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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泰拳理事會 

防止性騷擾政策(及程序手冊) 

 

 

1. 序言  

本政策旨在建立一個尊重他人、沒有性騷擾的運動、比賽、及工作環境。香港

泰拳理事會（下稱「泰理會」）致力消除及防止性騷擾。性騷擾是違法行為，不

容發生，除內部紀律處分外，更需負上民事法律責任，有部分行為（例如非

禮、跟蹤、電話騷擾等）更會同時帶來刑事後果。性騷擾一旦發生，泰理會內

任何人都有權投訴。無論是學員、學生、教練、泰理會職員、裁判、兼職員

工、合約員工、義務工作者等 (下稱「相關人事」)，均須對自己所作的性騷擾

行為 負上個人法律責任。任何人如向他人施壓去性騷擾另一人；指示他人性騷

擾另一人；或明知而協助另一人作出性騷擾行為，亦可能要負上個人法律責

任。 

 

2. 本會的目標和責任 

2.1 泰理會的屬會有責任確保運動練習或比賽不會出現任何在性方面有敵意性

的環境，泰理會冀望透過制定本政策來提高相關人事對性騷擾的認知和意

識，以及設立機制，處理有關性騷擾的投訴，以達到消除性騷擾的目的。

防止性騷擾政策的目標及責任如下： 

2.1.1. 確保相關人事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作賽、練習及工

作。 

2.1.2. 以有效的途徑，讓相關人事都清楚了解聯會的性騷擾政策及投訴

渠道。 

2.1.3. 提高相關人事對性騷擾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尊重他人的品格和正

確價值觀。 

2.1.4. 提供有效、顧及投訴人感受和需要的投訴渠道，務求使投訴機制

更容易為投訴人使用。 

2.1.5. 以公正、不偏不倚和保密的原則，及嚴肅和謹慎的態度處理性騷

擾投訴，並確保沒有人因真誠地作出投訴而受罰。 

 

2.2 泰理會會向屬會定期傳閱此文件，讓本會所有相關人士都清楚了解本會性 

騷擾政策及相關投訴渠道。 

  

3. 泰理會全體成員的義務和責任: 

3.1 泰理會所有相關人士（包括理事會管理層人員、僱員、會員及義工）均有

義務和責任協助防止和消除性騷擾，包括尊重他人的意願和感受，不會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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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他人性騷擾的行為，以及支持他人採取行動制止性騷擾。 

3.2 泰理會任何相關人士如果目睹性騷擾行為，例如教練對學員或其他相關人

士作出性騷擾行為或學員被性騷擾，均可向負責處理性騷擾投訴的職員舉

報。投訴人及證人均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受到保護。 

 

4. 性騷擾定義 

性騷擾的定義及例子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根據《性別歧視條例》，「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

況： 

(i) 任何人如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

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

一名合理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

犯、侮辱或威嚇；或 

(ii)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

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4.1 性騷擾是歧視及違法行為，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第 2(5)條，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為：  

(i)  任何人如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ii) 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 

(iii) 或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

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

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iv) 或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

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4.2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受害人包括男性及女性，可在任何人身上發

生；與性騷擾相關的法例條文及本政策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

騷擾。  

  

4.3  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只要行為本身符合性騷擾的定義，亦會構成性騷

擾。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4.4  性騷擾事件通常牽涉權力關係，有權力的一方騷擾較弱的一方，但亦有可 

能出現權力較弱的一方騷擾較有權力者，如教練被本會學生性騷擾。如有 

此情況，亦屬違法的性騷擾行為，本會會正視及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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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性騷擾的例子: 

(i) 雖然每一次都被拒絕，但仍然不斷嘗試約會對方， 

(ii) 帶有性方面影射的評論， 

(iii) 猥褻性或侮辱性的說話， 

(iv) 有關性或某一個性別的笑話， 

(v) 性方面的提議，或是給予對方壓力來達到性的要求， 

(vi) 暗示或公開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 

(vii) 猥褻姿勢或不恰當的觸摸（例如：輕拍、觸摸、強吻或擠捏）， 

(viii) 持續的電話或信件，要求涉及私人或性的關係， 

(viiii) 展示猥褻性或淫穢性的照片或文章， 

(x)  性侵犯或強迫性行為（強姦）， 

註：上述(v)至(x)的例子，有觸犯刑事條例的可能。 

 

