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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民事司法改革浪潮中，ADR（Alternative Dispute

者开始质疑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并着手探索如何进一步提

Resolution的简称，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受到了普遍关

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与质量。由于各欧盟成员国必须在2011年

注，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各国司法改革的架构之中。近年

5月21日前实施该《指令》（第10条除外，该条必须在2010年11

来，域外A DR制度的发展出现了法制化、电子化和职业化的

月21日前实施），立法部门必须考虑如何设计新的立法，以体

趋势，值得研究和借鉴。如果我们能够带着问题意识，用比

现《指令》的内容；研究部门亦须相应地调整其研究的重点

较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域外A DR制度的新发展，对我国正在

与方向。至2013年，大多数成员国相继根据《指令》修改民商

建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大有裨益。

法、诉讼法中关于调解的规定，或者制定新的调解法。例如，

一、调解的法制化进程

2009年，匈牙利发布法令，修改2003年3月27日起施行的调解

立法的完善为各国ADR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法；2010年12月，希腊颁布调解法；2012年7月，德国颁布调解

1998年10月，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A DR法，授权和鼓励

法；2012年7月，西班牙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的调解法；2013

联邦机构使用A D R方式解决纠纷。该法公布后，法院附设

年4月，葡萄牙立法机关通过调解法；2016年1月1日，波兰促

A DR在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从暴风骤雨式的激进革命

进友好型纠纷解决法正式实施。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过去

转向了和风细雨式的渐进改革。2007年，日本实施A DR促进

没有专门的调解立法，在欧盟各成员国调解立法热潮的影响

法。该法作为日本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一种过渡性战略措施，

下，也于2011年1月施行了调解法。

有效地缓解了移植法与传统社会间的不适与冲突。

此外，意大利议会于2009年颁布了第69号法律，将调解

现代调解运动的复兴得益于其生存环境持续不断的改

作为纠纷解决的选择之一，同时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相关法

善与优化。事实上，调解的制度化不过是最近十余年的事

令，以完善调解制度。2010年，意大利正式实施第28号法令。

情，而调解立法是优化调解制度生存环境的首要因素。放眼

该法令引入了强制调解的规定，试图进一步扩大调解的适用

世界，各国和地区大多通过立法方式推进调解制度的发展。

范围。同年10月，意大利司法部颁布第180号命令，②对调解

进入21世纪后，欧洲各国掀起调解立法的热潮，与调解有关

组织、调解员资格以及强制调解费用等规定进行补充。2011

的立法活动在欧盟各国方兴未艾，引人注目。2003年，奥地利

年1月1日生效的瑞士联邦民事诉讼法对民事程序中的调解制

率先颁布了欧洲第一部民事案件调解法，该法被公认为欧洲

度予以统一规范，并鼓励各州积极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

首部法典化的调解程序规则。

纷。

2008年5月，欧盟颁布了《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
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拿大议会修改了大量制定法以

2008/52号指令》（以下简称《指令》）。 该《指令》对各国纠

引进调解制度。这些法律包括破产法、广播法、运输法、环境

纷解决的实践及监管机构的运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引发了欧

评价法、离婚法、农场债务调解法、劳动法、人权保护法、移

洲各国在实践、立法、学术研究等领域的讨论与验证。律师、

民和难民保护法、青少年刑事审判法、体育运动法等，可见加

法官、咨询委员、调解员等具备中介功能的纠纷解决的实践

拿大调解制度不仅被运用在民商法领域，而且被广泛运用于

*齐树洁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许林波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诉
讼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Klaus J. Hopt & Felix Steffek, Mediation: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
② Ministry of Justice Decree 不同于Legislative Decree，前者是司法部颁布的政府规章，而后者是根据法律的授权制定的，其效
力等同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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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领域。①为提升美国调解实践的管理和技术水平，1998年

