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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港府的出入境政策 

01  香港政府在回歸前的出入境政策，對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的要求是比較寬鬆的，只要有中國血統並在香港居住

滿 7 年便被視為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2，甚至連部分

持有英國護照或是英聯邦地區的公民也得到同等待遇。當

時的香港政府一直默許前文所述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持有雙

重身份，哪怕他們已經離開香港定居海外，以至拿到外國

的國籍，他們仍可以繼續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隨意

回流香港並工作，兼且繼續享有移民前的福利和待遇。

02  然而，在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

定進行管治，如此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亦應該由《基

本法》第 24 條所釐定。因此，特區政府現行政策應否仍

保持在回歸前的思維？還是應該主動切實履行其憲制責

任，從實體法律和行政政策上充分體現《基本法》第 24 

條的立法意圖和精神？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 

03  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

久性居民包括如下類別人士：

  （一）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要件一：香港出

生；要件二：中國公民）；

  （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

民（要件一：在香港連續居住 7 年；要件二：中國

公民）；

  （三）（一）或者（二）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

國籍子女〔要件一：（一）或者（二）項所指人士；要

件二：其子女在外地出生；要件三：擁有中國籍〕； 

  （四）持有效旅遊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

住連續 7 年以上，並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

籍人士（要件一：外籍人士；要件二：在香港合法地

連續居住 7年；要件三：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即

必須主觀上有決心、客觀上有安排和能力永久居住在

香港）；

  （五）（四）項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滿 21 周歲的

子女；〔要件一：（四）項所指的人士；要件二：子女

在香港出生；要件三：不足 21 周歲〕；

  （六）（一）至（五）項所列居民以外，在特區成

立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人士（並不符合前五項人士，

仍可以此條件獲取）。

04  根據經驗所知，前文所述的在回歸前從香港移民海

外人士，絕大部分皆是（一）和（二）項的類別。而作為

這兩種類別的人士，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必須為「中國公

民」。由此而引申的第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是，根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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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

的中國公民

（三）（一）或者（二）項人士在

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四）持有效旅遊證件進入香港

並在此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

並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

國籍人士。

（五）（四）項人士在港所生的未

滿 21 歲子女

（六）（一）至（五）項以外，在特

區成立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人士。

圖一：《基本法》第 24條對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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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國籍法》」）第三條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國民具有雙重國籍。」如果這些

移居海外並拿到外國國籍的香港人，或者打算移居海外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清楚了解到這個雙重國籍問題會令他們

失去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結果必然會一定程度地影響他

們將會作出的決定或者安排，所以有必要從多角度去深入

分析。 

05  首先，從法庭案例考慮，雖然回歸後香港法院也曾

審理過很多關於《基本法》第 24 條的案件，但是相關的

爭議點主要圍繞在父母僅是中國公民而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香港出生的子女 3，以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出生的

子女 4能否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問題上。雖然部分也涉

及外籍人士在香港居住滿 7 年而產生的居留權爭議，其

中包括何謂「通常居住地」5、「永久居住地」6和「連續

居住」7等的定義；可是，對於國籍身份的改變會否導致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喪失，卻沒有任何案例可以參考。

06  從《基本法》第 24 條的字面解釋，（一）和（二）

項其中一個重要焦點就是中國公民身份的要素。 

中國公民身份的規定 

07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3 條第一款規定：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民。」因此，所有擁有中國國籍的人皆是中國公民。 

08  作為《基本法》附件三內的全國性法律，《國籍法》

在回歸後便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公佈實施。相關的主要條文

包括：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

重國籍。

  第四條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

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

  第五條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

在外國，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

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

具有中國國籍。

  第六條　父母無國籍或國籍不明，定居在中國，

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

  第九條　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

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09  從《國籍法》第九條看，所有中國公民也擁有中國

籍；如此類推，《基本法》第 24 條中的中國公民身份要

素可以同樣被理解為需要擁有中國國籍的必要條件。 

10  由始至終，香港一直被認定為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所以，無論是在內地出生而後來移居香港的人，還

