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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傾聽技巧之實務運用
─以關懷式調解出發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Listening 
Skills in Mediation─In the Basis 

of Caring Style Mediation

傾聽與提問是相輔相成的，「問對問題」，讓雙方當

事人都感覺到問題的核心，彼此的需求都被滿足時，

感性與理性都能接受的調解，才可說是理想中的調解

成立。關懷式調解所主張的溝通關懷，最主要的三種

技巧是察覺力、支援力與轉換力。支援力就是基本的

溝通技巧，包括傾聽與提問，透過傾聽才會知道如何

提問，問到更關鍵的問題，讓說者能夠滔滔不絕的說

下去。本文主要以支援力的「傾聽」技巧來說明如何

傾聽，並提出傾聽五層次與「5+1」基本問題：為何傾
聽、在哪傾聽、傾聽對象、什麼情況下傾聽、傾聽內

容、如何傾聽等，以及如何傾聽才能問對問題找到問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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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的互動是靠溝通，溝通是21世紀最重要的課題之一1。

1  參見美國之音，達賴喇嘛演說：21世紀應為溝通、對話的世紀，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3904470.html（瀏覽日期：2018年
9月14日）；東尼‧華格納、泰德‧汀特史密斯，21世紀，有溝通能
力的孩子才能生存，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5397
（瀏覽日期：2018年9月14日）。

題的癥結化解爭議。

Listening and questioning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each 
other.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so that both parties can 
sense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and only when the mutual 
needs are satisfied, settlement be accepted both in the 
sensibility and the rationality can be said to be the ideal 
mediation.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skill of communication 
and care advocated by caring style mediation are analytic, 
supportive, and transformative power.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fundamental in supportive power which includes 
listen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Through listening, we will 
know how to ask questions and furthermore ask more 
critical questions so that the speaker can talk voluntarily 
and continuously. This article focus on “listening” 
techniques, one of supportive power out of three major 
skills type of caring style mediation. It will explain 
listening to the five levels and “five plus one,” which is 
why, where, what, when, how to listen, and Whom should 
be listen to. Aiming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organize and analysis the state of the speaker, and to find 
out how to listen to the clue of the problem to help resolve 
the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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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必然涉及兩個主題：一個聽、一個說。即便自己一個人

自我對話也是如此。有效的溝通並不容易，可以說是非常困

難的，造成其困難處是因為溝通有四個面向：雙向性、持續

性、交織性及前提性，要面面俱到需要深入學習與體認2。筆

者曾提及關懷式調解所主張的溝通關懷，最主要的三種技巧是

察覺力、支援力與轉換力3。支援力就是基本的溝通技巧，支

援力包括傾聽與提問，透過傾聽才會知道如何提問，問到關鍵

的問題，讓說者能夠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然而，傾聽與提問兩

者是相輔相成，孰先孰後並無一定，就如先有雞後有蛋，或是

先有蛋才有雞的問題一樣，何者先都可以，端看當時對談的情

況而定。拙作〈調解提問技巧之實務運用─以關懷式調解出

發〉4曾提及「問對問題」，讓雙方當事人都感覺到問題的核

心，彼此的需求都被滿足時，感性與理性都能接受的調解，才

可說是理想中的調解成立。問對問題答案便呼之欲出，但必須

先了解如何傾聽，才能知道如何問對問題。因此，本文以關

懷式調解三大技巧之一支援力的「傾聽」技巧來說明如何傾

聽，並提出「5+1」基本問題：為何傾聽（why）、在哪傾聽

（where）、傾聽對象（who）、什麼情況下傾聽（when）、

傾聽內容（what）、如何傾聽（how）等，以及如何傾聽才能

問對問題找到問題的癥結化解爭議。

傾聽與同理心的表現在日本醫院內調解，其中的敘事型

調解分為四個層次5，筆者將之加以細分為五個層次。而當一

2  李詩應，從醫療爭議論良好溝通為何這麼困難？，月旦醫事法報告，
17期，2018年3月，118-122頁。

3  Shih-Ying Lee & Yong-Chi Chen, Caring Style Mediation a New Form 
of Medical Disput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aiwan, 3(6)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350-354 
(2015).

