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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Lyman: 我们开始吧。我叫 Jay Lyman，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我是一名图

书馆员，负责"图书馆与商业"项目。这是我们商业谈判培训系列活动的第一次会面，我感

到非常兴奋。  

接下来你会听到 Umphress 教授和 Alyssa 对于这次课程更详细的介绍。但在活动正式开始

之前，我有一个相关的活动想跟在场的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者，或者正在考虑创业的人

分享一下。下周二上午 9 点到 10 点半，我们会有一个活动，你可以从中认识可能会对你

的事业，企业管理有帮助的朋友。这个活动就是商业资源开放日。如果你有兴趣，请报名

参加。这将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需要针对你的潜在市场，客户群进行分析。像我这样的图

书馆员可能可以帮到你。我有一个图书馆员团队可以免费帮助你做市场数据分析。请不要

错过这个机会。这可以为你节省数千美元的费用。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发送

邮件到：L2B@spl.org。好了，Alyssa，下面交给你了。 

Alyssa：谢谢你，Jay。大家好，感谢大家的到来。我叫 Alyssa，是华盛顿大学法律专业二

年级的学生。我目前在华盛顿大学创业法律诊所实习。这此的课程是由华盛顿大学 Foster

商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联合倡议发起的活动。我们的主旨是为"帮助 BIPOC、LGBTQ+

和女性所有的小型企业在 COVID-19 后的生存和发展。”希望大家都做好了学习谈判知识

的准备。这次的系列培训活动将由 Elizabeth Umphress 教授主持。培训时间为每隔一周的

星期三举办。它们将持续到接下来的几周。 

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 Umphress 教授。Umphress 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全职教授和 Evert 

McCabe Endowed 学者。Umphress 教授在华盛顿大学为高管和 MBA 学生交授"谈判动力

学"和"道德领导力"课程。她于 2020 年获得了混合 MBA 优秀教学奖，2019 年创业硕士年

度教授，2014 年 MBA 夜课项目年度教授荣誉称号。  

Umphress 教授拥有丰富的咨询和高管教育经验。她曾与美国宇航局、花旗集团和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等公司合作。社会正义研究为教授的一个研究领域。Umphress 教授的研究主

要涵盖了三个研究分支：伦理、组织正义和多样性。迄今为止，她与合著者合作，已经发

表了 28 篇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 

我还有一些资源想要分享给大家。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在企业创建、商标或专利方面还

任何问题，可以在培训结束后，联系华盛顿大学的创业法律诊所。我们目前正在接受秋季

学期客户的申请，并将在 9 月的第一周确认服务的客户对象。所以，请在这里提交你的

申请并了解更多信息。我们会为公司提供法律咨询和公司组建等问题的帮助。虽然我们不

提供诉讼方面的法律援助，但我们很乐意解答你的相关问题。你可以发邮件给我们：

elcinfo@uw.edu。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接下来的

https://www.spl.org/event-calendar?trumbaEmbed=view%3Devent%26eventid%3D146601738
https://www.law.uw.edu/academics/experiential-learning/clinics/entrepreneurial-law
https://www.law.uw.edu/academics/experiential-learning/clinics/entrepreneuri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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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里举办公益法律咨询活动。你可以在这里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并了解更多信息。我的

发言到此结束。下面将交给 Umphress 教授。 

Umphress 教授：谢谢你，Alyssa 。谢谢 Jay，为我们提供这次培训场所。我真的很高兴

能够成为这次活动的一员。今天我主要想为大家介绍什么是谈判。我教谈判这么课已经有

17 年了。每次我教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我又有机会向在座的人学习

了，并且我知道你们也已经做好了好了向我学习的准备。我今天的目标是让我教你们一

点，也通过你们的提问，我们的互动，让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一点。 

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议程吧。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大纲。 正如 Alyssa 指出， 我们会

有一系列的培训课程，总共五次课。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课。下次，我将谈论一些常见的