lution，以下简称ODR）是ADR移至网络空间的电子化产物，

至今，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行业组织公布了模范标准

主要形式包括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ODR通常被

和统一法案。例如，由美国律师协会、美国仲裁协会和纠纷

用于解决因科技而产生的新类型纠纷，如域名纠纷、数据传

解决专业社团合作编写并修订的《调解员行为模范标准》，

输的保密与安全引发的纠纷、提供I T服务引发的纠纷、因违

美国律师协会和统一州法委员会全国会议起草的统一调解

法使用歌曲或视频而引发的侵犯知识产权纠纷以及电子商

法，等等。其中，仅涉及调解的州法规和联邦法规就已经超过

务纠纷等。O D R同样可被用于调解网络范围以外发生的纠
纷，它可以产生与传统A DR同样的效果。⑤ 在当事人之间的地

②

2000部。

南非、澳大利亚等国的调解法制化成果同样不可忽视。

理位置相距遥远，或当事人自我感觉在线交流更有自信的情

面对差强人意的离婚诉讼状况，南非立法机关于1987年通

况下，ODR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模式。在美国、加拿大和

③

过了离婚纠纷调解法。 在该法颁布之前，家事纠纷的处理

欧洲各国，存在大量有关ODR程序立法的小规模试点项目。

机制中并无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调解服务主要由私人机构提

其中，美国律师协会的电子商务和ADR部门（ABA-eADR）的

供。1991年，立法机关通过了特定民事案件速裁与调解法，首

职责即是处理与ODR有关的法律问题；⑥2001年跨国运作的

次将调解制度正式引入普通治安法院，且专门构建了一个被

欧洲法院外纠纷解决网站（EEJ-Net）正式建立，其目的是在

称为“速裁法院”的新法院体制，原有的普通治安法院和新

法院之外利用网络技术解决跨国消费者纠纷。该网站尤其适

建立的速裁法院均有权组织调解。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仅次于

合解决电子商务纠纷；⑦许多国际组织、消费者组织、A DR服

美国的调解大国，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调解立法，既规定

务提供者以及贸易组织也提出了许多有关ODR的建议，如经

了法院强制调解，也规定了当事人自愿调解。尽管如此，无论

合组织（OECD）、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在联邦还是各州，均无统一的调解规范，2011年8月1日生效的

国际商会（ICC）等。

民事纠纷解决法回应了这一需求。

在线仲裁是ODR最正式的表现类型，但由于当事人参与

总体而言，调解的法制化具有现实需求，并取得了显著

程序的自由度和对程序的控制力较低，在线仲裁在各国（地

成效。以意大利为例，2012年，全国未决民事案件多达600万

区）的实践中并不如在线调解普及。基于调解的自身优势，

件，诉讼拖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13年至2018年的经

在线调解的发展较为迅速。在线调解是调解移至网络空间

济增长预期从0.7%降至0.5%。意大利2010年第28号法令第

的电子化产物，并成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形式。在线

5条引入了强制调解制度，该法律于2012年被宣布因违宪而

调解是指在第三人的协助下，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人

撤销，2013年予以恢复。意大利司法部公布的数据表明，近

之间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网络纠纷解决环境，在未

年来调解案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有效缓解了法院的审判压

会面的情形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的解决纠纷的信息传

④

输、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协议并解决纠纷。在线调解的运

力。

二、调解的电子化运作

作与服务取决于调解服务机构数量、质量与程序规则。近年

在电子化时代，网络技术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来，在线调解平台试图通过创立强制执行规则，保证调解协

的作用，纠纷解决服务的提供者开始寻求利用互联网技术改

议的顺利执行。在线调解发展的突出代表是比利时政府于

进纠纷解决方式。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nline Dispute Reso-

2011年4月创建的Belmed调解平台，其为ODR的实践开辟了新

①朱立恒：
“英美刑事和解探析——以VOM模式为中心的考察”，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
②齐树洁主编：《美国民事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③南非1987年第24号法律，该法于1990年10月1日生效。
④ [意] Elena Consiglio：
“意大利调解制度的新发展”，李叶丹译，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3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⑤有关ODR的调整范围的详细介绍，载http://www.odr.info , 2017年9月9日访问。
⑥有关美国律师协会的电子商务部门和ADR部门所处理的ODR法律问题的详细介绍，载http://www.law.washington.edu, 2017年9
月9日访问。
⑦欧洲法院外纠纷解决网站中有关ODR内容的详细介绍，载http://www.eejnet.org , 2017年9月9日访问。

