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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培訓講師: 陶榮博士 
陶榮博士 

BEng (Hons), LLB (Hons), LLM, MA, DEng, PhD, PCLL, FCIArb, FHKIArb, FSIArb, 
CEng, CITP, Chartered Arbitrator, HKMAAL (General) and HKIAC Accredited 
Mediator (General) 

 

陶博士持有電腦、工程及法律學位。他是認可調解員(綜合)、

特許仲裁員、特許工程師、特許資訊科技專業人士及法律教授。

他是替代爭議解決技巧公認的權威，更被廣邀於國際性論壇中

出任演講嘉賓或主持。他於著名大學擔任客席教授，在國際仲裁及調解方面的著作

頗豐， 尤其是他已為(Lexis Nexis Butterworths)撰寫了一部關於“香港仲裁法”的主

要參考書。  

調解是一個建立和諧氣氛與解決個人或商業環境分歧的首選方法。一位認可調解員
始於 40 小時的第一階段培訓,有助參加者能有效地協助並改善關係。 

本課程由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調評會」 ( H K M A A L )  所認可 

誰應參加:     
 商界人士，政府人員，專業人士，顧問，學者

等   

 希望成為認可調解員之人士 

 有興趣提高溝通和解決衝突技巧之人士 

 希望瞭解調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幫助自己或他

人之人士 

總時數: 40 小時 (共 4 堂） 

日期: 2020 年 1 月 11, 12, 18 及 19 日 (星期六、日) 

時間: 0900-2000 

語言: 粵語 (英語為輔, 教材以英文為主) 

地點:  九龍深水埗英華街 2 號西九龍調解中心 / 

香港金鐘統一中心 10 樓統一會議中心 [暫定]  

學費: 港幣$13,500 

「綜合調解員培訓證書」頒發給出席率達 100%和完成由調評會認可的培訓課程之參加者。 

 已完成調評會認可參加者可申請調評會第二階段評核。   

 
        成為認可綜合調解員 

Step 1:  調評會第一階段培訓 

Step 2:  調評會第二階段評核

Assessment Step 3:  申請成為認可綜合調解員 

40 小時綜合調解員培訓課程 

第一階段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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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調解的基本知識 , 包括談判，調解，衝突解決和爭議解決的過程 ,  促進式調解, 

調解開始辭和調解員的角色 ,  示範 ,情緒處理 /  難以處理當事人 ,  議程制訂 , 

角色扮演, 實際案例分享。 
 

第二節 建立調解員必要的技巧, 包括角色扮演與練習分別會議, 第二次共同會議, 打破談判

僵局, 促進協議, 微調協議和調解總結, 和解協議和終結調解, 終止和調解後的跟

進。 
 

第三節 認可調解員及調解在香港的使用, 包括角色扮演和相關的法律內容的練習, 例如調

解員公正性 ,  在調解中使用法律代表和專家證人 ,  調解文化和其他事宜。 
 

第四節 調解員技巧之角色扮演和評估, 模擬綜合調解案件中之技巧和知識, 認可調解員觀

察和評估,以達至調評會認可標準。 

 

申請註冊: 
 由於報名人數眾多, 報名採用先到先得形式. 

 要求-參加者對調解感興趣和將這些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   

 成功報名的參加者將獲電郵通知 

 出席率達 100%及完成整個課程的參加者將獲頒發「綜合調

解員培訓證書」    

 完成調評會第一階段課程要求後，參加者可申請調評會第

二階段評估。 

 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 www.hkmaal.org. 

報名表格 
請填妥並交回報名表格並附上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明 

“香港法律培訓學院” 

，並郵寄至香港金鐘力寶中心二座 503 室香港法律培訓學院收。 

如有查詢，請致電（852）2869 6322 或電郵至 email@hklti.hk。 

課程名稱: 40 小時綜合調解員培訓課程(第一階段認證)   [請在適當的地方打勾。] 
日期: 2020 年 1 月 11, 12, 18 及 19 日 

HKLTI 會員: □ 我附上報名費用港幣$12,000 正的支票.           非會員: □ 我附上報名費用港幣$13,500 正的支票. 
我們可能會通過下面提供的聯繫方式與您聯繫。我明白，主辦機構可能打算使用我的電子郵件向我發送由任何一個共同組織或支持的培訓/活動的資訊，

我可以通過勾選下面的方框來反對這種使用。  

*請完整填寫. 
*姓名和稱謂: 先生/女士/小姐                                       *HKLTI 會員編號:(如有)                          

*公司:                                                       *職位:                                            

*郵寄地址:                                                                                                    

*電話: (電話)                           (傳真)                             (手提)                                

*電郵地址:                                                                                 *工作年資:          

*商業/行業種類: 

*首次參與 HKLTI 課程? 

*哪裡聽說過這門課程? 

□ 我想申請 HKLTI 會員。申請 HKLTI 會員,我理解，同意並接受所有 HKLTI 會員條款和條件陳述的事項. 

□ 我反對使用我的電子郵件或傳真號碼。 由主辦組織進行此類直接營銷。 

 

簽名:                                               日期:                                                 

備註: 1. 報名需經主辦方確認 2. 主辦方保留在必要時取消或更改的權利，包括客座講師，內容，日期，時

間和地點。 

 

□銀行及金融 □建築 □教育 □飲食 □政府 □科技 □零售 □物流 □製造 □專業服務 □地產 □其他:                                              

□HKLTI網站 □臉書 □领英 □即时 □內部培訓 □電郵推廣 □介紹 □協辦機構 □其他:                            

□是  □否 

培訓目標:     

 學習調解的基本原則，理論和實踐

知識 

 學習運用相關的促進調解技巧來

解決實際糾紛 

 完成調評會第一階段可邁向成為

調評會認可綜合調解員 

 為調評會第二階段評核所需的要

求作準備      

        
 

http://www.hkmaal.org/
file://gsc-nas/HKLTI/HKLTI%20-%20NAS/hklti_Current/Projects/Ongoing/Self/HKLTI_HKMAAL_Mediation%20Training%20Course/Stage%201/Final%20Flyers/email@hklti.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