谈判陷阱。人们在谈判的时候往往会犯的一些常见的错误。然后，我们会讲一些谈判前的

规划策略。研究证明，如果我们为谈判做了充足的准备，相对于没有准备就去谈判，我们

会获得更好的谈判结果。之后，我们要谈一些在目前 COVID-19 疫情影响下，需要注意的

事项。特别是我们在开始谈判之前需要考虑的，一些与 COVID-19 有关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课程大致框架。现在，我们从基础开始。在我们金字塔的底部，我们最先要做

到的是知道什么是谈判。然后，我们将了解分配性谈判，或者你也可以叫单一问题的谈判

技巧。也就是说，我们主要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谈判，比如说租金。然后，我们继续讲解综

合谈判，这就是多议题谈判。这更接近于典型的谈判，也就是说我们谈判要解决多于一个

问题。这之后，我们将讲到团体谈判。我们在金字塔上越走越复杂。最后，我们将会讲一

些谈判策略。 

无论你是否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谈判者。你可能每天都在谈判。如果你有上司，如果

你有员工，如果你有对你重要的人，如果你有父母，如果你有孩子，那么你可能每天都在

谈判。  

那么，什么是谈判？这是我们在这门课的定义：它是一个过程。我将会在接下来的五次课

里谈论一个由研究证明决定的过程。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一个策略，一个只在某一种情况

下有用的东西，更准确的说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由实验研究证明，反复论证过的谈判策略。

这个策略在数百种，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情况下，都会对你的谈判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将谈

论的这个过程，将让你在谈判中取得更好结果。我希望我可以挥动我的魔杖，让你可以得

到所有你想要的结果。虽然我没有魔杖，但我能保证的是，如果你能遵循这个过程，你将

比不不遵循这个过程， 更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谈判是一个由两方或多方参与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谈判中，至少会有另外一方的参

与。你也有可能需要跟另外 100 个人谈判。当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谈判中，谈判会明显变

得更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要在未来几周讨论团体谈判或多方谈判。当我们有更多的

https://www.law.uw.edu/news-events/news/2020/negotiation-trainings-and-legal-con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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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谈判桌上时，这个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还将会讨论到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我

们会说到如何对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资源。如果这是一件对你不重要的事情，那你就不会

为此谈判了。我们只会花力气去谈判稀缺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我们关心的东西。以上就是

我们对于“谈判”的定义。 

我们并不会探讨如果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当你去跳蚤市场，或者你去买车时，人们可能

会使用到的一种还价策略。讨价还价与谈判策略有本质的不同。在谈判中，你不仅关心自

己的利益，也关心对方的利益。在谈判中，你要寻找的是最优方案，一个可以同时满足双

方利益的方案。我们既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关心对方的利益。 

好了。让我们先来谈谈是否选择去谈判的问题。我想要鼓励你，每当你遇到对于你来说很

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都要去谈判。我想接下来这个例子会告诉你为什么：在一所顶级的

MBA 学校，研究表明，很不幸的是，女性的起薪一般比男性低。他们的研究人员想找出

其中的原因。所以做了更加深入的调查。他们在调查问卷中询问："有多少男性对自己的

工作进行了协商？" 结果是 57%的男性进行了协商。57%的男性在拿到 MBA 后的第一份工

作后，与雇主谈判协商了他们的起薪。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数

字应该是 100%。原因很简单，雇主根本没办法知道哪个员工会比另外的员工更有效率。

唯一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就是员工自己。如果这个员工不去为了像薪水这么重要的东西

去谈判，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不那么满意这个工作的待遇。他们也会因此没有很高的生产

力。所以这个数字需要达到 100%，不是因为我们贪心，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动力去尽可能

地提高工作表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与对方，也就是我们的雇主分享利益。所

以，这个数字应该是 10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女性的谈判比例。这个数字让我夜不能寐。7%的女性进行了谈判。这

个比例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 d 失望。我对 57%的比例都感到不满意，我想你们可以猜

