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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單位，能否有效快速地解決家事糾紛及維持
家庭的和睦，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解決家事糾紛歷來都是
一件棘手的事情，訴諸法院，往往只能做到合法、合理，而未必能
做到合情地解決，出現反目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通過調解，絕
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合情、合理地解決家事糾紛，以及有效地維持爭
議雙方的友好關係，達至雙贏。
最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連同其他相關部門正在開展一系列推
廣調解服務的活動，而家事調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隨之，
法律界及其他相關從業人士之中，掀起了學習家事調解的熱潮。要
成為一名卓越的家事調解員，不但需要懂得相關的法律知識、擁有
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社會經驗，更需要具備專業的家事調解知識及技
巧。江仲有律師編著的《婚姻法與家事調解》一書的面世，對於廣
大渴求系統而全面地學習家事調解的人士，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縱觀全書，不但佈局合理、結構嚴謹，而且深入淺出地涵蓋了
家事調解的方方面面。本書行文流暢而親切，字裡行間，體現出作
者學識之淵博和對細節的精心處理。
江律師憑著其對家事調解的熱誠，對調解業界貢獻良多。現
在，江律師將其多年來的家事調解經驗和心得整理匯集成此書，實
在難能可貴！
陶
前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榮

秘書長

序二

本書構思多年，現能拜閱江律師的書稿及為本書提供編輯上及
法律上的意見，我深感快慰及喜悅。本書深入淺出剖析中港兩地的
家事法，並在實務上提供調解的方法及技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必
備參考書。香港的法律書籍出版不多，而專門研究家事法的更是寥
寥可數。本書的內容特別照顧沒有法律背景的讀者，把法律的精要
以簡單而有系统的方式表達出來，使普羅大眾都能輕鬆閱讀。
香港回歸祖國後，繼續採用普通法制度並著重法院判例，中國
內地與香港兩地的法律制度並不相同。但隨著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和
商業來往日趨緊密，兩地通婚漸漸普遍。認識及了解兩地的家事法
律，不只對法律人士，對一般市民亦十分重要。
江律師是資深執業律師，從事香港及內地法律事務，亦獲得內
地多個仲裁員的資格。本書結集江律師多年來的法律經驗，每一章
都就所討論的課題詳細分析，論據精闢，並附上例子，簡單易明。
本書不但對家事法的學者和法律界人士有莫大的裨益，亦能增進廣
大市民對於兩地家事法律的知識，促進兩地的法律交流。
本人深信本書對學術研究貢獻良多，誠然是一本值得推薦的
好書。
李國銓
香港執業大律師
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

序三

我與江仲有律師相識時間不長，起始於數年前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屬下之家事調解關注小組。那時我作為小組秘書與江律師一起協
調推廣香港家事調解服務。內容包括諮詢各家事調解員對於政府推
行家事調解的意見，以及每年舉辦不同類型的專題講座和工作坊，
以提升家事調解員的質素及專業發展等。該關注小組成員主要來自
專業人士及社工。我倆亦曾多次擔任訓練員，協助社福機構推行家
事調解課程。近年江律師亦成立調解組織並開辦課程以推廣調解。
十多年前調解尚未普及，而家事調解的服務更受忽略，主要是
靠先導計劃推行。自從司法改革後，關注家事調解的人士越來越
多。一個稱職的家事調解員，除了需曾接受適當的家事調解訓練
外，還應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及輔導技巧，才可以達至家事調解的
目的。與一般調解不同之處，家事調解意味一種關係的終結，同時
亦是另一種關係的開始。一個家庭，經歷離婚後，還需要共同面對
孩子的成長。如何從兩個曾經衝突的人的身上，找出他們的共通點
並且解決問題，正是調解的精髓所在。一個能夠處理法律、感情及
人際關係問題的家事調解員，必須擁有精心、細心及熱誠的服務態
度，才可以協助受助者重新建構家庭系統。
擁有家事調解督導資歷的法律專業人士，近年漸漸增多。隨著
更多複雜個案的出現，適合香港使用的參考資料在坊間並不多見，
江律師透過不斷培訓及收集資料，將多年來的經驗化為文字，讓對
家事調解有興趣的人士可以按圖索驥，加深自身對家事調解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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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精神難能可貴。江律師的大作既蒙香港大學出版社支持出
版，並於短時間編訂再版發行，足見是書受歡迎程度。今蒙江律師
索序，聊表數語以示支持。
歐栢青 JP
前香港執業大律師
一般調解及家事調解督導
(HKIAC & HKMAAL)

自序

在筆者過往處理的眾多離婚訴訟案件中，離異的夫婦在離婚過
程中，往往因個人情感的創傷或其他原因，不自覺及不當地把他們
的子女捲入糾紛，以子女的撫養權為武器，互相攻擊，迫使子女對
父母親作出抉擇，成為他們的磨心，最後更成為沉默的犧牲者。
筆者編寫這書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推廣「家事調解」這項優質
服務，期望「家事調解」能夠獲得廣泛使用，減少夫婦因離異興訟，
以及防止子女管養權的訴訟衍生的家庭悲劇。
筆者期望家事調解員能夠在調解的過程中，協助爭議當事人重
新建立互相信任的合作關係，引導離異夫婦以家庭及子女的利益為
前提，進行子女管養及探視安排的協商，防止離異夫婦以子女作為
互相攻擊的武器，保障兒女的長遠利益，維繫父母子女的關係，達
至雙贏或是多贏的結果。
筆者更期望透過本書簡略地介紹「家事調解」所需的基本法律、
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及協助當事人計劃「家庭重組父母親職計劃」等
知識，給讀者參考及推廣家事調解服務的好處，吸引有心的讀者參
與家事調解專業的訓練，成為家事調解員，與筆者一起推廣「家事
調解」優質服務。
同時筆者亦希望讀者能領略「家事調解」的優點及箇中技巧，
妥善地處理糾紛或衝突，改善夫婦之間的溝通，減少日益繁重的離
婚訴訟及離婚對子女帶來的負面影響，保障子女的利益，防止家庭
慘劇的發生，締造和諧社會，達至「以和為貴」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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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讀者想進一步了解「家事調解技巧」或「家事調解」事宜，可
與 本 人 聯 繫。電 郵 地 址：kongpartners@hotmail.com，電 話：(852)
97237879。