01.2018

023

特别策划
应用

的道路。当在线调解申请提交后，平台会自动将纠纷转至有

员培训课程。例如，2012年，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立法律大

执业资质的调解组织，以节省当事人寻求适宜的调解组织的

学与莫斯科调解中心合作设立了调解培训班，调解教育逐渐

时间与费用。除比利时外，欧盟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可以通过

成为社会培训机构的商业增长点。在培训教育方面，大陆法

Belmed平台获得在线调解服务。截至2013年底，已有20家各

系国家比较关注跨学科教育与部门法理论，普通法系国家则

类调解服务组织与Belmed平台签订合作协议。Belmed平台要

更注重实务的技能训练。法国大多数调解员都有扎实的法律

求与之合作的调解服务组织必须遵守《关于消费纠纷的庭外

或人文科学背景；美国则在法律诊所教育中日益重视对学生

解决责任机构的1998/257/EC建议》《关于非司法机构涉及消

的调解技能培训；南非在法学教育中对法科学生进行集中式

费者纠纷处理的原则的2001/310/EC建议》的最低保证，即庭

调解职业培训，② 其调解员的专业性获得了国际认可。此外，

外消费纠纷解决程序必须遵守下列原则：独立、有效、法定、

南非的调解培训人员也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广泛的欢迎，尤其

抗辩、代理、公平和透明度等。此外，西班牙调解法创造性地

是培训商业和雇佣领域的调解员的人员。③

将在线调解融入到小额纠纷简易调解程序中。

在对待调整职业化的态度方面，各国和地区可分为三种

三、调解的职业化发展

类型：一是以匈牙利和葡萄牙为代表的许可模式，要求调解

职业化是指拥有和运用独特的知识、技能、方法、思维

员需经过官方许可注册后方可执业。二是以奥地利为代表的

模式和语言文字等的同质化群体，专门从事某类工作，通过

激励模式，允许任何人充当调解员，但对当事人有利的一些

向社会提供特定的产品来参与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发展

规定，如保密性条款和时效条款等只有在调解由注册的调解

趋势。在A DR的发展进程中，有关纠纷解决的技能逐渐发展

员主持时才能适用。三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

成为专门的职业技能。

该模式排斥公权力对调解职业化的干涉，相信自治市场的参

近年来，受国家鼓励与市场调节的影响，政府和社会资

与主体作出的理性选择。

金汇集、优秀人力资源聚合，纠纷解决的资源向调解制度配

四、调解制度发展的激励与保障

置的份额较以往明显增多。各国和地区的调解职业化呈现良

从允许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使用，到鼓励调解的

好的发展态势，各类调解组织和培训机构层出不穷，调解员

普遍使用，再到现阶段采取有条件地强制利用方式推动调解

数量增多且素质明显提高。其中，调解员资格评审制度的发

的运用与发展，各国对调解所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④ 在

展成为调解职业化的重要助力。例如，南非于2010年3月5日

上述三个发展阶段中，强制调解制度的推行、诉讼费用罚则

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商学院的非洲争端解决中心成立了国际争

的运用及调解保密原则的坚持，都为调解制度在全球范围内

端解决从业者委员会，旨在对解决争端的从业者进行资质认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与保障。

定并发布国家认证标准，认定对象包括调解员、仲裁员、培训

（一）强制调解制度

员以及课程评估员等。该委员会有权颁布国家注册的附属服

为将更多的纠纷引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高纠纷处

务提供者证、经认可的争端解决从业者证、培训员证、课程

理的效益和社会效果，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在特定类型的纠

评估员证。德国2012年调解法以立法的形式界定了调解员的

纷处理中建立强制调解程序，当代全球调解呈现出强制性的

①

法律地位，并明确规定了调解员的培训与反馈机制。

发展趋势。⑤

调解是一种与调解人经验、能力、知识（包括法律知识

德国将调解的理念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始终，其民事诉讼

及其他必要的专门知识）乃至人格魅力密切相关的实践活

法第278条明确要求法官“应当在诉讼的各阶段努力在当事人

动，因此，调解员的培训是影响调解职业化的重要因素。各国

之间进行调解”。该国的法院调解分为当事人合意的调解和诉

十分重视培养调解人才，许多社会机构和大学均设立了调解

前强制调解两类。关于后者，雇员发明法、著作权和发现法、

①张泽涛、肖振国：
“德国《调解法》述评及其启示”，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②陈红梅：
“南非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9期。
③ [南非]JohnBrand：
“南非的友好争议解决”，贺玉彬译，载程波主编：《湘江法律评论》（第12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范愉：
“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3期。
⑤ [澳]娜嘉·亚历山大主编：《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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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不能法和劳动法院法等法律都对诉前强制调解程序作了