到我对这 7%这个结果的感觉。我们应该有 100%的人对自己的薪水与雇主进行谈判。现在

这个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就是我教授谈判这门课的动力。也是为什么，只要我有能力，

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在这个研究中，谈判导致的平均加薪幅度是 7.4%。这个差异有些是由于起薪的差异，但

很多的是由于员工没有谈判造成的。我承认，除了薪酬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判，我

们应该去协商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但我希望通过这个例子，引发你们的思考，

想想什么是对你们来说是重要的。是薪酬？还是你想要得到某个项目？如果你被安排去完

成某个特别的项目，那么你很有可能因为有动力，而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出色。也可能

弹性的工作时间对你很重要。也许你有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挑战，你希望有一个更灵活的

工作环境，这将使你的工作效率更高。如果你能够拥有这种弹性时间，你将会在工作中更

有成效，并为公司带来更高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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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想一下，选择不谈判的成本是多少呢？假设你的起薪是 10 万，那么选择不谈

判的成本，一年下来就是 7600 元。10 年下来，就要超过 10 万元。到了 65 岁，这次不

谈判而导致的成本就是 70 多万。现在假设你通过跟雇主谈判，或者没有通过谈判，你每

年得到了 0.5%的加薪。顺便说一句，这个加薪的幅度真的很少。这样算下来，我们不谈

判的十年成本就将近 15 万元。到 65 岁的时候，我们的成本是 190 万。假设你有 1%的加

薪，这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加薪幅度。那么，选择不谈判起薪的十年成本是 19 万，到了

65 岁就等于 320 万了。 

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你不应该只是谈判薪酬，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你都应该去谈判。

什么能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什么能让你的公司更有效率？这些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会

对将来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你缺少动力工作的每一年，都意味着更低的工作效率。又因

为效率低，你也就更不可能得到加薪。所以，我上面的所说的谈判例子真的很重要。但这

也并不意味着我每天都在我的院长办公室里谈判，争取更高的薪水。如果我真的那样做，

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份工作了，因为我已经被解雇了。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去谈判。这

个时机，也许是你的年终审核。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你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应该去

谈判。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时机。 

谈判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导技能。伟大的领导者们往往都是很好的谈判者。但我也有

一些坏消息要告诉你，那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是好的谈判者。这一点可以从 80%以上的高

层管理人员都会在谈判中，过于保守，导致没有取到最理想的结果，也就是“把钱留在了

桌子上。”当我说把钱留在桌上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得到这笔钱。也就是，我没

有得到这部分利益，对方也没有。这是双方在资源分配上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双方都

不是好的谈判者。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是好的谈判者？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不可能指望我一拿起球拍，

走上网球场，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网球，从未上过

课练习过网球。我也就从没有期望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网球运动员。不幸的是，人们认

为，即使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学习过谈判，他们也能成为一个好的谈判者。他们认为这是

一些天生的技能，一个你会被赋予的技能。然而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其实是

令人兴奋的。这意味着无论你认为自己现在处于什么谈判水平，每个人都有机会再上一个

台阶。我们总能通过练习，学习，让自己的谈判能力变得更好。对了，这也正是我对自己

谈判能力的感觉。虽然我对这个话题想了很多，也谈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但是我知

道，我的谈判能力还在一直进步。我还有机会变得更好。我希望你们也能这样看待你们的

谈判技巧。 

另一个我们往往不是很好的谈判者的原因是，尤其在职场中无法成为更好的谈判者的原

因，是因为我们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诊断性的反馈。比如我们的老板不会来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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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想每年多给你 5000 块钱，但因为你没有要求，所以你不会得到它。"为什么会有这

种情况呢？首先，老板提供这些信息本身就是不合适的。换个例子，一个投资人，他不可

能告诉你："我本来会给你 120 万美元，但你只要求了 110 万美元，所以我也就只会给你

110 万。"因为提供类似这种反馈信息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你无法得到这种信息。  

