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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事法庭

• 區域法院的一部份
• 專職處理婚姻和家事案件
• 九個法庭
• 十位法官 (一名主任家事法庭法官和九名區域法官)
• 案件種類包括:

• 離婚
• 婚姻無效
• 兒童管養和探視
• 附屬濟助(即經濟濟助)
• 兒童領養
• 命令執行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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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 無論有否爭議，一般要經法院審理和判決才有效

• 只能基於一個理由:婚姻已無可挽救

• 舉証婚姻無可挽救:

(一) 答辯人有通姦的行為，而呈請人認為無法忍受與答辯

人共同生活;

(二) 答辯人的行為，而無法合理期望呈請人與其共同生活；

(三) 雙方已分居超過一年，且答辯人同意離婚;

(四) 雙方已分居超過兩年;

(五) 答辯人已遺棄呈請人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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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無效

• 呈請婚姻從開始便無效:

(一) 雙方的血親或姻親是在親等限制以內的;

(二) 任何一方不足16週歲;

(三) 雙方的結合沒有顧及達成婚姻關係的某些規定;

(四) 根據香港法律，該宗婚姻在其他方面亦屬無效；

(五) 任何一方在結婚時已經合法結婚;

(六) 如婚姻雙方並非一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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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請婚姻在法庭判令後才無效:

(一) 任何一方沒有能力圓房以致未有完婚；

(二) 答辯人故意拒絕圓房以致未有完婚；

(三) 婚姻任何一方並非有效地同意結婚；

(四) 婚姻任何一方雖有能力作出有效同意，但當時

正連續或間歇性患有精神紊亂，其類別或程度

使其不適宜結婚；

(五) 答辯人在結婚時患有可傳染的性病；

(六) 答辯人在結婚時已懷孕，而使其懷孕者並非呈

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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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即未成年人)的管養和探視

• 非常具爭議性

• 香港法例第13章 《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三條的規定:

• 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

• 需考慮未成年人的意願

• 以及其他關鍵性的資料，包括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報告

• 特性: 爭議激烈和對抗性很高

• 法院會鼓勵調解:

• 獨立調解員

• 家事法庭法官主持的和解商議程序
6



兒童管養法律的改革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2005年的報告

• 2011-12年公眾諮詢

•支持「父母責任」的概念

•《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初稿

•社會上對這些建議仍有不同的意見

•條例草案仍未交付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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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濟助 (即經濟濟助或財產分配)

•法律中的正式用語

•附屬於離婚呈請或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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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例第192章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
條，要考慮該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

(一) 雙方的收入、謀生能力、財產及其他經濟來源；

(二) 雙方的經濟需要、負擔和責任；

(三) 該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

(四) 雙方的年齡和婚姻持續期；

(五) 任何一方在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無能力；

(六) 雙方對家庭福利作出的貢獻；及

(七) 婚姻任何一方在婚姻解除後將會喪失的利益

(例如退休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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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終審法院 LKW 訴 DD一案

• 有關附屬濟助的判案四個原則:

(一) 有關法律的主要目的是要達到一個公平分配

資產的結果;

(二) 法院在判決時不應因訴訟雙方的性別或在家

庭中的角色有所歧視;

(三) 為了公平，法官應考慮是否平均分配財產，

或案中有否偏離平均分配的理由；

(四) 在考慮案情時，法院不應就雙方在婚姻持續

期間的種種爭議作出仔細無遺的調查，這只

會浪費雙方的資源和增加雙方的敵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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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在斷案時應執行的步驟，亦應包括五個部分:

(一) 首先計算家庭的總資產；

(二) 衡量雙方的合理需要，如雙方的合理需要已

經耗盡了家庭的總資產，则無須考慮應否分

配資產；

(三) 如果發現家庭資產是多於雙方的合理需要，

法院便應考慮運用分配原則；

(四) 在運用分配原則時， 法院應考慮有否特別

理由以偏離平均分配的最後結果；

(五) 決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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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解決替代程序

•希望藉此減低雙方的敵對情緒

•有利於判決的執行

•或者能為雙方與子女間在未來保持一個比
較合理平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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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解兒童糾紛聆訊

