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Christian Mediation Centre (“HKCMC”)
香港基督教調解中心
《綜合調解服務使用者指引》
1.

基督教調解是什麼？
定義：
基督教調解是以神的話語、基督的榜樣及聖靈的引導為本，並以寬恕和復和為目標的一種調
解模式。它亦採納坊間一般的調解工具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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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有效的處理衝突方法。參與基督教調解

的人士（調解各方／當事人）
，透過基督教調解員（調解員）的介入，除了促進解決實質分歧
或爭議外，基督教調解期望能調和因爭議而受損的關係，協助當事人學習改變他們的溝通方
式、態度和行為，從而避免將來發生類似的爭議。在調解過程當中以聖經的話語來看衝突處
理原則的重要性，學習基督寬恕的愛，並透過默想和禱告順服聖靈的帶領，用屬靈的角度再
次審視衝突帶來的意義。期望參與基督教調解的人士能心意更新而變化，離開過去衝突所引
起的傷痛，重新上路，踏上信心的道路，重新尋找各人最初被神創造的本意。
衝突處理的背後：
(a)

明白人的罪，帶來關係的破裂，當事人需修補並回復正確的關係，朝向「真正」的復
和，最後神的恩典和榮耀被彰顯。

(b)

要達致「真正」的復和，當事人需要明白各自行為錯誤的地方，怎樣導致別人受到傷
害，在過程當中承認責任、悔改，最後，互相寬恕和接納。

(c)

不單是處理爭議的事情，而是透過調解的過程，將衝突的經驗轉化為一個屬靈更新的
機會，發掘深層的傷痛和需要，在神的面前尋求醫治和滿足。

如何看寬恕？
當人與人之間出現誤會並發生衝突的時候，心裏總有不快。如果情況沒有被適當地處理，縱
使當事人表面上沒有異樣，誤會會加深，造成彼此互相不滿和仇恨。如果其中一方有明顯的
犯錯，受傷害的一方會要求犯錯的一方必須道歉，才可寬恕對方。這是人正常的反應。故此，
坊間的調解有以下的先後次序：(1) 向對方就其所作的行為提出對質; (2) 使對方明白事實的真
相及其行為所帶來的傷害; (3) 犯錯的一方承認錯誤、悔改道歉；及 (4) 受傷害傷一方接納道
歉繼而作出寬恕。
但是，基督教調解依照神就寬恕的教導及恩典，能夠達到一個不同的先後次序: 在犯錯的一方
未承認錯誤及悔改道歉之前，受傷害的一方已願意向犯錯的一方作出寬恕和原諒。耶穌教導
我們要寬恕別人，因為我們已被神無條件寬恕，這是神的恩典，也是愛的表現。聖經說：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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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出版的《調解及爭議解決手冊》：
http://www.jointmediationhelpline.org.hk/pdf/JMH_booklet.pdf

版權由『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擁有
未經准許，不得自行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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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寬恕是困難的，是一種屬靈的召命，特別是當對方仍然未願意悔改道歉的時候。寬恕不
是一個自然過程，乃是一個屬靈的旅程，過程可能很漫長，當中經歷不少的掙扎、迷惘、傷
心、失望等不同的情緒，一點也不容易。我們需要從神而來的勇氣和力量，並懷著謙卑順服
的心才能一步一步踏上寬恕的道路。
在調解過程中，
「本中心」的調解員應以與此目的一致的方式解釋和應用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
會有限公司所規定的《香港調解守則》2 及《家事調解員專業實務守則》2。
2.

調解有什麼特質？
透過調解辦法來處理分歧，解決爭議，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調解的重要特質：
(a)

自願參與，自主作決定：調解是一個自願參與的過程，在調解過程中當事人所提出的
任何和解建議，都是自主作決定。和解協議內容根據調解各方的需要及處境由當事人
作決定。

(b)

保密原則：除藉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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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於公共政策理由而被強制披露者另作別論或當事人另有書