我们也听不到供应商的反馈。不会有哪个供应商跟你说“你知道吗，我跟你打交道的时

候，你有时候是不可靠的。有时候，你还很粗鲁。因为这些原因，我需要你要多付一点

钱。"我们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混蛋税”。有些人就在交纳这种

税。我们中的一些人要多付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在对方的印象中是不可靠的，也可能是粗

鲁的，而这种粗鲁增加了我们的交易成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对方那里得到这些信息，

我们也就无法从谈判中学习领悟，从而无法成为更好的谈判者。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来这

里是如此重要，也是为什么我很高兴你今天来这里。因为只要听到这些信息，提出问题，

参加课程培训，你的谈判能力就会有所提高。所以，你们今天都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

择。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不去谈判。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很多时候谈判并不是一个

好主意。但是当某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并且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谈判。我

想说的是，因为 COVID-19，很多事情都变得不确定。如果你察觉到你公司生活或你的生

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好的谈判时机。也许你选择不谈判是因为

你压根没有意识到谈判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如果你需要谈判的许可，我今天在这里就给你

这个许可。如果你的工作，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你谈判的好时

机。 

另外一个我们选择不谈判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

个小镇长大，人们告诉我，我不应该去谈判。我应该对我得到的东西心存感激。现在，经

过多年对这个建议的思考，我认识到，感恩真的很重要。懂得感恩是你给自己和别人的礼

物。所以，我同意，感恩非常很重要。但同时，谈判，争取自己想要的也很重要。在人际

交往中，对方很难知道你真正的在乎什么。对方可能根本不知道你真正的愿望，你的恐

惧，你的具体个人情况，除非你跟对方分享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谈判如此重要。因为

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投资人、供应商都不会读心术。他们不知道什么会让你更有成效。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谈判。 

此外，还有调查研究表明人们何时会以互相尊重、积极向上的方式进行协商。我建议大家

以这种方式进行协商，而不是一味讨价还价。我们要对谈判的另一方抱以尊重和积极的态

度，我们应该和他们交流分享谈判双方关注的利益点。这样一来，谈判局面会变得积极融

洽，甚至在谈判开始之前对方就会对我们有所改观。研究表明，谈判双方之间的信任是可

以逐渐加强的，从而更好地合作并且提高对方对你的评价。这将提高你在业内的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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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谈判有些恐惧——“这样合适吗，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姿态太高？”其实正好相反，这

样的方式会让对方对你的评价更好。 

我们会害怕谈判也有担心无法达成目标的原因。这样说吧，不谈判更达不到目标。重点是

要保持尊重和积极的态度。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之前说过我已经教授谈判方式教了

17 年，桃李数不胜数。每年、每个学期期末，我都会给他们布置一个任务——在现实生

活中就某个你在乎的东西进行谈判。我教给他们这些谈判技巧，也进行过很多模拟谈判，

然后让他们把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这就是课程最后的任务。第一次布置这个任务的时

候，有人在论文中写自己成功了，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有的人则失败了。这些失败的

人中，有的人会在半年或一年后发邮件告诉我说，“您知道吗，我之前就 X 和我的上级，

组织或者供货商进行了谈判，当时没有成功，但是现在他们来找我说：‘你之前说的事儿

成了。”我成功了，我的上级同意了，现在我可以去之前他/她不让我去的培训了。” 

如果连问都不问，你是肯定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如果问都不问，将来即使机会出现，

你也得不到。积极争取会让对方心中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当他们真的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的时候，这个想法会助你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尝试就没有获得这个机会的可能。我给大家

的建议是，即使知道不可能也要主动询问，否则将错失良机。 

人们在谈判过程中一般会出现四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开始就放弃

协商。希望讲到这里你们已经理解了协商的重要性并且愿意行动起来。接下来我要讲讲这

四个常见的错误，然后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就是双输的局面。本来双方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得到互惠的结果。如果我表达出

更多我关注的利益点，我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对方也多交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