鳴謝

本書第一版出版後，筆者得到同業的鼓勵和建議，決定對第一
版進行更新和補充額外的調解技巧、溝通技巧、調解員的倫理和其
他有關的法律法規，希望可供新進的調解員和學員參考。本人再次
衷心感謝我的「神」，感謝衪在我的人生路途上與我同行，無論我跌
倒，或遭到挫敗，衪都不斷賜我勇氣及智慧，使我能夠很快重新振
作起來。筆者衷心感謝衪的恩慈，讓我認識我的好友梁錦泰先生、
陶榮先生、陳慶璋先生、余偉彥先生、區柏青大律師和高永慶先
生。因為沒有他們不斷的鼓勵及幫助，筆者不會再次執筆寫本書，
把「婚姻法與家事調解」向廣大讀者推介。
其中陳慶璋先生、余偉彥先生和高永慶先生對本書所作的校
對、文法的審核，使本書內容更加通順流暢。筆者在此對以上各位
好友的鼓勵及幫助，衷心感激。最後，更加多謝筆者的妻子，感謝
她在背後對筆者的支援及忍耐，使筆者可以專注完成本書的寫作。

第一章

前言

1.1 調解員應有的基本知識及技巧
作為一個專業的家事調解員，應擁有下列基本知識或調解技
巧：（一）家事法律的基本知識；
（二）離婚對當事人及其家庭子女
的心理影響的知識；
（三）調解及解決糾紛的原理及技巧；
（四）幼
兒心理發展及需要的基本知識；
（五）撰寫親職計劃及和解協議書的
知識。
任何有志成為家事調解員的人，除了要對衝突、衝突的成因有
充分的了解外，還需要懂得如何處理當事人的情緒，以及化解當事
人衝突的熟練調解技巧，協助當事人面對及處理情感上的創傷，
建立或改善彼此的信任及溝通渠道，共同解決離婚帶來的衝突或
糾紛。
在協助當事人處理婚姻財產、贍養費爭議事項時，家事調解員
需要擁有婚姻法、處理婚姻財產、贍養費及子女管養權所涉及的相
關法例的基本知識，確保當事人能夠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協商，維
護當事人應有的合法權益，共同制定一份合法、公平及合理的和解
協議，處理婚姻財產分割及贍養費等事宜，滿足當事人及家庭子女
的經濟需要。
在協助當事人處理子女的管養及探視安排爭議事項時，家事調
解員還需要擁有不同年齡孩子的心理發展需要、父母離異對子女的
負面影響等基本知識，以利在家事調解過程中，教育當事人認識父
母離異對子女的心理影響，引導當事人以子女的利益為前提進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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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避免子女淪為當事人互相攻擊的武器，減少離異對子女帶來的
負面影響。
最後，家事調解員還需要協助當事人一起討論子女身心發展的
需要，在處理撫養及探視子女的問題上，共同制定雙方可以接受及
落實執行的財務及子女管養探視安排，撰寫一份合情、合法、合理
並且可以持久落實執行的「家庭重整計劃」和解協議書，保障當事
人及家庭子女應有的權益。
筆者在此嘗試向各位讀者簡略地介紹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婚姻
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離異對當事人及其子女的影響、家事
調解基本技巧及撰寫「家庭重組父母親職計劃」和解協議書的基本
技巧。

1.2 調解員應有的基本法律知識
作為專業家事調解員，必須具備婚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的基本
認識，並恰當地運用這些法律知識，以打破因當事人對法律的誤解
而產生的僵局，軟化他們的立場，維護及保障雙方當事人的法律權
益，例如：
•

澄清分配家庭資產、子女撫養權上的錯誤觀點，軟化婚姻當事
人的立場，打破談判的僵局；

•

協助家庭暴力施虐者明白其暴力行為所帶來的嚴重法律後果，
對施虐者產生阻嚇作用，並且鼓勵施虐者以和平方法解決雙方
的衝突；

•

為家庭暴力受虐者提供資料，解釋法律賦予其的權利，教導受
虐者如何尋求法律保護，終止受虐者繼續受到傷害及騷擾，防
止家庭悲劇發生。
筆者嘗試在以下篇幅，簡略地介紹家事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

規資料、香港家事調解發展史，以供讀者參考。若要深入了解香港
或中國內地的婚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請參閱其他有關中國
及香港婚姻法的法律書籍。