面約定外（或因必須向家事法庭提交文件或執行）
，整個調解過程中產生或與調解工作
有關的所有資料，包括調解各方所交換或披露的任何資料或文件，所承認的任何責任，
或所提出的任何和解建議，必須嚴格按照《調解條例》
（香港法例第 620 章）保密，及
「本中心」的《文件保存政策》儲存、處理或銷毀在調解過程中收集或產生的文件（包
括電子文件）及與個案有關的會議資料和文件，讓當事人在自由發言的環境內進行調
解，不必擔心他們的言論可能會在隨後的法律程序中被用來對付他們。
除非獲得爭議各方書面同意外，任何一方不得披露或在法庭上或法庭外使用通過調解
獲得的任何資料或文件。
任何一方也不能要求有關的調解員／有關的人在任何司法或仲裁程序中洩露任何資料
或文件或就調解程序作證，無論是通過個人證詞、書面質詢、宣誓聲明或宣誓書等等。
保密規則適用於當事方或調解員作出的所有口頭和書面通信，包括於調解程序收到或
製作的所有記錄、報告、信件、電子郵件、備註和其他文件。但在調解程序之前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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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網頁：http://www.hkmaal.org.hk/tc/HongKongMediationCode.php 及
http://www.hkmaal.org.hk/tc/MediationRules_GuidelinesForProfession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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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調解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0@2017-06-23T00:00:00/Main.pdf
除按《調解條例》第 8（2）或 8（3）款的規定，任何人不得披露調解通訊。

版權由『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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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調解程序外都可以發現或已經公開的文件／信息／材料除外。
(c)

無損法律權益：調解是在不損害調解各方的法律權利和特權下進行的，如果當事人最
終選擇通過其他法律程序處理爭議，則參與調解不會影響當事人的法律權益和合法權
利。

基督教調解大致涉及以下流程／階段：
(a)

在接受調解請求之前：
收到調解服務請求後，
「本中心」將要求申請人填寫《基督教調解申請表》
。
收到填妥的申請表後，
「本中心」將安排個別調解取錄會議，進一步理解個案，讓「本
中心」對個案作出評估，是否適合進行調解。
在取錄會議前，
「本中心」將向申請人收取 300 港元不可退還的行政費以支付「本中心」
的基本行政費用。
在一般情況下，
「本中心」會在取錄會議後約 5 個工作日通知申請人是否接受其調解服
務請求。

(b)

提請調解：
若「本中心」同意為申請人提供調解服務，申請人可以向另一方或各方送達一份提請
調解的書面要求，並將副本送交「本中心」及向對方提供「本中心」的資料。該份提
請調解要求須包括一份簡略解釋爭議性質、爭議之數額（如有的話）
、要求的濟助或補
償及對調解的特別需要。發起方亦可授權「本中心」提請另一方參與調解。
當另一方或其他調解方同意參與調解後，
「本中心」將安排該方或其他各方當事人填寫
《基督教調解申請表》
、安排調解取錄會議（在取錄會議前，「本中心」收取 300 港元
不可退還的行政費）
，
「本中心」將再一次對個案作出評估，是否適合進行調解。

(c)

委派調解員：
若「本中心」同意提供調解服務，
「本中心」將為各方當事人委任一名或多名調解員。
倘若當事人已就調解員的委任達成協議，必須立即通知「本中心」。
「本中心」將安排當事人簽署《調解協議》／《家事調解服務協議》4，並就時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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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簽署《調解協議》／《家事調解服務協議》之前，
「本中心」必須核對每位當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版權由『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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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事項達成共識。視乎爭議的類別，當事人可初步商討會面的次數，確實的次數會
按調解的進程作出調整。
與調解員會面前，
「本中心」將向每方當事人收取 8 小時的調解費，並安排與調解員進
行調解會議前的初次會面。
(d)

調解過程：
調解員重視每次調解會議及個別面談的機會：
(i)

調解會議前的初次會面：

了解及澄清雙方的各自疑慮，確定將討論的方向 (詳細的討論事項將由雙方在會議中
同意決定) ，鼓勵雙方將一切討論的事宜交托給神，並求聖靈當中的引領。
調解員須確保調解各方進行實質磋商前已簽署《調解協議》／《家事調解服務協議》。
(ii)