也能达成更好的结果。拿供货商举例吧，假设 Alyssa 和我协商货物 A 的买卖，她卖我

买。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告诉她我的需求，她没有说明她的货物信息。这个交易看似成功

地结束了。事实上，货物 B 可能更符合我的需求，然而因为 Alyssa 没有说明货物信息，

我也没有告诉她我的需求，最后双方都有所损失。她本来可以卖出更多的货物 B，因为它

更符合我的需求。我们双方都没有交流自己关注的利益点才导致这种局面。 

第二个错误是赢者诅咒。试想这个问题：协商时你可曾遇到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对方立马

就接受了的情况？我遇到过。可能大多数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较少，但是一旦发生意味

着你其实可以提更高的要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赢者诅

咒。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对方立刻答应，这种时候往往是因为要求低了。我们在谈判时没有

定下更高的目标，这在谈判计划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谈判时要设定某些具体的、更高难

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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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错误是过于自信。比如，我和 Alyssa 又来了个交易，她想买我的车。我定价 16，

500 美元，然而市场价只有 15，000 美元。我说，我的车很特别，值 16，500 美元。我

经常开车带着孩子在美丽的西雅图兜风，两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后我就是开着这个车把他们

接回家的。但是 Alyssa 不在乎我是否经常开这个车兜风或者孩子一出生就坐这个车。说

实在的，我告诉她这些事儿本身就很奇怪，她根本不在乎。这辆车市值 15，000 美元，

这才是她能接受的价格。这就是过度自信。Alyssa 只愿意支付 15，000，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车更特别、更值钱就想要更高价，我不该因此拒绝这次交易，我应该接受 Alyssa 的

出价，但我没有。 

这就是禀赋效应。人一旦拥有了某种东西往往会高估它的真实价值。如果你是一个创业

者，投入了自己的心血、汗水和泪水来开发某个产品，它就像你的孩子，你觉得这个产品

是无价之宝。然而当你抬起头却发现，周围那些愿意出钱购买你的产品的人只想付市场价

格。我们要决定市场价格，即这辆车或者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如果没人愿意出高于

15，000 美元的价格买我的车，我就得接受 Alyssa 的出价。所以我犯了个错误。 

最后一个错误是对达成一致结果的盲目追求。我在谈判中妥协了，结果却比现在更差。这

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每次谈判时我都想和对方达成一致。我觉得谈判的最终结果就应该双

方达成一致。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有时最好的结果反而是中止谈

判或者拒绝对方的要求。因此，在谈判之前我们要明白我们拥有的价值是多少，然后再决

定这次交易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可惜人们谈判时往往不事先准

备，他们不知道自己已有的价值为何，只能向更差的条件妥协。 

这就是谈判中的四个错误。这些错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少沟通和准备。双输的出现是因

为我没有告诉 Alyssa 我的利益点是什么，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思考我想要什么。赢者诅咒

则是因为我没有定下足够高的目标。我同样没有做好准备。过度自信则是因为我错估了我

的车的市场价格，结果拒绝了一个本来很好的出价。盲目追求结果的一致其实也是因为我

不了解谈判标的的价值，导致最后向更差的条件妥协。接下来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很期

待你们会有怎样的提问。 

Alyssa：好的。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有人说，离职后老板说如果当初他/她留下来本

来可以有更好的机会。他/她不知道老板是真的在暗示新的机会还是说说而已。这种情况

如何知道老板是不是真心的？ 

Umphress 教授：这种情况很难讲。如果这个人说话的时候真心实意，而且一直是个真诚

的人，那他很有可能是真心的。如果这个谈判标的很宏大，这时就要注意在谈判时表达清

楚你的期待和目标。如果谈判后你还有其他未决的疑问，我建议你联系他再次进行协商。

我每次谈判都会发邮件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协商的结果是 XX。你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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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此别的意见。你同意吗，我们要不要再谈谈？”你的问题听起来需要向老板进一步确