第二章

香港家事調解發展史簡介

在中國的民事司法制度，使用調解方式去解決民事糾紛，是十
1

分普遍的。鄧基聯先生 在《調解制度改革與探索》一書中指出，中國
在改革開放前，透過調解方式來解決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達百分
之八十。而香港近年才正式開始運用調解方式去解決民事糾紛，比
對中國內地，香港的調解發展起步較遲。
香港專業調解的開始，可以說是在 1982 年前港英政府修訂仲裁
條例時，才正式引入以調解方式解決建造業的工程糾紛。前港英政
府同時推行一個「調解試驗計劃」
，以香港工程師學會訂定的調解服
務規條 1984 年版本監察推行，嘗試解決十六個選定官方土木工程
合約產生的合約糾紛，及後這個試驗計劃獲得空前成功。 1989 年，
香港工程師學會及前港英政府正式確立及推出一套更具規模的調解
規範及行政指引，協助願意使用調解的人士。
香港最早的家事調解服務，始於 1980 年代後期，率先由香港
家庭福利會和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等非政府機構提供。在 1987 年
9 月 2，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開始引入婚姻調解服務，協助面對離婚的
夫婦，以家事調解專業方法，來解決爭取兒女撫養權、婚姻資產分
配所產生的一連串棘手難題，並嘗試與香港法律援助署九龍分署合
作，提供當值家事調解員服務計劃。
1. 鄧基聯，《調解制度改革與探索》
（香港：海天出版社，2003 ），頁 2。
2. 王葉翠芬，《香港家事調解專業手冊》
（香港：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2005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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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港英政府的積極推行下，調解開始受到工程及建造界及公
眾人士廣泛接受，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與香港建造商會，在 1990 年
聯合舉辨以 Eric Green 教授和 Eric Van Loon 先生為首的為期五天
普及建造調解工作訓練課程，深受業界歡迎，前港英政府因此開始
重新檢討所有政府工程合約使用調解解決合約糾紛事宜，並決定
把調解服務的監察權力，由香港工程師學會移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執行。
1992 年 6 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獲政府授權，專責執行大嶼山
赤鱲角香港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內的糾紛解決機制，其中包含四個不
同的糾紛解決機制，所有工程糾紛，必須先由工程師∕建築師對有
關糾紛作出裁決，若爭議人不服，則須立刻進行調解，若調解未能
解決有關糾紛，則須選擇是否進行一個臨時判決 (adjudication)，直
到工程完成後，才可進行仲裁。很多糾紛因這個機制而得到妥善解
決，整個香港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得以順利完成。
3

從 1993 年開始，不同的專業及學術機構 開始個別或聯同各海
4

外調解專家及組織 合作舉辦各種調解專業課程，移植海外調解專業
技術和經驗至香港，積極培訓本地調解專業人材，以及推廣調解作
為解決衝突的途徑。
為了提高調解員的專業水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 1994 年 1 月
開始訂定調解服務專業守則及成立不同類別的調解專業小組，向不
同的專業學會、機構及法律部門推介專業調解服務。最終，這個
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成立的專業調解小組更被升格為香港調解會
(Hong Kong Mediation Council)，積極地向商業、家事、社區、建造
業等不同領域及行業推廣專業調解服務。
1997 年，香港特區終審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成立一個工作小
組，研究應否設立工作小組專責建立一個可行、低成本及有效的家
事調解試驗計劃，並引入家事法訴訟機制內。
3. 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律師會、香港
理工大學、香港大學。
4. 例 如： 澳 洲 Bond University、The Conflict Resolution Centre、 加 拿 大
多倫多大學等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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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5 月，香港的司法機構開始推行一個為期三年的家事
調解試驗計劃，並於家事法院大樓內設立一個家事調解統籌主任辦
事處，專責主持調解講座和推廣以調解解決家事糾紛，並協助夫婦
考慮通過調解來解決他們的婚姻糾紛。這個家事調解試驗計劃成效
卓著。
2002 年 4 月，香港理工大學對該家事調解試驗計劃進行研究，
在 458 個接受及參與家事調解案件中，71.4% 完全成功地解決糾
紛，達成和解協議，85% 參與的夫婦達成部分和解。家事調解員平
均只需 10.18 小時，便可使參與的夫婦達到完全和解；14.35 小時達
到部分和解。大約八成參與該家事調解試驗計劃的爭議人認為他們
非常滿意或滿意家事調解服務。這些結果顯示家事調解試驗計劃非
5

常成功，也節省了不少法庭審理案件的時間 。
2009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區政府推行為期一年的社區場地調解
試驗計劃，供香港調解會、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
師公會的調解員使用。願意提供義務調解服務的調解員，可在指定
時段免費使用禮頓山和油麻地的社區中心的房間，而收費的調解員
則須支付使用房間的一般費用。
同年 11 月，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會提交調解條例草案。
在 2012 年 6 月，調 解 條 例 草 案 獲 立 法 會 二 讀 通 過，律 政 司 並 於
2012 年 10 月刊憲，指定調解條例正式於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為了統一調解員的專業水準，2012 年 8 月，香港律師會、香港
大律師公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香港和解中心，共同以擔保有限
公司的形式成立一個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 —— 香港調解資歷
評 審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Hong Kong Mediation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Limited)，共同制定：（一）單一標準給認可調解員、指導員、評核
員、訓練員、輔導員及其他在港參與調解的專業人員，並認可已符
合標準的人士；（二）香港的調解訓練課程標準，並認可已達標準的
訓練課程；（三）在本港推廣專業及可實踐的調解文化。
5.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轄下民事司法制度改
革工作小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後報告書》，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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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另一家事調解服務計劃，授權
法律援助署資助合資格人士參與專業的家事調解服務，鼓勵公眾參
與及使用專業調解服務解決糾紛，使調解服務更加完善及廣泛地使
用，締造和諧社會。

第三章

內地、香港婚姻法簡介

鑒於內地與香港交通頻繁，跨境婚姻十分普遍，而兩地法制及
婚姻法律、法規並不相同，家事調解員在處理婚姻財產、贍養費爭
議、家庭子女撫養權時，必須擁有其中涉及的相關法例基本知識，
確保當事人能夠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協商，維護當事人應有的合法
權益，共同制定一份合法、公平、合理和可以落實執行的和解協
議，滿足當事人及家庭子女的需要。筆者在這裡嘗試粗略介紹內地
與香港的婚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等基本知識給讀者參考。