調解會議當中：

因應對丈、處境、需要，以禱告開始會議，調解員使用坊間的調解工具和技巧有效地
進行調解。
在會議過程中，由一位或多位調解員以獨立、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態度，在沒有
利益衝突下擔當會議流程的管理人，促進當事人直接真誠地對話，細心聆聽對方對事
件的關注、看法和感受。調解員須公平地對待調解各方，不會為任何一方作決定，不
得偏袒任何一方，不會代表任何一方或向當事人提供個人或專業建議或輔導服務，調
解員亦不會評論誰是誰非，更不會嘗試游說一方接受或不接受對方的意見或方案。
於整個調解過程中，當事人可個別諮詢專業獨立的法律及財務顧問意見。調解員若有
可能或曾與任何一方之間有任何從屬／利益關係，該調解員必須避免參與或向有關方
提供調解服務。
(e)

如果當事人能達成協議：
調解員或當事人的法律顧問將協助當事人把達成的協議寫成一份《和解協議書》及簽
署接受並願意履行合約條款。除非當事人同意《和解協議書》的內容，否則他們不會
被強迫簽訂任何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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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調解的果效比法律訴訟更好?
許多爭議都適合進行調解。除非爭議確實需要由法庭頒佈宣告性的濟助，則當事人或需進行
訴訟。在案件未進行法律訴訟前進行調解將對解決爭議有一定的幫助。從表面上看，在法庭
上解決爭議似乎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往往法律訴訟帶來更多困難（例如，法庭制度的種種限
制、無法掌握結果等）和更昂貴。 若當事人能透過調解處理分歧，將會節省一大筆在法律訴
訟上的開支，並更快及更有彈性。基督教調解服務讓當事人能於良好及壓力較小的方法下解
決爭議，幫助當事人能為自己的重要決定掌握控制權，並根據當事人的需要及處境而適切制
定和解方案，幫助信徒用較有效的方法溝通，以減少日後有可能產生的分歧，並按聖經的教
導維護他們的關係。

4.

基督教調解有什麼限制？
調解員並不擁有司法權力，不能強制某一方或雙方達成和解協議。
基督教調解的解決方案不能違反聖經的教導，因此可供參考的方案有一定限制。
基督教調解會建議當事人在不損權益下作合乎聖經的調解，例如誠實表達，憐憫恩慈的心，
不作惡意攻擊等。

5.

基督教調解服務與一般調解模式的調解服務有什麼區別？
調解服務使用者應考慮個別情況選擇最合適的調解服務以解決爭議。基督教調解是一種以基
督教信仰、聖經真理為基礎結合調解技巧，從而正面處理爭議的和解過程／辦法。在調解過
程中，調解員鼓勵參與調解的當事人，參考聖經原則，敏感聖靈的導引，體察神的心意，在
主內以積極和平的態度處理分歧，從而創造共同可接受的和解方案。
雖然調解員都會努力幫助當事人達成大家均可接受的和解方案，調解員或會指出爭議的根本
原因（例如驕傲、貪婪、自私、報仇、恐懼、痛苦、不寬恕、為一口氣等等）
，按聖經真理及
神放在我們心中的道德原則，讓當事人注意那些與聖經原則不一致的態度，動機或行為。並
鼓勵當事人遵守神的命令，以敬畏神的方式行事。

6.

通過基督教調解可以解決哪些類型的糾紛？
大部份的糾紛都可以透過基督教調解解決，例如在職場、僱主與僱員之間、法律合同、房地
產、財產或租賃相關、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鄰里、人與人、教會成員、婚姻/夫婦、家庭成
員之間等產生的各種民事訴訟或爭議。
調解辦法的類型一般分為綜合調解和家事調解兩種。綜合調解有助於解決與家庭成員以外的
爭議／糾紛。家事調解有助於解決婚姻／夫婦或家庭成員之間的爭議／糾紛，例如，協助分
居／離婚的夫婦在子女或財務上的安排達致一個以符合雙方兒女的最佳利益為中心並雙方都
能接受的和解協議。

版權由『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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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督教調解服務只適用於基督徒嗎？
基督教調解服務不限於基督徒，任何人士都可以使用「本中心」的調解服務。 調解員會獨立
評估每件個案。我們的聯絡資料載於「本中心」基督教調解服務網站／傳單。但是，如果本
中心評估後認為當事人或某一方並不尊重及／或無意參考基督教原則來進行調解，「本中心」
可以拒絕調解服務的請求。
並且，
「本中心」可能因任何原因拒絕接受調解服務的請求。
「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的權利。

8.