•法官主持

•或有社會福利主任的協助

•就兒童未來的安排進行商討

•達到一個雙方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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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解財務糾紛聆訊

•不損權益的前提下進行商討

•主要特色是：主持的法官是可以就某些議題
發表他的意見，以供雙方參考

•但如未能達成協議，主持的法官將不會是正

式審訊的法官，以免給公眾有先入為主的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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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排解兒童糾紛

• 2012-17年: 55%

•排解財務糾紛

• 2008-17年: 

•未進行排解財務糾紛前: 51%

•經過排解財務糾紛後: 45%

•整體財務糾紛和解率: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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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的強制執行

• 執行程序與一般民事案件相約

• 家事法庭的兩種專有執行程序:

(一) 判決傳票；及

(二) 入息扣押令。

• 判決傳票是包括了兩個程序:

• 向判定債務人進行詢問的程序

• 申請將判定債務人交付羈押的程序

• 入息扣押令: 判定債權人可以申請從判定債務

人的薪金或收入中，直接支付有關的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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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領養的程序

•本地兒童領養的申請

•國際兒童領養的申請，是由高等法院原訟庭
處理

•社會福利署所提供的全面報告

•絕大部份都是得到法庭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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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統計

• 家事法庭每年處理全部案件的總數:

2008年 18,364件

2009年 19,616件

2010年 21,218件

2011年 22,989件

2012年 23,674件

2013年 23,392件

2014年 22,416件

2015年 21,834件

2016年 22,297件

2017年 23,63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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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3,634件

•與最高峰的2012/13年相約

•九個家事法庭

•即每個法庭每年需處理約2,500件案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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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訴訟規則改革

•家事司法制度的有效運作是建基於規則和程
序

•迫切需要全面及徹底改革

• 2012年成立家事訴訟程序規則工作小組

• 2014年發表中期報告及諮詢文件

• 2015年發表最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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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回應者都認為家事司法制度需要全
面及徹底的改革

•共133條最終建議

•全部被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接納

• 2015年委任執行小組， 以推展新規則的草擬
和執行

•預計有關新訴訟規則的初稿，理應在未來一
至兩年間完成，然後向有關的持份者作最後
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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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訴訟問題
• 內地與香港特區婚姻的比例:

離婚案件數目 涉及內地與香港特區婚姻 比 率

2006年 18,172件 5,655件 31%

2007年 17,803件 5,405件 30%

2008年 18,030件 5,331件 29%

2009年 19,263件 5,655件 29%

2010年 20,849件 5,828件 28%

2011年 22,543件 6,064件 27%

2012年 23,255件 6,320件 27%

2013年 22,960件 5,754件 25%

2014年 21,980件 4,976件 23%

2015年 21,467件 4,453件 21%

2016年 21,954件 4,234件 19%

2017年1-10月 19,451件 3,538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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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了以下三個訴訟程序的問題:

(一) 訴訟文書的送達問題；

(二) 管轄權的問題；及

(三) 判決執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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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文書的送達問題

• 1999年1月14日:關於內地與香港法院相互委託送
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

• 透過內地高級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

• 送達証明書

• 如受委托方無法送達文書，應當在送達回証或者
証明書上注明妨礙送達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
期，並及時退回委托書及隨附全部文書。

• 送達司法文書應當依照受委托方所在地法律
所規定的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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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權的問題

•兩方面的考慮:

(一) 就有關該申請的法例，有否給予家事法

庭相關的管轄權；

(二) 如有的話，家事法庭應否行使該法例給

予的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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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於審理的法院」原則 (forum non 

conveniens)

• SPH 訴 SA :

• 有否其他法院對案件擁有相同的管轄權

• 如該法院是比香港法院更合適去審理這件案
件的話，香港的法院便應拒絕行使它的管轄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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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執行的問題

• 2017年6月20日: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簡稱「婚姻家事安排」)

• 共有22條

• 內地案件包括: 婚內夫妻財產分割糾紛；離婚糾
紛；離婚後財產糾紛及婚姻無效糾紛等14類案件

• 香港案件包括: 離婚絕對判令；婚姻無效絕對判
令；贍養費令；財產轉讓及出售令；有關家庭暴
力的禁制令等十二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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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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