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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是由一名專業、中立的調解員，在不對
爭議作出裁決，以特定的程序，協助爭議各
方作出和解：

a. 個別及共同會見各方；

b. 找出相關的爭議點；

c. 增進溝通；

d. 探求解決方案；

e. 就全部或部分和解擬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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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是甚麼？



調解和訴訟的異同

調解
（調解員）

訴訟
（律師）

時間取向  著眼於現在和將來  著眼於現在及將
來

目標  鼓勵當事人自願作
出決定，使雙方感
到最滿意

 為當事人爭取最
大的利益

著眼點  以當事人利益為中
心

 以立場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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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和訴訟的異同

調解
（調解員）

訴訟
（律師）

專業人士的
角色

 中立的促成者  諮詢人和法律
代表

評估  評估各方基本
關注的事情，
制訂策略以促
進在友好的環
境下達成和解
的決定

 以當事人的說
法和證據為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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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和訴訟的異同

調解
（調解員）

訴訟
（律師）

糾紛解決
方法

弄清楚需要和憂慮，
重新組織

 設想各種不同選擇
和可能的解決方法

 促進合作和達成令
雙方滿意的協議

 非對抗式

 訴訟／和解
 對抗式法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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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調解員）

訴訟
（律師）

處理情緒  在安全和沒有威脅
的情況下，提供表
達情緒和挫敗感的
機會，以免這些感
覺妨礙協商

 為了達致和解而
放下情緒

策略  雙贏  非勝即敗

建立當事人
自主自信

 是  否

調解和訴訟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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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調解員）

訴訟
（律師）

主要原則  子女的福利是最重
要的

 終身作為父母和合
力養育子女
（適用於家事案件）

 當事人的利益是最
重要的

優點  經濟省時
 協議更持久
 減少傷害和敵對
 促進持續合作

 對於有嚴重衝突的
夫婦和涉及失去均
勢，暴力及恐嚇行
為的個案有效
（適用於家事案件）

調解和訴訟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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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8年1月1日至 2010年12月31日

成功率：44.1% 

完成調解的案件總數： 338宗

經調解的案件數目： 320宗

未曾調解的案件數目： 18宗

 達成全面協議：103宗 (32.2%) 

 達成局部協議：38宗 (11.9%) 

 没有達成協議：179宗 (55.9%) 

 總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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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案件

(由2008年至2010年為期三年的調查報告)



建築物管理案件
調解服務使用者滿意程度調查

(01.01.2008 – 31.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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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調解服務使用者滿意程度報告

– 問卷派發數量: 636

– 問卷回收數量: 329

– 回應率: 52%



 受訪者對調解服務感到‘滿意’或

‘非常滿意’：77%

 受訪者認為調解員已給予各方充分機會和
時間表達意見和討論爭議中的各項事宜：
85%

 受訪者認為調解員能清晰地解釋調解過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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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使務用者對
建築物管理案件的滿意程度

(由2008年至2010年為期三年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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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者對選擇調解員的考慮條件

1 專業 Profession 208 26%

2 收費 Fee-charging 207 26%

3 經驗 Experience 168 21%

4 提供調解服務的地點
Location to provide mediation

65 8%

5 提供調解服務的時間
Time to provide mediation

59 7%

6 語言 Language 52 7%

7 對方的選擇 Other Party’s choice 27 3%

8 調解員的性別 Gender 9 1%

9 其他 Others 11 1%

總數 Total 806 100%

選擇條件 回應數字 百分比



使用者對調解員/ 調解服務的評語

• Although no agreement could be reached, the
mediator’s impartial, fair and objective attitude,
and offering his/her office as the venue for
mediation, was truly valuable, I was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overall service.

•雖然未能達成協議，但調解員持公正、
公平客觀的態度，更加借出其辦公室作
服務地點，實難能可貴，我感到整體的
服務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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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tion was beneficial and constructive to both parties,
[it]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parties, although I could not achieve the result as I
expected in this mediation, I would wholeheartedly thank
the mediator. He had tried his greatest efforts.

• 調解對雙方有益有建設性，有效地將雙方的分歧拉
近，雖然我在這次調解未能達成我所期望的結果。
但我是衷心感謝為我作調解的調解員，他已盡了最
大之努力。

• Mediator’s attitude, active assistance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reaching an agreement.

• 調解員的態度，積極的協助是達成和解不可缺少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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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調解員/ 調解服務的評語



• Experience of a mediator is very important,
such as time management and atmosphere
moderation have to be done. Otherwise, the
mediation would be lead by both parties, but
not by the mediator, after being overshadowed,
the result is unsuccessful.

• 調解員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如控制時間和
緩和氣氛是必須要實行。否則調解就被雙方
帶領而不是由調解員帶領，調解員被他人蓋
過，結果是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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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調解員/ 調解服務的評語



• A mutually satisfied result may not be achieved
in one or two mediation sessions. Especially if
there is a deep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arties,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easily. Thus, if the
mediator can patiently provide mediation
service to both parties, the chance of success
will be highly increased.

• 調解很可能不是一次或二次可以達成雙方滿
意的結果。尤其是雙方有很深的歧見，不容
易化解的。所以如果調解員能耐心地給予雙
方的調解服務，那麼成功的機會便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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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調解員/ 調解服務的評語



調解員應具備之個人特質

 熱愛調解

 重視人際和諧

 體現信任精神

 高度情緒智商

 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推動力

 堅持及樂觀

 接受不同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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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員應持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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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衝突正常化

• 接納衝突是生活中的一部份

• 願意在生活中締造和平



接納人的多樣化
(Diversity)

• 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見及看法

• 保持一種非判斷式的態度
(non-judgmental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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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安全地帶
(Comfort zone)

• 一個人可以向另一個人坦白自己，
雙方都要在一個舒懷的情景。大家
都有安全感，才可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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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單一答案的思維
(Openness)

• 無需設下不必要的限制，尋求更多可
行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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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利己的人際觀
(Think Win-Win)

• 一般人看事情多持二分法:

非強即弱，非勝即敗。

• 其實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夠的立足
空間，他人之得不必視為自己之失
(Stephen Cove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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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Respect)

•尊重別人的決定是送給對方最
好的禮物

Respect is a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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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聆聽”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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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包括聽從、忍耐…

• 聆聽/溝通包括接收說話內容、語調及身
體語言

• 字眼內容: 7    %

• 語調: 38    %

• 身體語言: 55    %

100   %



精通 “解讀” 和 “解毒” 秘方
(Listening & Reframing)

• 把內容重新包裝，從負面轉化為正面

• “解毒” 是可以令雙方軟化之柔順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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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溝通及澄清
(Reflective listening & Clarification)

• 整合對方所陳述的內容並適切回應，一方面可
以澄清其涵意,避免產生誤解;另方面可讓當事
人(對方)重新思考之前所述的內容。

• 諒解與澄清不等於同意,但他們在對話中卻相當
重要。

Understanding and clarity, not agreement, is 
what’s important to a dialogue (V. Sati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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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正面的身體語言
(Body Language)

• 適當笑容

• 適當的眼神接觸

• 快慢有致

• 表示專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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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處身其中去體會及諒解對方感受
的一種表現

感同身受
(Showing Empathy) 



祝每位願意締造和平的使者
都為這世界帶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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