 

 政党 

 议员 

 香港政府（吴克俭、

张炳良、高永文、黎
栋国） 

 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