3.1 結婚所需的基本條件
在香港，結婚的必備基本條件為：
（一） 男女雙方必須是未婚、鰥夫寡婦或已經正式離婚，雙方均沒
有配偶；
（二） 男女雙方必須年滿十六歲；
（三） 男女雙方必須完全自願。
同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結婚的必備基本條件為：
（一） 男女雙方必須是未婚、鰥夫寡婦或已經正式離婚，雙方均沒
有配偶；
（二） 男女雙方必須達到結婚年齡（男二十二周歲，女二十周歲）
；
（三） 男女雙方必須完全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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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結婚雙方必須達到結婚年齡
中國與香港均有結婚年齡的規定，根據香港《婚姻條例》第
13、14 條，結婚的任何一方，結婚時年齡必須滿十六歲，否則，便
會觸犯香港《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第 124 條，即「任何男子與
未滿十六歲女子交合，即屬犯罪，可被監禁五年」
。假若其中一方
當事人己超過十六歲，但未滿二十一歲及並非鰥夫或寡婦，則必須
獲得父∕母親的書面同意書或《婚姻條件》附表三內有關人士的同意
書，方可申請結婚登記。
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六條也規定，在中國境內
結婚的當事人（包括：華僑、港、澳、台同胞及外國人），他們的結
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歲，女不得少於二十周歲，但少數民族
地區則可以適當地降低結婚年齡。

3.3 男女雙方必須是自願的
任何結婚申請人必須是自願的，不許任何人以強迫手段干涉。
在香港境內，任何一方因受到恐嚇及威脅才與他人結婚，只要被恐
嚇者能夠證明他∕她因擔心自己的安全、身體或自由受到即時的損
害而不能真正地同意結婚，而該被恐嚇者的恐懼是具體及合理的，
可以按《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20(2) 條，向法庭申請宣布該
婚姻無效。任何人「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
害，不論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屬犯可循公訴程式審訊的罪行，
1

可處監禁三年 」或者任何人「意圖使任何人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
傷殘或身體受其他形式的嚴重傷害 …… 而：
(a) 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
傷害；或
(b) 向任何人射擊；或

1.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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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拉 動 扳 機 或 以 任 何 其 他 方 式，企 圖 用 上 膛 槍 械 向 任 何 人
發射。
2

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式審訊的罪行，可判處終身監禁。」

在中國內地，根據《婚姻法》第 5 條規定：「結婚男女必須完全
自願，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因
此，任何結婚男女必須是男女本人自願，而不是一廂情願的，也不
是由父母或其他第三者代表他們同意，否則受脅迫的一方可以根
據《婚姻法》第 11 條的規定，向婚姻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
姻。任何人以暴力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便會干犯《刑法》第 257 條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可被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無論在香港或中國內地結婚，基本的婚姻法律要求大致相同，
都是要求當事人雙方自願、沒有配偶、達至法定的結婚年齡或符合
法律、法規的其他要求，才可以到婚姻註冊機關登記結婚，及獲發
結婚證書。否則，該婚姻便會被視為無效，當事人在法律上不會獲
得婚姻法所給予的任何保障。

3.4 中港涉外婚姻締結的區別
什麼是涉外婚姻？涉外婚姻是指一國公民同外國人（包括無國
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結婚和涉外離婚。在香港涉外婚姻是依據
婚姻締結地法律，而離婚則依據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在
香港境內結婚或離婚的涉外婚姻當事人，都必須按照香港法律的規
定辦理。同樣，在中國也是採用前述的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147 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民和外國人結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據此，《民法通則》只
規定了涉外中國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結婚，但不包括中國公民之間
在國外結婚或外國人、無國籍人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在中國的婚姻締
結。因此，涉外婚姻既包括中國公民和外國人之間在中國境內締結
的婚姻，也包括中國公民和外國人之間在中國境外締結的婚姻，例
2.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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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國公民與外國人、國內公民同華僑、內地居民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居民之間的婚姻。
在香港，涉外婚姻的主體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只要符合香港
《婚姻條例》的要求便可。但中國內地卻是不許現役軍人、外交人
員、公安人員、機要人員和其他掌握重大機密的人員以及正在接受
勞動教養和服刑的人員與外國人結婚。
香港的《婚姻條例》第 181 章和中國的《婚姻法》對婚姻締結的
要求不盡相同，最明顯的就是對法定婚齡的規定。根據香港的《婚
姻條例》的規定，十六歲以上的男女即可結婚，而中國的《婚姻法》
卻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
歲」。因此，香港居民只要滿十六歲和滿足《婚姻條例》第 14 條的
規定，提交附表三指明的有關人士就擬締結的婚姻所作的同意書，
便可締結婚姻，內地法院應當承認其婚姻有效。
但是，十六歲的香港居民能否與內地已達到婚齡的中國籍公民
結婚？他們的婚姻締結應依據大陸法律還是香港法律？根據婚姻締
結地法律原則，在香港締結婚姻是應當有效的，而在中國締結婚姻
則將會是無效的。因此，理解中國大陸公民與香港居民之間的結婚
問題，必須審查結婚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準據法。

第四章

香港的離婚程序

4.1 離婚的基本要素
每當婚姻破裂達至無可挽救，離婚便是可選擇的一個出路。根
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3 條，任何人士只要符合下
列任何一項條件，無論他∕她們是否根據香港法律結婚，都可以在
香港向家事法庭提出離婚呈請或申請：
（一） 在向香港法院呈請或申請離婚當日，婚姻的任何一方是以香
港為居籍 (domicile)；
（二） 在緊接呈請或申請提出當日之前的整段三年期間內，婚姻的
任何一方慣常居於香港；或
（三） 在向香港家事法庭提出呈請或申請離婚當日，婚姻的任何一
方與香港有密切聯繫（例如在香港有固定工作）
。

4.2 離婚申請的方式
根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 條，當事人欲提出
離婚法律程序，解除婚姻關係，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 離婚呈請方式；或
（二） 離婚共同申請方式。
假若夫婦的任何一方，以《呈請離婚》方式和另一方離婚，他∕
她可以獨自向法庭呈請離婚而無須事先通知對方。假若當事人選

