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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19 年第 2875 號 

吳翰林 及 李亦豪  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 

聆訊日期 2021 年 4 月 19 日 

判決日期 2021 年 6 月 25 日 

席前 周家明法官 

擬申請人及申請人代表律師行 帝理律師行 

擬申請人及申請人代表大律師 鮑進龍資深大律師 及 馬亞山大律師 

答辯人代表大律師 陳樂信資深大律師 及 曾雅榆大律師 

 

繼較早年我們於 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稅務局局長 (FACV8/2018) 及 吳翰林訴律

政司司長 （HCAL 3525/2019）兩宗標誌性的案件取得勝利後， 於今天， 香港性小眾群

體(LGBT+) 在爭取平權漫長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少步。 

 

今早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裁定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獲勝。法庭指出香港房屋委員會 （「 房

委會」）不容許於海外合法締結婚姻的同性伴侶共同擁有或同住於其轄下居者有其屋

計劃 （居屋）單位的政策屬違憲，並違反基本法第 25 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 22 條。 

 

根據房委會現行政策，已婚同性伴侶若要合法同居於自己的居屋單位，則必須放棄居

屋計劃所提供的折扣並補付龐大的地價。 反觀異性已婚伴侶只因他們的婚姻被視為

「傳統婚姻」而不需承擔此額外的開支。 

 

就本案的勝訴，法庭於判決書第 45 段明確指出房委會的政策已構成性傾向歧視

（“constitute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sexual orientation”），法庭亦認同

同性和異性已婚伴侶其實擁有相同的需要： 



“45. …Their need for affordable housing and a home to live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their wish or desire to achieve home ownership on a joint basis, are not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法庭認爲房委會的政策基於不同人士的性傾向而有差別對待是不正當的： 

“76. Having  regard to (i) what, on any view of the matter, would  be a very limite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OS flats which may become additionally available to 

heterosexual couples for purchase as a result of the Spousal Policy, and (ii) the 

unfairness or unreasonableness of not allowing a same-sex married couple to live 

together as a family in a HOS flat owned by one of them, or jointly own the HOS flat  

(unless a substantial premium is paid, in this case in the region of HK$2.4 million), I 

consider that the Spousal Policy operates on particular individuals like the Deceased 

and Mr Li with such oppressive unfairness that it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proportionate means of achieving the Family Aim. (emphasis added) 

77. In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between same-sex married couple and 

opposite-sex married couples under the Spousal Policy cannot be justified, and 

constitutes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Since 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the Spousal 

Policy, it is similarity vitiated.” 

法庭亦在判決書第 64(2)段指出，房委會所提出的理據並沒有考慮到某些同性伴侶亦希

望、並能夠（無論是透過人工受孕、領養或其他方式）組織一個有孩子的家庭。 

此案的判決有重大的意義。它不僅是標誌著香港性小眾群體爭取平權勝利的一小步，

更重要的是，吳翰林先生 (Edgar，本案原本的申請人）多年來勇敢地為自己與其丈夫

李亦豪先生(Henry)及其他已婚同性伴侶爭取平等對待及基本尊嚴所付出的努力，今天

終於受到法庭的肯定。 

 

今天的勝利其實是苦樂參半。 就像香港任何一對已婚伴侶一樣，Edgar 和 Henry 只希望

能夠一起努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而不受騷擾及歧視的一個家。可惜，多年來，Edgar 和

Henry 一直活於隨時可以從自己家被趕走的恐懼之中，亦曾因同居被匿名投诉。但

Henry 相信，若果 Edgar 今天還在，能看到判決，他一定感到安慰。 

 



歧視的政策不僅令性小眾群體蒙受法律上或經濟上的不公義，而且往往會對他們造成

不可修補的精神創傷。因此，我們強烈呼籲香港政府及時並主動採取適當的行動以捍

衛市民的基本人權，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性傾向而遭受歧視。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81 2998 或 9880 5466 與帝理律師行的帝理邁律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