4.6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 

泰理會會透過下列措施提高有關人事對性騷擾行為的認知和意識： 

(i) 有關泰理會執行的防止性騷擾政策、舉報和提出投訴的程序及指引

將載列於網頁及員工手冊；  

(ii) 向屬會會員、學校發信提醒有關泰理會執行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及程

序；  

(iii) 透過賽前會議讓參與者知悉泰理會對防止性騷擾的政策和相關的處

理程序及處分措施；  

(iv) 向義務工作者提供有關防止性騷擾的政策及簽署聲明；  

(v) 向新入職員工提供有關防止性騷擾的政策作為入職簡介的標準項

目； 

(vi) 在員工會議上強調有關政策； 7.清除令人反感的物品或資料：清除

理事會內可能涉及性騷擾的物品，並禁止把這些物品帶入泰理會，

以及防止不適當使用電腦科技，引致性騷擾； 8. 定期檢討有關政

策及措施。 

 

4.7 任何泰理會職員或學員提出真誠的投訴、在調查投訴過程中提出任何資

料、或參與正式紀律程序，均不應因此而遭受逼害或報復。 

 

5. 防止性騷擾政策內容  

5.1 本會要求所有到校教練工作前申請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查核)，以

確認他/她們沒有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刑事定罪紀錄。 

 

教練執勤時的行為操守要求及有關防止性騷擾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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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在比賽、練習或教導學員時，或需不時進行身體接觸或觸碰。然

而，學生可能會因該等行為而感到尷尬或受到冒犯。即使是誠實

善意的教導行為，教練亦應向相關的學員解釋作出有關行為是合

宜且必要的，並尋求對方事先同意。未得學員事先同意，教練切

勿作出該等觸碰或敏感動作，尤其是在關鍵時間並無其他人士在

場，教練亦可考慮邀請與學員同性的教練或其他學員協助。(例如

在練習埋身摶鬥時，異性運動員練習必須得到雙方同意下，才能

進行，異性運動員練習摶鬥，教練亦可建議穿戴護甲;在比賽前為

運動員按摩或搽油的工作，可以由同性的教練或學員協助進行，

如没有同性教練或學員，教練必須得到運動員的同意，才可進行

按摩或搽油的工作。) 

  

5.1.2 教練嚴禁提出不受歡迎的要求以獲取性方面的好處 － 例如向對

方暗示在性方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會有助對方的運動發

展、或會影響成績。  

  

5.1.3  教練嚴禁在工作場地高談與性有關的淫褻笑話、展示有性別歧視

成份或與性有關的不雅物品，涉及性的不雅通訊（書信、電話、

傳真、電郵及短訊等）。  

  

5.1.4  當不受歡迎的性要求、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及其他口頭或身體

上涉及性的行徑成為錄取的條件時，該行為在本會即構成性騷

擾。 

 

5.2 泰理會執委會委員／主管人員／教練嚴禁持續致電或寄信或寄電郵要求發

展個人關係或性關係。例如電郵、短訊、互聯網上的平台或臉書。  

  

5.3 在僱傭範疇中的性騷擾行為包括以下情況： 

5.3.1  對本會內其他人所僱用的員工，或學生或求職者作出性騷擾；  

    5.3.2  對合約教練作出性騷擾； 

5.3.3 對正在為從事泰拳專業或行業謀求所需授權或資格的人士作出性 

騷擾； 

5.3.4  對正在謀求或接受訓諫的人士作出性騷擾。  

 

5.4 本會任何人士不得歧視或騷擾其他學員、學生，以及任何與泰拳有事務交

往的人士。  

 