14

婚姻法與家事調解

擇以《申請離婚》方式進行，則需要雙方一起向家事法院提出申請
離婚。

4.3 呈請離婚的法定理由
當婚姻破裂達至無可挽救的時候，婚姻當事人只要滿足以下任
何其中一條法律法規，便可以向家事法庭呈請離婚：

4.3.1 對結婚後一年內提出呈請的限制
根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2 條的規定，
「任何
婚姻夫婦不能在結婚後未滿一年內向家事法院呈請離婚（自結婚當
日起計），除了基於呈請人蒙受異常的困苦，或基於答辯人的行為
異常敗壞的理由除外。但法官在裁定有關申請時，須顧及《婚姻法
律程序與財產條例》
（第 192 章）第 2 條所指的任何家庭子女的權
益，亦須顧及在指明期間內雙方達成和解的合理可能性。」

4.3.2 婚姻破裂至無可挽救
在香港提出離婚呈請或離婚申請的唯一理由，就是婚姻已經破
1

2

裂至無可挽救 。離婚呈請人 必需向法庭舉證，證明下列任何一項或
多於一項事實，法庭才能裁定婚姻破裂至無可挽救：
（一） 答辯人與人通姦，而呈請人認為無法忍受與答辯人共同生
活；
（二） 因答辯人的行為而無法合理期望呈請人與其共同生活；
（三） 婚姻雙方在緊接呈請提出前，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且
答辯人同意由法院批出判令；

1. 《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 條。
2. 《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A(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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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婚姻雙方在緊接呈請提出前，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二年；
（五） 答辯人在緊接呈請提出前，已遺棄呈請人最少連續一年。

4.3.2.1

與人通姦及認為無法忍受

根據《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 條的規定，離婚呈請人
必須向法庭舉證，證明答辯人與他人通姦及呈請人認為不能再與答
辯人共同居住。由於在香港通姦並非刑事罪行，但卻是嚴重的婚姻
過失，因此呈請人必須提供足夠及有力的證據，才可以通姦理由來
呈請離婚。
由於離婚訴訟是民事訴訟案件，因此呈請人需要負上舉證的責
任，證明通姦曾確實發生或從其他事實證據來證明答辯人是否曾經
與他人發生通姦行為，例如：從孩子的驗血結果中，顯示出丈夫是
3

非婚生子女的自然父親 。呈請人除了證明通姦事實外，還要證明他∕
她感到不可以忍受與答辯人繼續一起共同居住生活。

4.3.2.2

因答辯人的行為而無法合理期望呈請人與其共同生活

呈請人可以向法庭以「因答辯人的行為而無法合理期望呈請人
與其共同生活」的理由呈請離婚，例如：答辯人經常對呈請人或其
父母或子女實施身體或精神虐待、答辯人有酗酒或吸毒惡習、經常
不支付家用、經常離家、經常賭博等。上述答辯人的惡劣行為，既
4

可以是曾經發生一次的事件，也可以是一連串事件 。呈請人只要能
證明答辯人有任何上述行為，而這些證據獲得法庭接納及同意呈請
人因此無法與答辯人再繼續一起生活，法庭便可宣告該婚姻不可挽
5

回，批准呈請人的離婚呈請 。

3. F v F [1968] P.506.
4. Livingstone-Stallard v Livingstone-Stallard [1974] Fam 47.
5. Li Kao Feng-Ning Judy v Li Hung Lit CA Civ App 58 of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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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雙方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且答辯人同意法院批准
離婚

呈請人若要以這項理由向家事法庭申請離婚，呈請人和答辯人
雙方必須在申請前同意離婚，而呈請人與答辯人同意離婚的意願，
必須是明確的，因為香港的婚姻法是不承認任何答辯人默認離婚的
行為。
在香港，分居行為可以是婚姻雙方以實際分開居住的行動顯
示。假若夫妻因經濟困難而無法搬遷，被迫繼續同住一屋，只要婚
姻雙方能證明他們已各自分房而睡、各自進食、互不理睬，互不履
行夫妻的責任和義務（包括性行為），再沒有共同的婚姻生活，在法
律上亦可以被視為分居。假若夫婦二人分開居住，但雙方卻仍然履
行夫妻的責任和義務，則仍不算是分居（例如：男方因工作關係要
北上工作，使夫妻分開兩地，但男方繼續履行丈夫的義務，提供經
濟家用給女方，這種情況不符合法例的分居定義）。

4.3.2.4

婚姻雙方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兩年

根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A(2)(d) 條的規定，
無論答辯人反對與否，呈請人無須獲得答辯人的同意，可以直接向
法庭呈請離婚，只要呈請人能提供與答辯人已經連續分居兩年或以
上的事實便可，無須向法庭舉證答辯人的不當行為。假若答辯人能
夠舉證雙方沒有連續分居兩年或以上的事實，而法院接納他∕她的
申辯，則該項呈請將不會獲法庭批准。

4.3.2.5

呈請人在離婚申請前已連續被遺棄連續最少一年

若答辯人在緊接呈請提出前，已遺棄呈請人最少連續最少一
年，呈 請 人 可 以 根 據《婚 姻 訴 訟 條 例》
（第 179 章）第 11A(2)(e) 條
的規定，向法庭呈請離婚。呈請人只需要向法庭舉證，證明婚姻雙
方分居的事實，答辯人沒有合理或正當的理由與呈請人永久分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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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呈請人在提出離婚前和答辯人分居不少於一年（例如：男方
因工作關係要北上工作，被迫夫妻分開兩地）。