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离婚诉讼、劳动诉讼必须进行强制调

规定。2000年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对民事诉讼法作了修改，增

解。土地法也规定强制调解适用于土地纠纷。除某些特定案

设审前调解程序的规定，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强制调解。

件外，在第一审审前准备阶段强制适用法院附设调解。

在爱尔兰，无论是民间调解还是法院附设调解，均由当

以加纳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逐步实

事人自愿参与。2004年民事责任和法院行为法规定的调解会

施强制调解制度。尽管该制度在非洲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争

议制度是调解自愿原则的唯一例外。该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可

议，但不可否认，其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纠纷解决体系的重

申请举行调解会议，法院经合议认为该会议有助于纠纷的解

要组成部分。④

决，则会强制另一方当事人参与。另一方当事人同意与否，不

（二）诉讼费用罚则

影响调解会议的举行。尽管法律并未规定任何确保另一方当

各国纠纷解决的实践证明，当诉讼方式被过度用于纠纷

事人参加会议的强制措施，但法院可命令拒绝参加调解会议

解决时，法院将不堪重负，从而导致诉讼迟延、诉讼成本过

①

的一方当事人承担随后发生的诉讼费用。 尽管当事人并无

高以及投入司法的资源无法与诉讼量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等

参加调解会议的法定义务，但为规避承担诉讼费用的风险，

问题的产生。且以两造对抗为基调的诉讼，可能并不利于对

通常会参加调解会议。

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预防性引导，⑤因此，在诉讼之外寻求其他

比利时司法法典明确规定，劳动争议、房屋租金纠纷、
②

某些环境纠纷等案件适用强制调解程序。

解纷方式成为必然趋势。在英国，诉讼费用罚则的确立和发
展对调解的运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与邻国美国相比，调解制度的发展在加拿大起步较晚，

1999年4月26日，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

早期主要集中在劳动争议和农场债务纠纷。20世纪90年代

正式实施，开启依法鼓励当事人调解的新时期。新规则从基

以来，政府大力推广调解制度，取得成效。加拿大通过各种

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对A DR的实践给予了有力支持。从基本

强制机制促使当事人选择调解程序，强制调解作为一种纠纷

原则层面看，新规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公正审理案件应切实

解决方式，有效减轻了法院压力。在联邦层面，法院附设调

保障当事人平等；节省诉讼费用；应当根据案件金额、案件

解比较典型的是离婚强制调解；在省一级层面，安大略省强

重要性、系争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制调解的特色较为明显。安大略省于1999年修改民事诉讼规

采取相应的审理方式；便利、公平地审理案件；案件分配与

则，决定在较大的城市选出若干民事法庭试行诉中强制调解

法院资源配置保持平衡，并考虑与其他案件之间的资源配置

制度，即法院立案后，将案件直接转入调解程序。该制度在

需要。在具体制度上，法院利用诉讼费的调节作用促使当事

试行阶段取得良好效果后即全面推广。强制调解制度本是仅

人采取A DR。新规则第44.3条和第44.5条规定，在裁定诉讼

在多伦多和渥太华地区法院实施的试点项目，但在实施两年

费用的承担时，法院可以对当事人的全部行为作出评价，评

后，评估委员会根据实施报告，认为其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

价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当事人在诉讼前和诉讼中的行

制度纳入安大略省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制范围。该提案最终转

为，尤其是在签订了诉前议定书之后的行为。（2）当事人提出

化为该省民事诉讼规则第24条和第76条的规定。

的特定诉讼请求的合理性。（3）当事人的申诉或抗辩行为。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2005年5月制定《2005年至

（4）胜诉方是否整体或部分地夸大了诉讼请求。⑥ 例如，法

2020年司法改革策略决议（49-NQ / T W）》，要求法院采取

院在对当事人是否遵循诉前议定书的情况作出评价后，不遵

③

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广A DR。 据此，婚姻家庭法、劳动法、民

守诉前议定的当事人将陷于不利的境地。⑦新规则实施后，调

① Katie Bradford, Commercial Mediation：A Comparative Review 2013，载http://www.linklaters.com， 2017年9月20日访问。
②方俊、王喆：
“比利时调解制度的蓬勃发展”，载2016年11月4日《人民法院报》。
③“越南2005年至2020年的司法改革策略”，龙飞等译，载2010年7月9日《人民法院报》。
④王言：
“非洲ADR的发展与加纳经验”，载2017年6月2日《人民法院报》。
⑤齐树洁：
“关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⑥ John O’Hare & Kevin Browne (eds), Civil Litigation, Sweet & Maxwell Press, 2011, pp.614-615.
⑦齐树洁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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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应用。2002年2月，法院在Dunnett v.

