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  陳忠純紀念促進醫病關係教育公益信託推廣會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en Chung-Chwen Memoria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romotion Educational Public Welfare Trust Fund）

關鍵詞： 敘事式調解（narrative type mediation）、混合型調解（mixed type 
mediation）、日本醫療調解（Japanese medical mediation）、關
懷式調解（caring style mediation）、倫理調解（ethic mediation）

DOI：10.3966/241553062020040042009

前篇提及現代型調解，問題解決式—需求式、問題

解決式—轉換式、評價式—促進式等類型，使用

姐妹分橙案及其進階版心愛玩偶毀損案來說明。本篇

接續介紹敘事型調解及第三混合型調解，並提出本文

章結論。

Previous article mentioned sub type of modern type 
mediation: narrowing problem-solving type vs. needs basis 
type, narrowing problem solving type vs. transformative 
type, evaluative type vs. facilitative type mediation. This 
article continue discusses narrative type mediation, 3rdly, 
mixed type mediations, and summary of all 4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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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篇載於本報告第40期，107-112頁。

前篇介紹第二大類型現代調解中的幾種（單一或配對）類

型，本文接續介紹最後一種類型—敘事型調解，性質上也屬

於治療型調解，比較上是進階治療；接著探討第三大類型混合

型調解，並為本系列文章作總結。

七、 敘事型調解

敘事型調解（進階治療調解，narrative type mediation），

由敘事心理治療開始，一方面發展至敘事醫療；另一方面發展

敘事調解1。與治療型調解相同，對於簡單案例，無深層情緒

問題的紛爭，無須使用這類型調解。不過要避免調解員太過主

觀認定，造成只看表面或一廂情願認定沒有深層情緒問題，否

則就會變成偏向評價式或狹隘問題解決式或討價還價式的以調

解員為中心處理紛爭。而非治療型，尤其是敘事治療型調解更

加偏重的，以雙方當事人為中心，特別是透過敘事協助理解釐

清當事人自己的處境與意義的處理紛爭。

因此在姊妹分橙案，若只想處理現在的紛爭，只要注意需

求即可，無須使用敘事調解；但若重視看似小紛爭，而將之

前一連串小紛爭加起來看，意義可能不同，或許利用敘事調

解，可以一舉處理所有紛爭，改變姊妹互動習性，改善彼此關

係，從而修復嫌隙，也避免了以後諸多可能紛爭。可以透過提

問，例如：這次事件對妳有何意義？過去是否有類似經驗？對

妳重要的人是誰？他或她會如何看待這件事？等，透過敘事開

闊思考時間空間與關係人物。

至於進階版心愛玩偶毀損案，敘事著手的空間與需求就更

明顯。常常一開始受到損害這一方稱為受損當事人，情緒會非

1  詳參李詩應、敘事與敘事調解，月旦醫事法報告，18期，2018年4
月，134-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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