5.5 處理性騷擾投訴的機制  



 5 
 

5.5.1 受到性騷擾的相關人士，可採取的處理方法： 

(a) 如在工作/賽事/動期間任何人士感到受性騷擾，可向泰理會投

訴，或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作出書面投訴。泰理會內的投訴

程序不會影響投訴人向平機會投訴或警方報案，或向區域法院 9 

提出訴訟的權利。  

(b) 設有非正式及正式處理性騷擾投訴的機制。若投訴人的主要

關注是希望儘快採取非正式行動來遏止騷擾行為（例如：向被指

稱的騷擾者發放清晰的信息），而不要就他/ 她的個案展開調查

時，投訴便會非正式地處理。一般而言，非正式行動適合用作處

理輕微及單一的性騷擾事件，而非用於較嚴重和重複的性騷擾行

為。  

(c) 如感覺受到性騷擾，可採納以下非正式或正式處理方法：即時

表明立場，告訴騷擾者他/她的行為是不受歡迎的，必須停止。告

訴信任的人，例如家人或同事，讓他們給予情緒上的安慰和建

議。以書面記錄有關事件的詳情，包括日期、時間、地點、證

人、性質(騷擾者的說 話和做過的行為)及受害人的反應。向泰理

會作出正式投訴。  向平機會作出書面投訴，要求調查及調解。

向教育局投訴。報案及/或向個別騷擾者提出法律訴訟。 \ 

 

5.5.2 調查  

(a) 調查原則 泰理會根據以下的基本原則處理有關性騷擾的投

訴：  

公平處理：以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序處理查詢和投訴，確

保投訴人和被指 稱的騷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讓雙方有同樣

的機會申述。 

 

保密原則：處理有關投訴時，泰理會持守資料保密原則，以保障

有關人士的利益。 所有與性騷擾有關的資料和記錄都會保密，只

按需要向處理有關投訴的負責人披 露。由於被指稱的騷擾者是個

案關鍵人物，並基於自然公義的原則，泰理會有需要 通知他/她

有關指控的詳情。如有任何人士違反上列保密原則，泰理會將會

對有關 人士作出書面警告。 

   

避免延誤：性騷擾事件對投訴人及被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帶來壓

力，泰理會收到投訴 應立刻處理。 

  

程序的透明度度：泰理會應將有關處理性騷擾投訴的程序載列在

泰理會投訴政策/性騷 擾政策內，並讓相關人士知悉。如投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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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機構或學校，泰理會應讓該機構和 學校清楚知道有關規則

及處分措施。保護投訴人及證人：投訴人及證人應受保護，以免

因投訴事件而遭報復(根據《性 別 5 /歧視條例》第 9 條，“使

人受害的歧視＂，即報復，亦是違法的歧視行為)  

 

避免利益衝突：若負責處理查詢/投訴的相關人士，與投訴投人或

被指稱的騷擾者有密切關係，如親屬關係，應把個案交由其他人

士處理。   

 

匿名投訴：若泰理會收到匿名投訴，會先作了解，如無法跟進則

無法受理。謹慎處理: 謹慎處理：體恤投訴人的感受，如避免投

訴人重覆敍述痛苦經歷多次，以及應由同一性別的調查人員接見

投訴人等，以確保處理投訴的過程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 地承受更

多困擾和蒙受更大的羞辱。小心謹慎處理投訴，不讓其他有關人

士受到 不必要的困擾。   

  

(b) 處理步驟  

若有人認為或懷疑被性騷擾，應儘快投訴，可向泰理會進行「口

頭」或「書面」投訴，泰理會於合理時間內處理有關投訴。口頭

投訴〔非正式程序〕 這方法主要涉及調停和舒緩情況的技巧，促

進開放態度及溝通，以便有關人士了 解對事件的不同意見。這些

技巧要迅速、有彈性及有效率，對感受和情緒有適當 的認識及回

應，並尊重有關人士的權利和私隱。程序如下：  

A.  投訴人向處理個案人員描述該事情。  

B.  處理個案人員適當地回應投訴人的情緒及要求。  

C.  與被投訴人傾談，了解事件。  

D.  提供各種解決問題辦法。  

E.  個案完結時，處理個案人員須簡單記錄有關投訴。  

F.  有關個案的記錄須保密，但可用作統計用途。   

 

書面投訴〔正式程序〕，由泰理會處理 若相關人士認為或懷疑被

性騷擾而作出書面投訴，可向泰理會投訴。  

A.  投訴人應向執委會遞交書面投訴，敘述事件經過及有關資

料。  

B.  執委會成立之調查小組會根據一般申訴程序對事件作正式 

的調查。 

    C.  提供被投訴者一份投訴書和給予回應的機會。  

D.  在所有會見期間，保持私隱和尊重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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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  調查小組會呈交一份報告書，內容包括被調查的有關事項及