4.4 離婚共同申請的條件（Joint Application）
6

在香港，離婚申請需要由婚姻雙方 共同向法院提出及證明婚姻
7

已經破裂至無可挽救 ，並提供下列事實供法庭審核：
（一） 婚姻雙方在緊接申請提出前，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及
（二） 在申請離婚前不少於一年，法院接獲一份婚姻雙方簽署的書
面通知書，表示雙方擬向法院申請解除婚姻，而該通知書其
後並無撤回。
當申請人所提供的有關事實獲法庭接納，法庭可裁定該婚姻已
破裂至無可挽救及批准離婚。

6. 《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B 條。
7. 《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第 11(b) 條。

第五章

中國內地的離婚法律及程序

5.1 在中國離婚的要素
在中國辦理離婚，必須依照《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 婚姻登記
的幾項規定》第 6 項的規定，「中國公民和外國人要求離婚的，應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提出
離婚訴訟。」

5.2 中國申請離婚的方式
在中國，婚姻雙方可以選擇下列兩種方式申請離婚：
（一） 協議離婚；或
（二） 訴訟離婚。

5.3 什麼是協議離婚？
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 31 條，協議離婚是指婚姻雙
方自願以行政程序解除雙方的婚姻關係。婚姻雙方必須到婚姻登記
機關辦理離婚申請，在婚姻登記機關查明雙方確實自願並對子女和
財產問題已有適當處理後，才會發給離婚證給予雙方當事人。
1. 1980 年 9 月 10 目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根據 2001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關於修
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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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協議離婚的程序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 第 10 條又規定，
「內地居民自
願離婚的，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一方當事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
登記管理機關辦理離婚登記。
中國公民同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自願離婚時，內地居民同香港居
民、澳門居民、台灣居民、華僑在中國內地自願離婚的，男女雙方
應當共同到內地居民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辦理離婚
登記。」
而且當事人的離婚協議書必須按《婚姻登記條例》第 11 條的規
定，載明雙方當事人的離婚意思表示以及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
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以利於保護婦女和子女的合法權益。
假若申請離婚登記申請人未能提供以上文件，婚姻登記管理機
關將會按《婚姻登記條例》第 12 條的規定不予受理。
有關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受理有關協議離婚的申請後，按《婚
姻登記條例》第 13 條的規定，「對離婚登記當事人出具的證件、證
明材料進行審查並詢問相關情況。對當事人確屬自願離婚，並已對
子女撫養、財產、債務等問題達成一致處理意見的，應當當場予以
登記」，發離婚證給當事人。

5.5 家事調解是離婚訴訟的必經過程
3

當婚姻當事人未能對家庭子女 和財產問題達成協議時，婚姻當
事人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向其他有關部門進行調解
或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因為《婚姻法》第 32 條規定：「男女
一方要求離婚時，可由有關部門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離
婚訴訟。」
2. 2003 年 7 月 30 日國務院第 16 次常務會議通過。
3. 根據香港《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
（第 192 章）第 2 條釋義，家庭子
女 (child of the family)，就婚姻的雙方而言，是指（一）該雙方的子女；
及（二）被該雙方視為其家庭子女的任何其他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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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訴訟前離婚調解
婚姻當事人可向其所在單位、群眾團體、基層調解組織和行政
主管部門尋求調解，例如人民調解會等組織。假若雙方經有關部門
調解後，能就離婚以及子女、財產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可直接向婚
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若調解失敗或對處理子女的撫養權、分
割婚姻財產問題不能達成協議，婚姻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
請離婚，而且調解必須是當事人自願參與的。

5.7 離婚訴訟中的調解
在內地，任何離婚訴訟案件必須經過人民法院的調解。因為
《婚姻法》第 32 條明確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
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
經人民法院調解，若婚姻當事人雙方能夠重歸於好，原告可以
撤銷離婚之訴；若在審判員主持下雙方最終達成同意離婚、合理分
割財產、妥善地安排子女今後生活的協議，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有關
協議內容，寫成調解書或調解筆錄。當雙方簽署筆錄後或當離婚調
解協議書送達當事人手中簽收後，便會立即自動生效，並且具有與
離婚判決書同等的法律效力；若調解無效或拒絕簽收，人民法院將
繼續審訊及作出有關離婚及婚姻財產的判決。

5.8 內地離婚的法定條件
根據《婚姻法》第 32 條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
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有下列情形
之一，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的；（二）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有賭博、
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的；
（五）其
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的宣告失蹤，另一方提出離婚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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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的，應准予離婚。」上述法律規範，規定了申請離婚的理由，任
何申請人不符合上述的要求，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5.8.1 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法律
明文禁止重婚行為，
《婚姻法》第 3 條明確規定：
「禁止重婚。禁止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任何人有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行
4

為，不僅違反婚姻法，還會觸犯刑法。因為《刑法》 第 258 條明確規
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且重婚的行為，更會被人民法院視
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符合《婚姻法》第 32 條內的規定，准予離婚。

5.8.2 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
內地的《婚姻法》及《刑法》明文規定，禁止任何人使用家庭暴
力或虐待配偶或子女的行為。《婚姻法》第 3 條第 2 款明文規定：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
家庭暴力、虐待和遺棄的定義可以很廣泛，家庭暴力可以視為
肉體上的傷害作為，例如：毆打、傷害身體等暴力傷人行為。家庭
成員之間的虐待可以是積極的作為，例如：打罵、傷害、禁錮、侮
辱人格、暴力威嚇等，亦可以是消極的不作為，例如：不給飲食、
不給衣物、患病不給予治療等。家庭成員之間的遺棄行為，是指負
有撫養及扶養義務人沒有履行法律規定的撫養及扶養義務，使受養
人的利益受損。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通過 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
1997 年 3 月 1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的 83 號公布至 19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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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婚姻一方向對方實施家庭暴力、虐待行為，不僅違反婚姻
法，而且還會觸犯刑法。根據《刑法》第 260 條規定：「虐待家庭成
員，情節惡劣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
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任何婚姻一方向對方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行為，人民法院可視他們
的婚姻確已破裂，符合《婚姻法》第 32 條的規定，受虐者可向人民
法院提出申請離婚。