例等方式建立起了覆盖全联邦地区的法院附设调解体系，保

Railtrack一案中首次适用了诉讼费用罚则，即当事人若拒绝

密制度因其在调解中的重要作用而受到普遍关注。各州相关

法院提出的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即使该方当事人在

立法林林总总，联邦政府也相继颁布统一法规对调解保密的

随后的诉讼中获胜，法院同样有权判决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

主体、范围和实现方式等予以明确。此外，随着近年来社会的

用。法院在认识到该罚则“很可能被无理或非善意的一方当

发展和情势的变化，司法实务界也纷纷以判例、平衡规则来

事人作为诉讼策略所利用，借诉讼费用罚则逼迫对方当事人

完善调解保密制度。

①

接受调解，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后， 对诉讼费

法律规范方面，对法院附设调解保密制度规定最为

用罚则作了适当的修正。2002年5月，法院在Hurts v. Leeming

全面的当属2001年的统一调解法。该法第3条第（1）项规

一案中，确立了“有充分理由拒绝调解不适用诉讼费用罚则”

定：“本法适用于按照法院或行政机关规则进行的调解，

的规则；2004年5月，法院在对Halsey v. Milton Keynes General

或者向法院、行政机关和仲裁员提交的调解。”可见，该

N HS Tr ust一案作出判决时，对先前确立的诉讼费用罚则进

法规定的调解保密制度也适用于法院附设调解。除统一调

行了必要的调整。该案的判决确立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强

解法外，联邦证据规则（2010年）也规定禁止披露调解信

制当事人适用调解等非讼程序，将会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息。该规则第408条规定：“在对一项诉讼主张进行和解

利，同时也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规定，即“任何人

或企图和解的过程中，当事人（1）提出、表示或允诺提

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与公正的法庭之

出；（2）表示或允诺接受一项有价值考虑的调解信息，

公平与公开的审讯”；二是诉讼费用的处罚措施应适用于当

当该诉讼主张的效力或数额引起争议时，该信息不能作为

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调解的情形。败诉方在要求法院对胜

证明对该诉讼主张无效或其数额负有责任的证据采纳。当

诉方适用诉讼费用罚则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胜诉方

事人在和解谈判中所作行为或陈述的证据同样也不能被采

②

不合理地拒绝接受调解。

纳。”第501条还赋予法官创制证人免证特权的裁量权，这

在英国，并非所有适合调解的案件都可以适用诉讼费

一规定被认为是创制了调解参与人的免证特权。加利福尼

用罚则，该罚则的适用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争议具有

亚州证据法典（1966年）、德克萨斯州民事程序及救济法

可调解性。家事案件、人身伤害、医疗损害以及大多数的合

（2013年）也针对调解保密制度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规范；

同纠纷是适合调解的。（2）调解的费用与争议的标的符合比

田纳西、俄勒冈等州立法典中亦有类似规定。在美国的司

例。小额争议的案件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应当进入调解程序，

法实践中，调解保密通常以当事人签署保密协议、法庭依

因此可直接适用诉讼费用罚则。（3）调解有成功的可能性。

法援引调解保密特权以及证人作证特权等方式来实现。鉴

这需要法官综合各项因素后进行判断。

于个案之间的差异，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排除保密特权的

（三）调解保密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民间性、自治性的调解制度盛

例外，不断丰富和完善保密制度。
2.保加利亚与葡萄牙的调解保密原则

行的同时，行政性、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调解制度也在各国

保加利亚调解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规定到系统

得到推行。这些调解大多以法院为主导机构，与诉讼制度具

规范的过程，日臻成熟。其中，保密原则已上升为保加利亚调

有一定的联系，被称为法院附设调解。各国以立法、判例和

解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赋予调解

证据制度来严守调解过程以及处理结果的秘密性，建立起了

员拒绝作证的权利，调解保密的内容得以进一步充实。2011

一整套完善、科学的保密制度。

年，为了与欧盟《指令》保持一致，保加利亚修改了调解法第

1.美国法院附设调解保密制度

7条的内容。根据新调解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除非得到当事

作为世界上调解制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通过立法、判

人的明确同意，调解员在法庭上不得被询问有关当事人向调

①张永红：
“英国判例法对调解的规范和引导”，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3期。
②沈芹宇：
“英国调解中的诉讼费用罚则”，载2010年3月26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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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员透露的信息以及与调解结果相关的信息。然而，与其他