重點，被發現的事實、 調查的結果、建議及解決方法。  

F.  有關個案的報告書須保密，但可用作統計用途。  調查小組

透過面談或收取書面聲明向有關人士收集資料/證據。如有需

要，可諮詢平機會的意見。 

  

如事件須成立調查小組跟進有關調查。小組成員應由大致等量的

不同性別 成員組成。如有需要，可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

在調查期間避免接觸，尤其避免單獨 接觸。以書面記錄與投訴人

和被指稱的騷擾者的會面及其申述內容。擬訂書面報告，以書面

向涉及事件的雙方交代調查結果、處分內容及其考慮因素。調查

小組在評估證據後須決定是否需要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的行

動，並擬備 書面報告，以書面把調查結果告知有關人士。在處理

投訴時，亦遵守防止「使人受害」的歧視原則，保障有關証人免

受不合理 的對待。泰理會在有關人士同意下，會盡力透過調解方

式解決問題。若調解不成功，投訴人 可向平機會申請要求給予法

律協助。性騷擾的行為可能同時涉及刑事罪行，如非禮、分發或

展示不雅及淫褻物品，聯 會考慮向警方報案。  

  

(c) 性騷擾投訴時間限制  

向平機會提出投訴及提出法律訴訟均有時間限制。若被性騷擾者

想向平機會提出 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若決

定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2 年內提出。泰

理會考慮到延遲處理投訴會對調查工作及舉證可能做成困難，故

只接受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的投訴。若有合理原因令投訴

人延誤投訴，泰理會酌情處理。 

 

5.6 處分  

處分措施 

如確定泰理會某職員確實作出性騷擾行為，而其行為應受到可能予以的紀

律處分，泰理有權展開有關的紀律程序，向該名職員採取適當的紀律處

分，如需要道歉、接受 輔導、給予賠償、停職、可被解僱等。如投訴涉及

學校相關人士，泰理有權禁止該人士參賽並通知校方，按校本規則處理。

如投訴涉及非學校教練及義務工作者，泰理會有權禁止該人士參賽並通知

有關機構及屬會。如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泰理會會向警方舉報。如泰

理認為恰當，亦可主動或按投訴人書面的要求，不經由調停或調查程序，

直接進行紀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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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程序  

若性騷擾事件涉及的其中一方不接受調查小組之調查結果，可向執委會上

訴，以符合公義 的原則。「調查小組」所作的決定，可向其上一級提出上

訴。如仍然不滿其決定，則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或警方投訴。 

 

任何僱員或學員被發現違反防止性騷擾政策，查明屬實，屬會會按情況採

取適當的紀律處分，包括警告、訓斥、停職/停課或開除。如果調查證明性

騷擾行為屬實，按反歧視法例或其他法例，騷擾者須為他/她的行為負上法

律責任。  

  

5.6.1  如性騷擾投訴成立將會導致紀律處分，並立即暫停其職務。  

5.6.2  最嚴重的後果：終止僱傭合約（員工）／開除會籍 

5.6.3  如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泰理會會向警方舉報。  

 

6. 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協助  

6.1 本會承諾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即時協助／初步程序決定是否需要停職。  

  

6.2 本會承諾盡可能分隔投訴人、被投訴人及證人的安排，會調走被投訴人而

非投訴人或證人。於進行調查期間，盡可能考慮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

擾者不會一起工作或任教。  

  

6.3 本會承諾在不同階段及有關程序後安排投訴雙方及證人重新投入工作／練

習。 

  

7. 投訴程序（投訴程序請參閱附錄） 

7.1 內部處理 

7.1.1 非正式投訴 

(i) 被騷擾者可寫信／便條給騷擾者。具體指出騷擾者做出哪 

些事或說出哪些話令你感到被冒犯。 

(ii) 如你不想直接與騷擾者對質，可以告訴你信任的人，讓其為

你提供情緒支援、建議及／或代表你提出投訴。 

(iii) 你亦可以聯絡本會相關負責人員。其將在個案中擔任調停人

／調解人的角色，嘗試是否能夠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達成和

解。 

(iv) 如能夠達成和解，負責人員將就相關事件向執委會委員提交 

報告（其中包括經雙方簽署的調解協議）以供存檔備案。一

般而言，報告應於個案和解後一個月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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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調停過程一般在收到投訴後兩個月內完成。如未能解決投