通過基督教調解所產生的和解協議能否具有法律約束力？
如果當事人通過調解能達成協議，調解員或當事人的法律顧問將協助當事人把達成的協議寫
成一份《和解協議書》，經當事人簽署接受並願意履行合約條款，便具有法律約束力。

9.

調解程序開始後可以押後調解，撤回或終止調解程序嗎？
由於調解是一個完全自願的程序，當事人的任何一方、調解員本身均有權在任何時間押後、
撤回、暫停或終止調解程序。
調解員亦可能因任何原因拒絕接受調解服務的請求。

10.

如何處理尚待審理的法律訴訟？
如果在啟動調解時還有尚待審理的相關的法律訴訟，調解員可能會提示當事人個別諮詢專業
獨立的法律意見，在尚待調解結果前考慮是否採取行動以保留或暫緩法律程序。

11.

如何確保調解員的資歷？
「本中心」歡迎調解服務使用者查詢有關調解員的簡歷。
一般而言，調解員必須為已經受洗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及接受過認可調解訓練，並具備香港調
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認可為調解員資歷或其他專業調解學會的認可調解員資歷，及／或
擁有豐富調解經驗的教牧同工，並經「本中心」認可委任。
整體來說，調解員來自不同專業背景，例如心理輔導、法律、教牧關懷、教會執事、金融、
商業、會計等。

版權由『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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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獨立法律顧問：當事方在調解過程中是否應從獨立法律顧問那裡尋求法律意見？有什麼要注
意？
調解可能會影響當事人實質的法律權利和責任，特別是在達成和解協議後，當事人必須放下
訴訟的權利。因此，選用調解前當事人應諮詢各自的法律顧問，評估其爭議是否適合進行調
解。在調解前後，當事人有權得到獨立法律顧問的協助。任何當事人希望獲得法律意見，他
或她應該聘請及諮詢自己的獨立法律顧問，特別是關於訴訟時效的問題。

13.

如何管理調解過程中的權力失衡？
調解員有義務管理調解過程中的權力失衡：例如，當調解員被告知某一方聘請了法律顧問時
應盡快通知另一方。為了公平對待當事人，如果其中一方希望其法律顧問出席調解會議，該
方必須在調解會議之前至少五（5）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另一方及「本中心」，給予另一方合
理的時間去聘請獨立法律顧問。該書面通知應包括法律顧問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檔案
參考編號等資料。如果另一方在調解會議期間沒有法律顧問在場，調解員有權拒絕任何法律
顧問參與調解會議。
在調解過程中，法律顧問只能作為該方的顧問，並且該方應盡可能促進自己與對方直接對話，
從而使當事人可以在調解過程中受益。
如果調解員是法律專業人士，他或她不得代表任何一方在隨後可能發起的法律訴訟中就調解
事項提出建議／異議，他或她也不得在調解期間使用任何其他訴訟程序中獲得的任何資料。

14.

雙方當事人應該如何合作？
當事人應與調解員合作，提供有助於理解爭議的文件，資料及／或調解員認為有必要理解和
解決爭議的任何其他文件／資料。
（在家事調解的情況下當事人應誠實、全面地披露其個人財
務細節和狀況。）

15.

有關保密措施：「本中心」／調解員將如何處理與個案有關的會議資料和文件？
除藉法律或基於公共政策理由而被強制披露者另作別論或當事人另有書面約定外（或因必須
向家事法庭提交文件或執行）
，整個調解過程中產生或與調解工作有關的所有資料，包括調解
各方所交換或披露的任何資料或文件，所承認的任何責任，或所提出的任何和解建議，必須
嚴格按照《調解條例》
（香港法例第 620 章）儲存、處理或銷毀所有在調解過程中收集或產生
的文件（包括電子文件）及與個案有關的會議資料和文件。
當事人就調解申請而提交的個人資料及各類機密文件，將被保留至：
（如當事人的調解申請被拒絕受理）收到調解申請後翌年年底，或
（如當事人的調解申請被受理）將在和解協議完全執行後的第 7 年年底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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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已適當執行《調解條例》規定的保密措施，調解期間討論的某些資料或信息可能在調解
程序之外的法律程序中被發現並用於其他法律程序，
「本中心」／調解員對此絕對不會承擔任
何責任。
16.