5.8.3 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
除了家庭暴力及虐待行為外，任何婚姻一方染有賭博、吸毒等
惡習，且經過多次教育或行政處罰後，仍然屢教不改，不履行家庭
義務，使配偶另一方對其改過感到絕望，難再與其繼續一起共同生
活，配偶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申請，經人民法院調解無效
後，這些惡習行為可被視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符合《婚姻法》第
32 條的規定，而准予離婚。

5.8.4 分居滿兩年
除了以上離婚理由外，婚姻雙方亦可根據《婚姻法》第 32 條的
規定，以因感情不和雙方分居已滿兩年，夫妻確無復和的可能，夫
妻關係已名存實亡為理由，向人民法院申請離婚，經調解失敗後
人民法院會視夫妻感情確已破裂，而准予離婚。因為《婚姻法》第
32 條的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 …… 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
無效，應准予離婚 …… 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的。」
「分居」的定義，是指夫妻在客觀上分開居住，夫妻一方或雙方
在主觀有積極分居的意願，並已停止履行夫妻間的所有義務，例如
停止性生活、終止經濟互助等行為。可是，夫妻分居兩地，並不一
定自動被視為分居，因為婚姻當事人還應當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人
民法院才會准予離婚：（一）分居的原因必須是夫妻擁有積極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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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而不是因為工作、學習或其他原因使夫妻自願分居兩地；
（二）婚姻一方或雙方堅決要求離婚，並且經調解後亦無法改變婚姻
一方或雙方堅決離婚的決心。

5.8.5 其他原因
其他申請離婚的理由，還可以因婚姻當事人在結婚後患有法定
禁止結婚疾病（例如：不能治癒的精神病），而這疾病達到了妨礙婚
姻目的實現的程度，人民法院亦可准予離婚。

附件一

香港離婚的法律程序

結婚生效？
是

否

法院是否有管轄權？
是
呈請離婚

共同申請離婚

是否同意離婚？
是

否

簡易離婚程序
是

一般離婚程序

是否願意參家事調解？
否

家事調解

解決財務 ∕家庭子女糾紛程序
未能和解

成功和解

離婚聆訊

頒布暫准離婚令

頒布管養令及贍養費令

頒布永久離婚令

離婚程序終止

附件三
無損任何一方權益為前提 *

和解協議書

本協議訂立於 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訂約一方為
________________ (HKID No. ______________ )，地 址 是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呈請人）
，另一方
為 ________________ (HKID No. ______________ )，地址是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答辯人）。
茲 鑒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 宜，
經 ________________ 及 ________________ 協助調解後，同意遵守
及執行下列各項條款：
家庭子女居住及管養權安排
1.

呈請人及答辯人同意 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姓
名）及 ____________（姓名）
（以下稱「家庭子女」）的管養權歸
呈請人∕答辯人 *，探視權歸答辯人∕呈請人 *；

2.

我 們 的 家 庭 子 女 ____________（姓 名）、____________（姓 名）
及 ____________（姓名）可與呈請人∕答辯人 * 或祖父母∕外祖
父母繼續居住，由其全權負責照顧及看管 (care and control)；

3.

探視安排 (access arrangement)
探視安排
•

答辯人∕呈請人 * 有權每星期探視家庭子女 ______ 次，每
次由上午∕下午 _______ 時起至上午∕下午 _______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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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家庭子女與答辯人 ∕呈請人的接觸
•

答辯人、呈請人雙方同意互相交換聯絡電話號碼，雙方同
意不會在不合理時段（即早上 _______ 時至下午 _______
時以外時段）致電話給對方。任何聯絡電話號碼變更，雙
方同意在三天內通知對方。甲乙雙方同意互相尊重對方的
私隱權利，互不干擾對方；

•

答辯人∕呈請人同意給予家庭子女手提電話一具，並支付
流動電話卡給予家庭子女使用，作為答辯人∕呈請人與家
庭子女閒談及聯繫使用。呈請人∕答辯人同意不會阻止或
妨礙答辯人∕呈請人與家庭子女使用上述手提電話閒談及
聯繫；

9.

宗教安排
•

答辯人、呈請人雙方同意家庭子女接受天主教 ∕基督教∕回
教∕道教∕佛教等宗教；或

•

答辯人、呈請人雙方同意家庭子女可自由選擇宗教。

10. 更改本協議的安排
•

任何更改本協議的安排內容必須獲得答辯人、呈請人雙方
的同意並且呈交家庭法庭審批；

11. 家庭暴力、虐兒
•

假若呈請人∕答辯人 * 有虐待家庭子女的行為，答辯人∕呈
請人 * 可向家事法庭申請更改管養權令或禁制令，並且由
施虐者承擔有關法律費用；

12. 破壞家庭子女與答辯人 ∕呈請人的關係
•

呈請人∕答辯人 * 同意鼓勵家庭子女繼續維繫與答辯人∕呈
請人 * 的父母子女的關係；

•

呈請人及答辯人 * 雙方同意不會在家庭子女面前訴說對方
的壞話或破壞對方與家庭子女的父母子女關係；

13. 阻礙答辯人 ∕呈請人的探視
•

呈請人∕答辯人 * 同意不會阻礙答辯人∕呈請人的探視。否
則，答辯人∕呈請人可向家事法庭申請更改管養權令或禁
制令，並且由呈請人∕答辯人 * 承擔有關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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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提交文件給家事法庭
•