訴，或一方決定終止調停，負責人員應將個案轉介執委會委

員；執委會委員將在收到投訴人的書面投訴後，安排展開正

式投訴程序。  

  

7.1.2  正式投訴  

投訴人必須向泰理會執委會委員提交書面投訴。書面投訴必

須精確描述相關事件，包括指稱行為發生的日期、時間及地

點；是否有其他人在場；騷擾的性質（騷擾者說了哪些話及

做了哪些事），以及投訴人本身當時的反應（如有的話），並

提供證人（如有的話）的姓名及聯絡方式。 

 

執委會委員將主持及委任成員組成調查小組以調查相關投訴，一般在

收到投訴後兩星期內進行。調查小組須由本會正／副主席、技術召集

人／執委、及不少於兩位不同性別的執委會委員組成。  

 

調查期間，被指稱的騷擾者將被要求不得聯絡投訴人，反之亦然。 

調查結果將在調查結束後兩星期內轉達給投訴人、被指稱的騷擾者及

調查小組。 

 

如性騷擾個案成立，將被裁定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的人士採取紀律

處分。  

  

*調查報告應於調查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予本會主席。  

  

7.2 外部  

7.2.1 可直接向平機會投訴／區域法院提出訴訟／轉介警方處理或建議

報警  

投訴人亦絕對有權向平機會舉報相關事件以求調查及調停／區域

法院提出訴訟／轉介警方處理或建議報警。如須查詢或投訴，請

參閱相關網站。  

 

7.3 投訴的時限 

7.3.1 投訴人應盡快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提出投訴。失去時效會對投訴人

的個案利，以致難以展開日後的調查。此外，向平機會提出投訴

及提出法律訴訟均有時間限制。若被性騷擾者有意向平機會提出

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否則，除非有充分的理

由引致延誤投訴，平機會可不受理。若打算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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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需於事發後 24 個月內提出。 

7.3.2  如果投訴人選擇向法定機構投訴，本會將暫停調查，直至相關程

序完結。  

7.4 程序公平  

泰理會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將秉持以下原則：  

7.4.1 公平原則  

泰理會將以公正、公平的原則和程序處理查詢和投訴，確保投訴

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給予雙方同樣的機會

申述。  

7.4.2  保密原則  

泰理會會向投訴人承諾，將所有與性騷擾事件有關的資料和記錄

保密，只按需要向處理有關投訴的負責人及被指稱的騷擾者披露

指控詳情。  

7.4.3  及時原則  

泰理會明白性騷擾事件對投訴人及被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帶來壓

力，本會承諾在收到投訴後會立即處理和跟進事件。  

7.4.4  保護原則  

泰理會承諾保護投訴人及證人，避免其因投訴事件而遭受較差待

遇，包括報復；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9 條，“使人受害的歧

視”，意指某人就歧視事件作出投訴或作證人而受到較差的待

遇，例如遭受報復，即屬違法的歧視行為。  

7.4.5  避免利益衝突  

若處理查詢／投訴的負責人，與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有密切

關係，如親屬關係，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是處理性騷擾查詢／投訴

的負責人，則本會將把個案交由其他人士處理。 

7.4.6  匿名投訴  

倘若收到匿名投訴，泰理會將視乎提出的證據及事件的嚴重程

度，才決定會否就有關投訴進行了解及調查；若果性騷擾投訴人

是未成年人士，可由家長／監護人／親人陪同出席與處理有關投

訴的會面，以保障未成年人士的權益。  

7.4.7  謹慎處理原則  

泰理會承諾體恤投訴人的感受（如避免投訴人重覆敍述痛苦經歷

多次，以及安排同一性別的調查人員接見投訴人等），以確保處理

投訴的過程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地承受更多困擾、蒙受更大羞

辱，亦不讓其他有關人士遭到不必要的麻煩。 

  

8.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  

8.1 泰理會應定期向所有相關人士發布本會防止性騷擾政策，並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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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的員工、新加入的義工和會員，發布及解釋防止性騷擾政策。 

  