4  陳永綺，調解提問技巧之實務運用─以關懷式調解出發，月旦醫事
法報告，22期，2018年8月，98-112頁。

5  和田仁孝、中西淑美著，李晨芸、詹文君、黃羿文、董瑋亭、李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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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病的時候，會有三種型態的話語：渾沌的話語（chaos 

narrative）、回復的話語（restitution narrative）與探索的話語

（quest narrative）6。以下先介紹人格結構理論，之後再詳述

之。

E. Berne於1950年代在《人們玩的遊戲》（Game People 

Play）一書中，提出「人格結構理論」（parent-adult-child, 

PAC）7。將個人的「自我」劃分為「父母」、「成人」及

「兒童」三種型態，此三種型態於每個人身上都會交互存

在，人與人相互作用時的心理狀態是平行時，對話會無限制地

繼續下去。如果遇到三種狀態不平行而是相互交叉作用時，人

際交流就會受到影響，溝通就會出現問題。可以從肢體語言對

話中了解說話者的狀態來調整自己的評估與說話者一致，以達

到有效的溝通。本文主要著重於傾聽的技巧，包括：如何傾聽

說話者的內容、傾聽者的態度、說話者如何表現，該如何因應

以表現出同理等。

傾聽態度對說話者說話當下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與說話者

是否能夠趨向自我成長與療癒息息相關，尤其是開放式的問

話，從說話的內容中找出問題，問對問題，可以讓說話者立即

感受到被同理的感覺並產生自我療癒的效果。因此，如何提問

也是關鍵。說話者本身會因傾聽者的反應而有很大的變化，過

程千變萬化，情緒與說話內容、長短等都會因為互動而變化多

端。聽與不聽所給人的感受，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沒有經歷

過，就很難有如此的感受，與人互動溝通就是必須經歷的活動

之一，如何建立良好的互動就是很重要的課題。尤其在溝通關

譯，醫療促進溝通調解：由敘事著手的衝突管理，原水，2013年11
月，206-207頁。

6  AUTHOR W.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5, 15 (1995).

7  ERIC BERNE, GAMES PEOPLE PLAY: THE BASIC HANDBOOK OF 
TRANSACTIONAL ANALYSIS (1964).



106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懷的課程中，溝通與當事者的關係建立上，更是要仰賴傾聽的

技巧。在陳忠純紀念促進醫病關係教育公益信託推廣會從日本

引進的溝通關懷系列課程中8，初階（基本）課程有一個傾聽

小遊戲，配對雙方要輪流在對方聽與不聽的態度下，述說自己

有趣的事物，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傾聽練習。許多人常忽略這

樣體驗的重要性，以及持續練習的效果，殊為可惜，這麼簡單

的練習，只要掌握得宜，處處演練調整，即可成為與人建立信

任關係的關鍵之一。

貳、傾聽五層次

傾聽五層次與同理心的展現息息相關，專業人士常常會

因為學習的過程中無形的變成冷冰冰的姿態9。傾聽的對象是

「人」，傾聽的過程中表現出關懷與同理，才能發現更多事情

的癥結，共同協力來達成目標。傾聽五層次，說明傾聽者內心

的狀態與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影響說話者的意願是否持續交

流下去，建立信賴關係的關鍵。說明如下：

一、層次零（Level 0）

表現好像有在聽，但完全沒有聽進去，即人在、耳不在、

心不在。對方一直說話，表面上猛點頭或作出回應，但實際

上沒在聽，也不會與對方四目相交、觀察其反應，只顧著低

頭。當對方反問希望有所回應時，全然不知所措，只能亂答一

8  參見陳忠純紀念促進醫病關係教育公益信託推廣會，課程介紹，http://
www.cdpet.org/cdpet_3.html（瀏覽日期：2018年9月14日）。

9  Melanie Neumann, Friedrich Edelhäuser, Diethard Tauschel, Martin 
R. Fischer, Markus Wirtz & Christiane Woopen, Aviad Haramati, 
Christian Scheffer, Empathy Decline and Its Reas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with Medical Students and Residents, 86(8) 
ACADEMIC MEDICINE 996-1009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