责任认定为泄漏他人秘密罪，第38条进一步规定：
“没有正

原则一样，调解保密也存在例外。调解法规定了调解保密的

当理由，民事调停委员会或者其委员泄漏工作中知悉的他人

三种例外情形：一是保密信息可能被用于实施犯罪等不法行

秘密的，可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处以50万日元以下的罚

为；二是为了保护儿童的特殊利益和人身利益；三是披露将

款。”尽管由不同的法律予以调整，在调停保密方面，家事与

①

会有利于调解协议的执行。

民事调停却有着类似的规定，如调停委员会组成、调解保密

在葡萄牙，根据2013年调解法有关保密原则的规定，除

的形式和责任等。③由于家事纠纷经常涉及夫妻关系、儿童权

因公共政策外，调解员应当对在调解程序中获得的信息予以

益等，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家事审判法第3条规定：
“除非

保密。对于何谓公共政策，调解法通过列举的方式予以说明：

当事人申请须由家事调停委员会进行调停，在家事法院认为

（1）在监护权调解中儿童的利益；（2）为保护人身（包括生

合适的情形下，如当事人出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原因，特别希

理、心理）的健全；（3）为了保护与前述同样重要的利益。

望仅由家事法官实施调停时，可以仅由家事法官独任进行调

3.日本法院调停中的保密规定

停程序。”④

在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法院调停制度颇具特色，它是一

总结域外调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如下几

种在诉讼程序之外单独设立的制度，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以上

个发展趋势：一是调解制度的正当性和法律地位不断提高；

民事调停委员组成调停委员会，促使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

二是调解制度的应用范围及功能不断扩大；三是调解的发展

议。日本民事调停法、家事审判法、家事审判规则均有关于调

格局和形式呈现多元性及多样化；四是调解的法制化和规范

停中的保密制度的规定。

化，即国家通过立法鼓励、促进和保障调解制度的运行，同

民事调停法对调停的主体、保密程序以及违反保密义务

时予以必要的规制。实践证实，A 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

的责任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法将调解过程的不公开作为基本

动，有助于促使法院承担起促进、协调和监督A DR的职能，

原则，规定调解按非讼程序进行，即对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

并促进传统诉讼文化的转变。域外调解法制化、电子化及职

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过程进行保密，即使调解不成，当事人也

业化的有益经验，以及在激励与保障调解制度发展方面的优

②

没有外界的舆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明确规定了调解

秀做法，均可为我国调解制度向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

人泄露信息的法律责任，如第37条将调解人违反保密义务的

参考样本。

（上接第21页）

部门间的资源和信息壁垒，纵向上实现纠纷处理各个环节

3.加强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对接与合作。随着

的无缝衔接，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紧密型司法ADR模式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专业性、类型化纠纷呈现多发态势。

可以参照此种工作模式，将专业化调解资源与司法资源紧

在社会自治能力较弱且纠纷积聚的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

密联系起来，构建更加多样化的一体化处理平台，形成高

纷、食品安全纠纷、劳资纠纷、环境纠纷、保险证券纠

效公正、阳光透明的纠纷处理体系。在经费保障方面，合

纷、交通事故纠纷等领域，加强法院与行业性、专业性调

理区分行业调解、专业调解和普通人民调解的不同，因案

解组织的对接合作，发挥行业调解组织的作用，引导纠纷

件复杂程度高、专业性强，调解难度大，可给予倍于一般

在行业内部化解，可以有效促进纠纷得到专业化、实质化

标准的调解补贴，并符合相关行业的一般规则。待专业

的化解。例如，2017年11月在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开展

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发育成熟后，国家的政策性补贴可逐

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

渐退出，完全实现市场化运营。

点工作，对于从横向上打破公安、司法、保险、法院各个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①朱昕昱：
“发展中的保加利亚调解制度”，载2017年3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②宋才发、刘玉民主编：《调解要点与技巧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③司法部编：《人民调解立法参考资料》，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6页。
④陈飏：
“日本家事调停制度研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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