8.2 泰理會應上載有關政策於網頁方便有需要者隨時查閱，並於本會當眼處張

貼通告，讓所有相關人士知悉機構已制定防止性騷擾政策，從何處可以查

閱政策的文本及投訴的渠道。本會亦會告知 合約服務供應商及聘用的團體

或人士，本會不容忍性騷擾行為以及向他們提供有關的政策資訊。 

 

最後更新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平機會編訂的《校園性騷擾政策大綱》 (更新於 2013 年 11 月) 

防止校園性騷擾的問與答 (更新於 2013 年 11 月)  

 

附錄 

1 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 

2 被投訴人回應表 

3 投訴記錄表 

4 調解條例及道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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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 

 

香港泰拳理事會「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 

投訴人記錄表(20________ - 20________年度) 

 

個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年齡︰______ 

資料：職業_______________ 

 

事件頪別： 

* 說話 * 被冒犯* 行為* 在惡劣環境工作* 涉及歧視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事項： 

被投訴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年齡︰______ 

資料：職業 _______________ 

事件發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__ 

 

事件發生經過： 

 

 

 

 

 

 

 

 

 

 

本人鄭重聲明，上述填寫資料正確無誤。 

投訴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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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泰拳理事會「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 

被投訴人回應表(20________ - 20________年度) 

 

本人就投訴個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作出以下回應：  

 

 

 

 

 

 

 

 

 

 

 

 

 

 

 

本人資料如下：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____________年齡︰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 

 

本人鄭重聲明，上述填寫資料正確無誤。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簽署：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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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泰拳理事會「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 

投訴記錄表(20________ - 20________年度) 

 

投訴個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_     事件發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人姓名： 被投訴人姓名： 

性別：____________ 年齡：_____ 性別：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見面：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被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___ 

處理 / 結果：處理投訴委員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次見面：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被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___ 

處理 / 結果：處理投訴委員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見面：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被投訴人面見日期：_____________  

處理 / 結果：處理投訴委員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最後處理結果：﹝於個案結束時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人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被投訴人﹝或其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處理投訴委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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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調解條例>>及 <<道歉條例>> 

 

(壹)  訴訟 

 

調解有別於訴訟，訴訟講求透過以法律途徑， 保護自己的權益 。當某人自身

利益遭到侵犯或損害時，他便以法律訴訟程序， 控告對方， 以便為自己爭取

最大補償，一般來說，訴訟者往往不會輕易作出妥協或讓步。 但訴訟過程中， 

經常需花費大量資源，包括經濟及精神上的損耗，且佔用法庭大量時間，當訴

訟完結時，某方的訴訟者縱能勝訴，其所得的賠償往往是得不償失，有鑑於

此，司法機構在 2009 年透過法律改革，在訴訟過程中，加入一個近乎強制性的

調解環節，訴訟者如不當地拒絕參與調解，法庭會以一個嚴厲的態度，衡量訟

費 (俗稱堂費) ， 並命令拒絕參與調解者承擔相當部分的訟費。 

 

對於極大部分的案件而言，司法機構鼓勵紛爭者經過 

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假若雙方未能成功達成和解，法庭才介入審理案件，故

現今的法律體制中，調解是一個不可或缺，訴訟者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為強

化調解的重要性及達到調解的成效， <<調解條例>> 於 2013 年在香港正式生效

及推行，該條例的目的，在於提倡、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並確保

訴訟人士在調解過程中的通訊得以保密。 

 

(貳)  調解 

 

當兩位或多位人士對某些事情互相各持己見， 立場有所對立，而又互不退讓

時，糾紛便容易在爭議者間產生，期間若有一位中立人士介入，在不偏袒任何

一方紛爭者，並且能不偏不倚地充當著一個調解者的角色，這位調解者往往可

把對立者的偏激情緒降溫，從而增加雙方和解的可能性及促成和平解決紛爭。 

 

港府在 2013 年推行的<<調解條例>>中第 4 條，對調解的釋義定性為 “一個或

多於一個….有組織程序….“, 由調解員在中立的情况下，協助爭議者: 

1.   找出爭議點； 

2.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 

3.  互相溝通； 

4.  就解決爭議的全部或部分，達成協議。 

 