呈請人及答辯人雙方同意，可選擇各自提交本和解協議書
給其聘任之律師，制訂為一份法律上認可及可以執行文
件，並交由法庭確認成為命令；

21. 律師費
•

答辯人∕呈請人 * 同意支付呈請人與答辯人辦理離婚訴訟所
花的律師費用，若答辯人∕呈請人 * 不同意呈請人或答辯
人 * 所計算之律師費；答辯人∕呈請人 * 可要求經法院對有
關之律師費按訴訟各方對評基準 (on a party and party basis)
作出訟費評定。

22. 上述各項條文乃雙方同意、特立此約一式兩份各執一份為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呈請人簽署

答辯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解員

調解員

*

如不適用請刪除

附件四

調解員開場白示範

早安！我是江仲有律師。我是你們的調解員，來幫助你們
解決你們面前的爭議。本人是香港律師會及香港調解會的
認可調解員。

歡迎詞及調解員簡
單的自我介紹

李先生，文女士，在我開始為你們進行調解前，請問你們
需不需要諮詢你們的父母、律師才參與今天的家事調解？

審查當事人參與調
解的能力和簽署和
解協議的權限

你 們 在 作 出 任 何 決 定 前，是 否 需 要 諮 詢 你 們 的 父 母、
律師？
在開始調解聯席會議前，請讓我向你們簡單地介紹家事調
解、家事調解的流程和相關的功能、調解員的角色和調解
會議的守則。家事調解是透過受過專業調解訓練的中立第
三者來協助你們以協商談判的方法，共同尋求你們雙方可
以接受及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簡單介紹家事調解
的定義

家事調解員的功能，是不會像律師般為你們提供法律意
見，也 不 會 像 法 官、仲 裁 員 般 為 你 們 作 出 裁 決。因 此，
本人雖然擁有律師的資格，亦不能為你們的離婚所引發的
糾紛提供任何法律意見。你們若有需要，可使用這裡的電
話，與你們的律師聯繫。

簡單介紹家事調解
員的功能

調解是在無損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的，整個過程是保密的，
在調解過程中所披露的資料，是不可用作支持日後訴訟的
證據。因此，無論調解是否成功，將不會影響你們現在進
行中的離婚訴訟，你們可以安心地進行協商談判。

強調家事調解的保
密性質

本人作為你們的家事調解員，在接納你們的委任前，我已
經核對你們向我所提供的資料，我對這案件並沒有任何利
益衝突。而且，在整個調解過程中，我是不會偏幫你們任
何一方，在整個調解過程我會維持中立。

強調家事調解員的
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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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們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讓我簡單地介紹家事調
解的流程和目的。在家事調解開始的時候，我會邀請當事
人一方發言，向我陳述事情的經過，你的感受、立場、需
要及需求。這個陳述的目的是讓我了解你對整件事的觀
點和立場。我不會對這些立場作任何評價，不會深究事實
的對與錯。因此，另一方的當事人不用作出任何回應或批
評，因為調解員不會像法官或仲裁員，對陳述作出任何批
判。當一方陳述完畢後，我亦會讓另一方陳述事情的經
過，他的感受、立場、需要及需求，我會給與你們同等機
會和時間來陳述。同樣，我不會對這些立場作任何評價，
亦不會深究事實的對與錯，好讓我可以清晰地了解雙方的
觀點和立場，協助解決你們的糾紛。

介紹聯席會議和目
的，家事調解員擔
當的角色

在開始發言陳述前，我有一些守則希望你們同意遵守，就
是當你們一方發言時，聆聽一方請不要發言或向對方發出
侮辱或無建設性的言語。因為這些行為是不會對解決你們
的衝突有任何幫助的。再者，當你們一起發言時，我是很
困難聆聽你們的陳述，只會浪費時間。請問你們是否同意
遵守這個唯一的調解規則？

介紹調解會議守則
及聯席會議的目的

當陳述完成後，本人會摘要這些陳述，並會覆述一次，若
有 任 何 遺 漏、錯 誤，請 陳 述 一 方 作 出 糾 正。最 後，我 會
從這些摘要找尋共同立場、觀點、分歧、需要和需求，制
定爭議事項，好讓大家一起討論和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方
案。假若雙方在討論某些爭議事項時僵持不下，陷入僵
局時，本人將會中止聯席會議，而與爭議一方舉行單獨會
談，任何在會談中披露的資料將會被保密，未得當事人同
意前，我是不會向對方披露。單獨會談的目的，是給予你
們機會向我提供一些不方便向對方披露的敏感資料，好讓
我深入了解你們的憂慮、需要或需求，以利我制定調解策
略，協助打破談判的僵局，解決你們的糾紛。同樣，我亦
會給予另一方單獨會談的機會和同等時間。在等候和我單
獨會談的時候，我請你利用這段時間，思考你的憂慮、需
要或需求，在與我單獨會談的時候，再向我作出陳述。

介紹單獨會談的守
則及目的

當我掌握你們的憂慮、需要或需求，我會引導你們如何再
次進行協商談判，包括使用腦力震盪技巧，共同尋求可行
及可以接受的和解方案，直到有關爭議事項圓滿解決。然
後我們再重覆聯席會議和單獨會談等流程，逐一解決所有
的爭議事項。

附件四

當所有爭議事項圓滿解決後，我會草擬一份和解協議書，
並建議你們把這份草擬的和解協議書提交你們的律師審
核，然後才簽署，以保障你們的法律權益。當和解協議書
簽署後，你們的律師將會按照和解書的內容制定一分同意
傳訊令狀 (consent summons) 並呈交家事法庭審查核准，核
准後便會根據傳訊令狀內容頒佈有關命令，當事人必須落
實執行有關命令。
請 問 你 們 有 沒 有 任 何 疑 問？如 果 沒 有，讓 我 們 開 始 調
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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