在調解過程中發現任何守則或條款未得到遵守該怎麼辦？
任何當事方如果在得知任何《香港調解守則》／《家事調解員專業實務守則》、《調解協議》
／《家事調解服務協議》內的任何條款未得到遵守，該方可要求暫停調解會議，並在適當情
況下通知調解員。如果該方選擇繼續進行調解會議，或在得知任何守則或條款未得到遵守後，
沒有在三(3)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提出異議，該方應被視為放棄了反對的權利。

17.

在調解過程中需要參考／遵守的聖經原則是什麼？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將鼓勵當事人遵守聖經原則。例如：
(a)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馬太福音七:12）《聖經新譯本》

(b)

行公義．好憐憫：
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祂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無非是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 神同行。

(c)

（彌迦書六：8）
《聖經新譯本》

誠實．說實話：
所以，你們要除掉謊言，各人要與鄰舍說真話，因為我們彼此是肢體。
（以弗所書四:25）《聖經新譯本》

(d)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如果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馬太福音五:37）《聖經新譯本》

(e)

仔細聆聽別人說的話．需要：
不先聆聽就回答的，這就是他的愚妄和羞辱。
（箴言十八:13）《聖經新譯本》

(f)

關心別人的益處．憂慮：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立比書二：4）
《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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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離棄不良的態度和行為：
遮掩自己過犯的，必不亨通；承認並離棄過犯的，必蒙憐憫。
（箴言二十八:13）《聖經新譯本》

(h)

說造就人的好話：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卻要適當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以弗所書四:29）《聖經新譯本》

(i)

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
人的明慧使他不輕易動怒；寬恕別人過失的，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十九:11）《聖經新譯本》

(j)

互相寬容．彼此饒恕：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以弗所書四:2-3）
《聖經新譯本》
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弗所書四:32）《聖經新譯本》

所以，你們既然是

神所揀選的、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恩慈、謙

卑、溫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主怎樣饒恕了
你們，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

（歌羅西書三：12-13）《聖經新譯本》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供物的時候，如果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對你不滿，就當在壇前放下
供物，先去與弟兄和好，然後才來獻你的供物。
（馬太福音五：23-24）
《聖經新譯本》
(k)

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弟兄說：
「讓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偽君子啊！先除掉
你眼中的樑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馬太福音七：4-5）《聖經新譯本》

(l)

對自己造成的傷害進行賠償：
如果有人把井敞開，或是有人挖了井，而不把井口遮蓋，以致有牛或驢掉進裡面，井
主要賠償，要把銀子還給牛主或驢主，死的牲畜可以歸自己。
（出二十一:33 34）《聖經新譯本》

(m)

如何處理教友之間的爭執：
你們中間有人和弟兄起了爭執，怎敢告到不義的人面前，卻不告在聖徒面前呢？
（哥林多前書六：1）《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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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犯了罪”有些抄本作“得罪你”）
，你趁著和他單獨在一起的
時候，要去指出他的過失來。如果他肯聽，你就得著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聽，就另
外帶一兩個人同去，好使一切話，憑兩三個證人的口，可以確定。如果他再不聽，就
告訴教會；如果連教會他也不聽，就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稅吏吧。“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被捆綁；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被釋放。我又告
訴你們，你們當中若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為甚麼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我就在他們中間。
（馬 太 福 音十八:15-20）《聖經新譯本》
18.

如何預算基督教調解服務所需的費用?
「本中心」有責任以書面方式訂明和闡述所收取的調解費用。
「本中心」或調解員不得收取成
功酬金或按調解結果收取費用。調解員不會參與收取任何調解或行政費用。各當事方應付的
費用應根據「本中心」發出的付款通知直接支付給「本中心」指定的銀行賬戶。
此調解服務收費表將不時修訂，現載列如下：
收費目的