在這過程中，調解員往往安排舉行一些會議，好讓爭議者透過磋商及互

讓，以達成調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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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誰可充當調解員 

 

至今為止，<<調解條例>>沒有定明作為“調解員“的資格，作為一名稱職的調

解員，重點在於他處理紛爭時，能達到不偏不倚，並且不能身兼判決者的角

色，以解決糾紛即可。而一個法律認可的調解過程，調解員經常要經過多個步

驟，方能達到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簡單而言，調解員一般需深入

了解爭議事件的前因後果，往往需閱讀一些涉及爭執事件的文件、聆聽爭執者

的分歧及共通點、刻意分隔或安排爭議者聚首一起，以便相討和解方案等程

序，並草擬一份和解方案，好讓爭議雙方自願簽署，方能圓滿達成調解的目

的。 

 

(肆)  警務人員可擔任為調解者嗎？ 

 

一般而言，任何人士包括執法者如警務人員，在適當的情况下也可扮演調解者

的角色，問題是調解的成效有多大，作出調解時又是否存有一些潛在風險？ 

 

作為調解者首先必須了解的，乃並非每一個個案均適合進行調解，而進行調解

工作時，調解者必須注意及遵守一定的守則，並提醒自已需要謹守一些誡條。

在決定是否進行調解工作時，起步點在於把紛爭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不宜沾手

作出調解的，另一類則可被歸納為可作出調解的個案。 

 

(肆)(I)  適合作出調解的個案 

 

在決定是否以調解員身份，介入調解紛爭時的重要考慮因素，舉例包括紛爭者

之間- 

1.  所存的矛盾是否極度尖銳； 

2.  是否互存濃厚敵意； 

3.  是否互相均存有解決紛爭的意欲； 

4.  雙方是否存有一些持續性的關係； 

5.  雙方的權勢地位或商議能力是否太懸殊；  

6.  雙方對紛爭的爭議點是否有相約的理解。 

 

(肆)(II) 不適合作出調解的個案 

 

1.  爭議點涉及刑事成分； 

2.  爭議點涉及虐兒、家庭暴力； 

3.  調解員未能充份掌握涉及爭議事情的資料； 

4.  爭議點涉及第三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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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爭議點涉及複雜的事實背景； 

6. 爭議點主要涉及法律權益或論據； 

7.  調解員可能於調解過程中面對自身安全的風險； 

8.  爭執者間欠缺互信； 

9.  爭議者的情緒或心理，是否正處於極度困擾的狀 態； 

10. 爭議者互相存有濃厚的敵意。 

 

調解員並需具有的基本才能，包括能迅速掌握爭議者的爭拗範圍及重點，有洞

悉雙方的心態能力，懂得為 

 

雙方破冰及適當地制定調解方案等。 

 

(伍)  道歉條例 

 

為了鼓勵爭議者達成庭外和解，港府推行了上文提及的<<調解條例>>，至令大

部分民事案件的訴訟者，能透過調解解決紛爭，令庭外和解的個案提升。直至

2018 年初， 另一條名為 <<道歉條例>> 的法例，亦在香港生效， 此條例的目

的是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以期防止爭端惡化和促進和睦排解爭端。 

 

<<道歉條例>> 的大方向，是指當某人就著某事情而向另一人表達歉意、懊

悔、遺憾、同情或善意，這些均屬道歉行為，但從法律角度而言，這些表達歉

意的行為或言論，並不等同某人在該事件上承認法律過失，因此，作出道歉並

不等同承認法律責任。<<道歉條例>>可適用於大多數的個案中，但卻列明不適

用於刑事法律程序。 

 

(陸)  <<調解條例>>、<<道歉條例>>及警務人員的關係 

 

綜合上文，當市民有所爭端，而導致警員介入解决糾紛時，警員首要考慮把事

件分類，假若整件事件或部分情節涉及刑事成分, 警員千萬別誤解 <<調解條例

>>或 <<道歉條例>> 賦予他們作出調解或鼓勵爭議者作出道歉的權力，反之，

應明白不當的調解或勸喻某方作出道歉，實屬不宜，調解功夫做得不慎的話，

可能為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例如可能觸犯防礙司法公正等的罪名。 

 

                                                 

黃汝榮 

(退休裁判官/暫委區域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