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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cross border marriage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contemporary Hong Kong families.  In 2006, cross border

marriage constitutes 42%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arriages in

Hong Kong but the number of divorces in cross border marri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also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and legal system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 number of co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break-up of cross border families,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rights and welfare,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divorce on

couples and children.

However, the current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only deals with civil or commercial cases,

judgments on divorce are not included.  Ex-husband or ex-wife

can easily default on the judgment made by the court in Hong

Kong or in Mainland by leaving the country or even abduct their

children without any legal consequences.  Although "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has been entered into force in Hong Kong which secures the

prompt return of children wrongfully removed to or retained in

any contracting State, Mainland China is not a contracting State

to the Convention.

Social workers, lawyers as well as scholars urge both

governments to help the divorced families by advocating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社福界一直關注家庭事務，並致力提升家庭功能。隨著香港與內

地交往日益頻繁，跨境婚姻也愈趨普遍。統計處數字顯示，2006

年全港婚姻總數中，42%為跨境婚姻，合共21,000宗。這些婚姻

帶來新生兒童，但同時離婚數字也不斷上升，2005年廣東省跨

境婚姻的離婚數字比2004年增加了一倍。由於中港兩地的社會

服務與司法制度不同，不少跨境婚姻在離婚時均面對複雜的問

題，包括權利與財產的保障、配偶福利、兒童撫養權、申請單程

證的資格及兒童照顧問題等等。

在社聯的研討會上，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深港綜合家庭服務主任

陳義飛指出，目前中港兩地法院對離婚個案的判決未有法律互

認，跨境夫婦可分別在中港兩地辦離婚，即使內地法院對離異夫

婦子女撫養權、財產分配等作出判決，在港也不會有法律效力，

反之亦然。他稱，曾有內地法院判子女撫養權歸內地母親，並獲

賠償8萬元，但前夫隨即返港，未有再與內地的前妻聯絡，分文

不賠；亦有個案涉及失去撫養權的前夫擅自帶子女回香港，母親

來港追查，但由於內地法院判決在港未獲承認，特區政府也愛莫

能助。

香港律師會家庭法律委員會委員傅景元律師表示，現時兩地判決

互認只限民事及商業案件，而雖然香港簽訂了海牙《國際擄拐兒

童民事方面公約》，確保被不當遷移往或扣留於任何締約國家的

兒童獲迅速交還，但中國並非締約國，故執行離婚判決時遇到很

大困難。

社聯副主席羅致光指，雖然港方處於被動，但港區人大和政協有

責任將問題向中央反映，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龍翼飛教授也認

同兩地政府必須盡快討論法律互認的問題，讓中港家庭離婚所衍

生的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社會及法律角度回應跨境家庭離婚
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Cross Border
Families in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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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義飛指離婚個案問題多多
2. 過來人講述通苦經歷
3. 社福界和法律界均希望兩地推動判決互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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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因何成為悲情城市？

天水圍因何成為悲情城市，坊間論述都集中於其內在問題，然

後，全港各界都願意出錢出力解決這些問題。筆者絕對不會否

認天水圍的種種先天、後天不足，亦欣賞各界的努力。筆者只

是想分享全城關注天水圍背後的一些反思。

天水圍在香港的形象，等於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的形象：貧窮 /

絕望只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出現，歐美地區彷彿沒有貧

民。亞、非、拉的貧窮問題，是怎樣製造出來，人們沒多願意

探究。已發展的國家不但沒有把人們的不幸與自己的幸福扣上

關係，還繼續按自己的需要，尋找自己的物質幸福，同時塑

造、定性發展中國家為 「重災區」，重點賑災，以維持世界經

濟權力秩序。亞、非、拉地區的悲情，實有其重要的政治經濟

功能 ─ 世界需要貧窮的亞、非、拉。

天水圍為何悲情，筆者認為是因為我們各界都太需要有這樣的

一個悲情城市。對政府來說，把全港普遍的貧窮問題收窄為個

別地區的問題，對管理公眾期望和施政認受性，大有存在價

值。對商界來說，天水圍有明星效應，為企業提供一個有效快

捷的公關工具，這幾個月來商界團體不絕的探訪和關注，充分

說明天水圍對商界的價值。天水圍對議員的政治價值，更不須

多說了，所有部署選戰新界西的人士，差點要以天水圍為家。

從前不甚參與的，都盡可能幹點事吧！為免落伍，房委會亦要

特別為天水圍攪個迎新及社區網絡項目，更主動撥款予社福機

構推行工作。當新界大長老說要把天水圍改名為「天瑞圍」或

「添瑞圍」，更可見天水圍這個符號穿越地域、時空的威力，

連幾千年傳統中華文化都給重新提煉出來使用。天水圍是我們

這個城市集體創造出來的消費文化結晶。

著名社會學家Zygmut Bauman對當代消費社會的問題，有非

常獨到的分析。在消費社會中，慾望追逐慾望（Desire desires

desire），消費品的重要性不是它本身的實際功能和用途，而

是它能彰顯某人 / 團體能夠擠身成為消費者行列。天水圍的悲

情，就是它在我們這個消費社會中的工具性。

隱蔽社工

“消費品的重要性不是它本身的實際

功能和用途，而是它能彰顯某人 / 團

體能夠擠身成為消費者行列”

Zygmut Ba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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