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在《國籍法》下也應該被視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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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不承認雙重國籍

第四條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

在中國出生

母

子女

父

第五條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

在外國出生，具有中國國籍；

或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

定居在外國

在外國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

不具有中國國籍。

父

第六條

父母無國籍或國籍不明

定居中國在中國出生

具中國國籍

子女

母 父

子女

圖二：《中國國籍法》的國籍身份規定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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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定居外國中國公民

選擇並取得外國國籍

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在中國出生的。因此，只要父母一方是中國公民，依據

《國籍法》第四條，這些在香港出生的人就會自動擁有中

國國籍。然而，這分析還是擺脫不了一個迴環的概念，因

為對於出生在內地或者香港的人，要確切判斷他們是否擁

有中國國籍還需要從源頭追溯其父母、其父母的父母是否

中國公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們才被納入《國籍法》

第四條而擁有中國國籍。

11  對於這個問題，按照 1996 年 5 月 15 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 19 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解釋》」）

第一段所闡述：「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

在中國領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

公民。」

12  簡而言之，所有擁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無論是

在內地出生還是在香港出生，他們不單只擁有中國國籍，

而且還是中國公民。進一步來說，所有擁有中國血統並在

香港出生的人也滿足《基本法》第 24 條（一）項的要求

而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13  無論如何，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必須建立在中國公

民的前提下。然而，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衍生問題就是當

失去了這個中國公民身份時，之前所得到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份是否會一併失去？換言之，依據《基本法》第 24 

母 父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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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一）和（二）項而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是

否需要一直保持中國公民這個條件才能保留在香港的永

久居留權？言下之意所謂的永久居留權不一定可以永久

保留。 

《基本法》第 24 條下的中國公民的必要條件

14  對於《基本法》第 24 條（一）項類別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絕大部分是擁有中國血統的人，這些人的祖輩就是

在內地出生然後移居香港的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一些香港

的原居民後裔。如果中國公民這個條件只是在出生時才考

慮，出生後就不用維持，接受這解釋就必然得出一個奇怪

的結論，中國公民這個條件在《基本法》第 24條（一）

項裡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幾乎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因

為根據前文《國籍法》的推論，這些人出生的時候就自動

擁有中國籍而成為中國公民，在《基本法》第 24 條（一）

項無需重複強調中國公民這要求。如果立法意圖是該永久

性居民身份獲取後便永遠不會喪失的話，（一）項只需簡

化表述為「在香港出生的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便足夠，因

為血統是不變的事實，不像國籍般有機會改變，這樣也同

時銜接了回歸前香港政府的入境政策。由此可以推論在

《基本法》第 24 條裡「中國公民」的使用必然有更深層次

的原因。就算從普通法法理的角度去分析，法律條文內所

包含的每一字句也應該有其特定的意義和目的 8。因此，

合理的推斷是這個條件必須持續滿足，否則香港永久居留

權就隨著中國公民身份的消失而同時失去。當然，還有一

種很不常見的情況，就是申請人雖然在香港出生，可是出

生時並非中國公民，但後來卻根據《國籍法》歸化而取得

中國國籍並成為中國公民，由此而同時取得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份。然而這種理解也不會和維持中國公民身份作為需

要持續滿足的條件產生任何衝突。 

15  對於《基本法》第 24條（一）、（二）項的規定，因

為文理結構有類同的地方，亦可以借鑒於（五）項類別的

規定。作為（四）項居民的子女，出生時也會自動成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然而，當他不能滿足「未滿 21周歲」這

必要條件時，他就自動失去香港永久居留權 9。當然，如

果他在滿 21周歲前能連續在香港居住 7 年，而且還以香

港作為永久居住地，他就可以像他父母一樣依據（四）項

規定而繼續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跟（一）項類同的

地方是當申請人出生時，他可能還沒中國公民身份，但是

這不影響當他取得相關身份後就滿足（一）項的要求；而

跟（二）項的情況比較，申請人在香港出生時父母可能還

沒有滿足（四）項的要求，但只要在他滿 21 周歲前他的

父母能成為（四）項所指的人士，他就能根據（五）項而

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10。由此可以得出必要條件的改

變，將影響獲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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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這個必須擁有中國公民身份以獲取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的必要條件的立法意圖，也可以從《基本法》第 24 條

