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事件調解程序 
莊喬汝 律師、張雅安 律師、簡婕 律師 

壹、注意事項表 

序號 檢查事項 備註 

一 【管轄權】 
除別有規定外，由管轄家事事件

之法院管轄。 

 
家事事件法第 25 條。 

二 【裁判費】 
（一）聲請家事調解：先繳納調

解費（非財產權事件免徵

調解費），調解不成立進

入裁判程序時需補繳裁判

費用。 
（二）提起家事訴訟或聲請家事

非訟程序：必須先繳納裁

判費用，調解部分不收

費。 

 
家事事件法第 32 條第 3 項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0。 

 

 
訴訟事件：家事事件法第 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3、第 77 條之 14、第 77 條

之 24 等。 
非訟事件：家事事件法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13 條。 

三 【事件類型】 
（一）【強制調解事件】 
甲類、乙類、丙類、戊類。 

 
家事事件法第 3 條。 
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 

（二）【聲請調解事件】 
丁類。 

家事事件法第 3 條。 
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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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檢查事項 備註 

（三）【不得調解事件】 
民事保護令事件。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3 條第 7
項、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43
條。 

四 【調解之結果】 
（一）【調解成立】 

1. 調解筆錄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

效力； 

2. 退還三分之二的裁判費。 

 
家事事件法第 30 條。 

（二）【調解不成立】 

1. 單純聲請調解事件，依當事人

聲請移付審理。 

2. 以裁判之請求視為調解之聲請

之案件，視為自聲請時請求裁

判。 

3. 裁判費得扣抵。 

家事事件法第 31 條、家事事

件審理細則第 41 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 77 條之 20 第 2
項。 

 

貳、說明 

一、調解制度目的與律師角色 

家事紛爭具有私密性，又包含家庭成員及親屬間「非理性」

感情糾葛在內，性質上與財產關係之爭訟不盡相同，為儘可能解

決家庭成員間之紛爭，法院處理家事事件時，應讓當事人先經由

調解程序確實瞭解紛爭所在，進而自主解決紛爭，重建或調整和

諧的身分及財產關係，建構裁判方式所不能達到的替代性解決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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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功能
1
，因此家事案件才有調解前置之規定。 

若雙方能夠在調解程序中達成共識，就無需再耗費數年時間

於司法訴訟之中，因此具有迅速解決紛爭的優點；此外，因調解

係由雙方合意成立，因此雙方之後也比較有履行意願，如果進入

對立性極高的審理程序，除了造成當事人鉅大的時間與心理成

本，即使之後勝訴，因兩造已完全決裂，對造也可能故意不履行

或遲延履行，造成當事人另外還要去強制執行的問題。 

在開始調解時，當事人多數累積相當的情緒，因此可能會對

調解程序抱持抗拒心態，而家事律師在調解程序中的角色，就是

協助當事人理解調解制度的優點、將當事人的訴求與心情轉譯成

對方能夠理解與接受的說法，盡可能爭取雙方的共識。因此，家

事律師除了必須處理法律問題外，同時也必須面對當事人大量的

生命經驗與個人情感，要如何正確理解當事人的訴求與判斷案件

之動態變化，進一步給予適切的法律意見，將是家事律師在調解

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調解聲請 

（一）事件類型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規定，家事事件除第 3 條所定丁類

事件外，於請求法院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而丁類事件除了性

質上不宜調解，例如監護宣告事件，或者是法律別有規定，例如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3 條第 7 項規定保護令事件不得進行調解，

仍然也可以聲請調解。 

                                                           

1  家事事件法第 23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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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狀之撰寫 

1.  為保留調解可能，家事律師在撰擬聲請狀時通常傾向不立

刻羅列過多案件背景與證據資料，避免激化對方情緒，導致之後

調解難行。 

2.  現在司法院網站也針對單純聲請調解事件，提供了請求履

行同居、請求離婚及賠償損害或者終止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

施行法第 2 條關係等事件之聲請調解狀範例
2
，可供參考。 

（三）合併調解 

1. 家事事件法為了家庭平和安寧，避免當事人因家事紛爭一

再興訟，也避免裁判發生歧異牴觸而相當注重統合處理，所以對

於案件合併審理的規定較民事訴訟法寬，特別是調解程序更是如

此，依家事事件法第 26 條，相牽連之案件都可以合併調解。律

師在調解時，應特別注意讓當事人的紛爭可以一次性解決，相關

事項若有機會達成共識，均可於調解程序中加以協商。 

2. 但須注意的是，倘若合併調解的案件有包含民事案件，而

有調解不成立的情形，因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規定未允許民事案

件合併進家事案件，因此可以合併的只有調解程序，審判程序則

需分開
3
，若合併調解之民事事件，當初未繫屬於法院者，調解

                                                           

2  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369-1-xCat2-13.html。 
3  但最高法院 104 年第 15 次民事庭決議：「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三條
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

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

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

是以丙類事件，如果經過當事人間合意或是法院認為有統合處理的必要

時，法院應該准許當事人將該案件與一般民事訴訟案件合併提起或視為請

求的追加、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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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時，依當事人之意願，移付民事裁判程序或其他程序；其