須繳付費用
（生效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調解取錄會議

每當事人：300 港元

（Intake Meeting）

（在錄取會議前繳付）

調解會議前預會

每當事人須繳付自己單獨及共同面談的費用。每當事人每

（每節約 2 小時面談）

小時費用：

調解會議

1. 若當事人為個人：

（每節約 3-4 小時面談）



月薪^的 1.5％，但最低收費為港幣 100 元（^按照收
入證明）



定額每小時費用港幣 1 000 元（若沒有提供收入證
明）

2. 若當事人為非基督教機構：


定額每小時費用港幣 1 000 元

3. 若當事人為基督教機構：

付款條款

定額每小時費用港幣 800 元

預付費用要求：
每當事人須在簽署《調解協議》／《家事調解服務協議》
時或最遲於第一次預會／會議前五（5）工作日繳付相當於
8 個小時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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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取消或更改預約時間的政策

在安排調解並發出調解預約確認後，如果調解在預定的會

是為了有效和審慎地使用我們的

議日期之前至少三（3）工作日中午 12:00 前被取消或更改，

調解資源

則不收取任何取消費用。取消或更改必須採用書面形式。
若於會議日期之前三（3）工作日內取消或更改預約會議，
則須繳付會議費的 75％。
若於會議日當天沒有出現或取消或更改，則須繳付會議費
的全額費用。
對於聯席會議，要求取消或更改／沒有出現的一方應為雙
方／各方繳付上述會議費的 75％及／或全額費用。

租借會議室

由「本中心」安排
（調解各方也可以提供會議場地供「本中心」考慮）

起草並安排簽署

由「本中心」安排

《調解協議》／《家事調解服務
協議》
起草並安排簽署

草擬協議費用：

《和解協議》／



按每調解方每小時費用率計算

《家事和解協議》
#

費用適用範圍：上述調解服務收費表僅適用於指定目的，
「本中心」及／或調解員無責任支付調解過程
中直接或間接衍生的任何相關支出， 例如：

(a)

當事各方或雙方尋求獨立法律諮詢／意見所涉及的費用和相關支出，以及在調解過程中聘請法
律顧問所涉及的各種費用和相關支出。

(b)

按當事各方或雙方要求或按個案的個別情況因而衍生的相關直接或間接的開支，例如長途電話
費，香港以外的旅費，提供的材料、證人或證據的費用等等。

(c)

任何一方出示的證人或證據的費用應由出示該證人或證據的一方支付。

（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或由調解員另有決定，否則調解過程中直接或間接衍生的任何相關支出應由當
事人平均分擔。）

雙方付款方法：按上述調解服務收費表指定的繳費期限，請雙方將所須支付費用轉賬至「本中心」的
指定銀行賬戶：
銀行名稱

：恆生銀行

賬戶持有人的名稱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賬戶號碼

：278-9-149883

請於轉賬後通過以下方法將銀行付款單或自動櫃員機轉賬收據及繳款人名稱發送至「本中心」
：
電子郵件

：mediation@tdww.org.hk

WhatsApp No.

：+852 6996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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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修訂：
「本中心」將於不定時修訂或變更服務收費，恕不另行通知。有關最新服務收費細節，請諮
詢「本中心」。

@

由於經濟負擔原因或按照「本中心」的安排，調解服務使用者可考慮向「本中心」書面申請減免收費
或安排分期付款計劃。

19.

為什麼調解收費不按爭議/索償金額而釐定，若個案屬小額性質，可否只收取象徵式收費？
「本中心」旨在提供非牟利的調解服務。收費政策如下：
「本中心」調解服務收費水平按調解使用者的經濟承擔能力而釐定，與索賠金額無關，索賠
額亦與案件的複雜性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為求令基督教調解服務能普及受惠，
「本中心」根據調解使用者的收入水平而釐定收費。但同
時，本中心更要確保能有足夠的財務實力提供持久的服務。
調解服務收費一般介乎每當事人每小時 100 港元至 1 000 港元不等，平均收費約每小時 300 港
元。
為了方便管理和審慎地善用資源，
「本中心」要求每當事人預先繳付相當於 8 個小時的調解服
務費用。如果使用的時間少於 8 小時，
「本中心」將退還未使用的部分。但是，如果使用超過
8 小時，將收取更多費用。
調解服務收費看似昂貴，但調解效率與長期訴訟的負擔和成本相比，調解成為解決爭議的更
好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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