（三）項的字面體現出來。哪怕父母雙方也是擁有中國血

統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在外國出生的子女必須還是中

國籍（即中國公民）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17  縱觀前述，中國公民身份在《基本法》第 24 條佔有

重要的地位，它的取得會影響是否滿足相關條款的要求，

從而影響是否滿足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同理，沒

有任何理據支持這個條件只需要在申請時滿足就足夠，在

得到永久性居民身份後便不用繼續保留。這種說法明顯忽

略中國公民在《基本法》第 24 條內的重要性。因此，基

於個人選擇或原因失去中國公民身份後，他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也應同時喪失。 

地域的聯繫或者國籍的聯繫

18  然而還需要補充一點，就是必須保留中國公民身份

以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只是針對於那些離開香港

移居外地的人。對於繼續居住在香港的人，哪怕他因為

獲取到別國的國籍而失去了中國公民身份，他也可以依

據（四）項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當然，這種情況

在現實中可能非常罕見，除了憑藉居英權而得到英國國籍

的人士，他們有機會被認定為已經喪失中國公民身份。可

是，根據《國籍法》，中國國籍的自動喪失只會在定居國

外後並取得外國國籍才出現，所以，很大機會這些擁有居

英權的人士並沒有喪失中國國籍，因為其英國國籍不被承

認，除非當事人主動申請放棄中國國籍並且獲得批准。

19  由此可以看出《基本法》第 24 條是建立在兩個聯繫

上，一個就是地域的聯繫，即居住在香港；另外一個就是

身份的聯繫，即維持中國公民的身份，兩者的同時消失意

味著香港永久性居民地位的喪失。 

20  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而移居海外人士的身份變化，

可以如下分類： 

移居時仍然是中國公民 

  （一）這些仍然是中國公民但決定移居海外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在取得外國國籍前仍然保留中國公民

身份，所以仍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地位；但是當獲

得外國國籍後，根據《國籍法》第九條便會自動失去

中國公民身份，並應同時失去香港永久性居民地位，

自此以後，他們在國外出生的子女也不會得到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簡單而言，他們已經變成中國裔的外

籍人士，不能以中國公民身份繼續保持香港永久性居

民的地位，他們的子女也不可以依據《基本法》第 24 

條（三）項而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二）然而，當這些已經取得外國國籍的人回流

香港定居，他們在香港出生的子女，只要出生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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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國籍（不能跟《國籍法》第三條衝突），

雖然其父母已經是外籍人士，但事實上卻擁有中國血

統，根據《解釋》就自動擁有中國國籍，從而根據《基

本法》第 24 條（一）項而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然而，如果他們的子女出生時自動擁有外國國籍，他

們的子女也只能依據《基本法》第 24 條（四）或（五）

項才可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三）當這些移居人士仍然沒有取得外國國籍而

繼續保留其中國公民身份時，其在外地出生的子女只

要不擁有外國國籍，根據《國籍法》第五條，便自動

擁有中國籍，所以在《基本法》第 24 條（三）項下

仍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是只要出生時擁有外國國

籍，或者往後定居在海外並取得外國國籍者，也會因

《國籍法》第九條自動失去中國公民身份，至此也會同

時喪失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移居時並非中國公民 

  （四）簡而言之，當正常獲得了其他國家國籍時，

中國公民身份理應會同時喪失，這時候離開香港移居

海外，可能會因為不符合《基本法》第 24 條（四）

項的要求，即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而失去永久居留

權。然而從字面上理解，《國籍法》第九條只適用於

由定居而取得的外國國籍，所以，非以此管道取得的

香港人移居外地並領取外國國籍，

原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便即時註銷。

香港人移居外地但仍保留中國國籍，

則可以繼續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圖三：圖解香港人移居外地能否繼續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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