不願移付者，程序終結
4
。 

（四）合意裁定 

1. 調解程序中，關於像是身分關係等相關當事人無法處分的

事項，例如：確認婚姻無效、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減輕或免除

扶養義務等，當事人可能對於身分關係是否存在並不爭執，或者

對於扶養義務安排有共識，此時雖然無法由當事人自行成立調

解，仍然可以依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聲請合意裁定，由法院就雙

方合意事項，輔以職權調查後下裁定。 

2. 又若是涉及可處分事項，例如財產相關糾紛，當事人雖然

無法達成共識，但也仍然可以依照家事事件法第 36 條規定，合

意聲請由法院審酌案件情形，直接為適當的本案裁定。此時，法

院裁定結果通常會落於當事人已提出最相近的意見之間，對於案

件結果仍然有一定的預測性。 

三、調解程序應注意事項 

（一）調解前之準備 

調解前，律師應該告知當事人調解制度之目的與相關程序，

盡可能使當事人有心理準備。另外要注意的是，許多調解委員會

希望由當事人親自陳述，因此律師也需要適時的將話語權留給當

事人，必要時再由律師幫當事人釐清或提出訴求。 

                                                           

4  家事事件法第 26 條第 3項及第 4項。 



 

 

 

 

 

 

 

 

  

 

006 

家事事件辦案手冊 

（二）調解委員與調解法官 

現行實務上，部分法院會編制專門負責調解的法官，但家事

調解大多仍由調解委員進行，且一個案件的歷次調解通常也會由

同一位調解委員負責，若調解委員認為調解程序進行時遇到瓶頸

或困難時，調解法官可能會親自來主持調解。 

（三）當事人、關係人之到場 

1.  與一般民事調解不同，家事法院會希望當事人能夠出席調

解，並親自表達自己的訴求與案件背景。如果是律師到場，因授

權範圍所限，律師也無法替當事人作決定，導致該次調解徒勞無

功；最重要的是，許多當事人的情緒在調解抒發己見之後，對後

續的調解或商談展現更多的彈性，因此律師原則上應建議當事人

於調解期日到場。此外，法官於必要時，亦得命當事人、關係人

或法定代理人本人於調解期日到場。 

2.  涉及未成年子女之案件，法院除了可能會先命社工或家事

調查官進行訪視外，也會請具有表達能力的未成年子女親自到法

院進行陳述，讓調解委員與未成年子女單獨對話，以直接確認子

女本人的意願與想法。 

（四）不公開程序 

調解程序為非公開程序，只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受委任

之律師等才可以出席調解。當事人之親友原則上不能出席，如果

當事人真的有陪同的強烈需求，得跟對造取得同意，或者請求法

官傳喚，否則親友只能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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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開陳述 

當事人對同一事件通常抱持截然不同的觀點與態度，為免兩

方過於劍拔弩張導致調解目的不達，也為了使雙方暢所欲言，調

解委員會視情況告知分開陳述，也就是兩造輪流與調解委員單獨

陳述。 

（六）調解程序之時間、期程 

1. 家事事件之當事人通常累積許多情緒，調解程序提供了一

個宣洩的平台，讓當事人能在一個有公正第三人見證的場合中訴

說自己的故事與心情，為了讓當事人暢所欲言，一次調解通常會

安排至少半小時以上，實際調解時間則依具體調解情形而不同。 

2. 因為第一次調解通常是在釐清背景、聚焦問題，因此第一

次調解通常不會產生共識，調解委員會建議持續進行第二、第三

次以上之調解，讓兩方逐步達成共識。需注意的是，調解的期程

是四個月，若超過四個月而雙方當事人還有繼續調解的意願，得

共同簽署同意續調的文件後，以一次延長兩個月的方式續行調

解。 

（七）調解程序之轉換 

因調解講求的是雙方的合意性，因此當事人之意願是調解的

前提，若對方始終未到或是當事人真的已經不願意繼續調解，律

師得具狀向法院聲請裁定改用應行之程序
5
。若之後進入裁判程

序，法院認為有成立調解之可能，也得依職權將事件移付調

                                                           

5  家事事件法第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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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6
，或者由當事人再合意將案件移付調解。 

四、調解之效力 

（一）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效力 

經當事人合意之調解，於記載於調解筆錄時成立
7
。調解成

立者，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效力
8
。因調解成立有關身分之事

項，依法應辦理登記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9
。若

是離婚案件，當事人收到法院正式調解筆錄後，再持身分證、調

解筆錄等，單獨就可以到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無需雙方偕同

前往。 

（二）退還裁判費 

調解成立者，原當事人得於調解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聲請

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10
。 

五、調解不成立之程序續行 

（一）移付審理 

1. 僅為調解之聲請者 

如聲請人僅單純為調解聲請，並未請求裁判，於調解不成立

                                                           

6  家事事件法第 29條。 
7  家事事件法第 30 條第 1 項：「家事事件之調解，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
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經當事人合意，並記載於調解筆錄時成

立。但離婚及終止收養關係之調解，須經當事人本人表明合意，始得成

立。」 
8  家事事件法第 30條第 2項。 
9  家事事件法第 30條第 3項。 
10  家事事件法第 30條第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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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院得依一造當事人之聲請，按該事件應適用之程序，進行

裁判程序
11
，移付審理。聲請人至遲並應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

達後 10 日內請求裁判，始能視為自聲請調解時已請求裁判
12
。 

2. 為裁判之請求者 

以裁判之請求視為調解之聲請者，如調解不成立時，法院即

應按該事件應適用之程序，進行裁判程序，並自原請求時發生程

序繫屬之效力
13
。 

（二）當事人在調解程序中之陳述，不得採為裁判基礎 

1. 當事人之陳述或讓步 

調解程序中，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

本案裁判程序，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14
。 

2. 當事人所為之書面協議 

當事人之陳述或讓步，如果係就程序標的、事實、證據或其

他事項成立書面協議者，如為得處分之事項，當事人應受其拘

束。又此種書面協議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

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拘束當事人
15
。 

                                                           

11  家事事件法第 31條第 1項。 
12  家事事件法第 31條第 2項。 
13  家事事件法第 31條第 3項。 
14  家事事件法第 31條第 5項。 
15  家事事件法第 31條第 6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