认。 

Alyssa：好的。谈判时如果老板生气了怎么办？ 

Umphress 教授：好吧，确实，谈判时有些人的态度和情绪会比较消极，或者假装很消

极。如果他讨价还价——很多人都这样——那谈判结束时就会有讲价遗留的负面情绪。我

们要做的是协商谈判，在对方态度消极负面的时候多询问他们的利益点是什么。我会试着

找到他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然后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这种不好的态度其实是无意的。有可

能我提了过分的要求或者他们觉得讲价的时候态度就要强硬一些。不过，找到根本原因很

难。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有礼貌地问更多问题。一定要表明你的善意。 

Alyssa：好。有人问：“我很支持那些刚起步的女性软件工程师，她们也经常来问我一些谈

判时的问题。当你并未参与谈判时如果给出间接的谈判建议？有哪些谈判重点是她们应该

思考或者询问的？” 

Umphress 教授：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问我类似的求职问题，我可以分享两个视频给

你。这些视频会放到创业法法律诊所协商区域的 FAQ 部分。这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求助协

商的。这是我们 Foster 混合管理团队专门制作用来说明类似问题的。 

好了，接下来简单说说谈判前须知的要点信息。任何谈判中决胜的关键在于准备。每次谈

判前都要认真准备。这包含三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是 BATNA（最好的替代方案）。如果谈判不顺利就要照这个方案继续。你一定要有

个最佳的替代方案。拿我和 Alyssa 的买车交易举例，如果还有人出价 14,500 美元，这就

是我的最佳替代方案。我不能告诉 Alyssa 这个替代方案，不然她就会降价到 14,500+1 美

分。所以我们在决定了最佳替代方案后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个必须保密。我可以透露我

有另外的竞标者，但是我不会告诉 Alyssa 具体价格是多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谎。万一我说谎了，告诉 Alyssa 有人出 15,500 美元，而她只愿意出

15,000。这样一来 Alyssa 很有可能取消交易，而我只能以替代方案里的低价卖出我的车。

这都是我说谎导致的。此时，我要么承认自己说谎——那 Alyssa 就不再想和我交易，要

么什么也不说看着她离开。所以虚报最佳替代方案会对我们现在的谈判有负面影响。 

如果你不满意自己的最佳替代方案，可以试着改良。关键在于不断改善方案。我们要寻求

更好的替代方案。我有哪些替代方案? 我们之前讲过工资的谈判，但是我们先用供应关系

举例。假如我想根据我已有的供应关系拿到一个更好的价格。我的最佳替代方案可以是我

现有的供货商的价格，也可以是我和另外一个供货商协商好的价格，又或者我想自己生

产。选择有很多，但最佳选项只有一个。你要选择最佳的那个方案。这就是你的最佳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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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如果另一个供货商的价格是最佳选项，那它就是我的最佳替代方案。我的保留点就

是该供货商提供的价格数值。 

我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例子。BATNA 是最佳谈判替代方案。是谈判不如意时的替代方

案。我的保留点就是这个方案的数值。如果卖家想以 90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另一个买家，

她/他的保留点就是 90 美元。同时如果有个买家想以 100 美元的价格从另外一个卖家那

里购买这个产品，那这个买家的保留点就是 100 美元。 

那么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期待值。我们的最佳替代方案和保留点都已经根据现实

情况确定了。这是基于我真的能达成的结果设定的，不是基于别人的结果，我很确定如果

谈判失败我可以获得这个结果。我的保留点和最佳替代方案紧密连接在一起。目标则是在

此基础上的期待值。我们的目标就是谈判时最终想达成的目标。有研究表明谈判目标设立

的越高，在谈判时你会表现的更好。如果你抱着“尽力”的想法，这暗示了其实你内心里觉

得自己不会成功。而且很多人设立特定目标时会把它设立的很低或者设在中间。 

假如某个和我相似的人在同类公司里年薪是 100,000-150,000 美元。那么谈判目标就应该

是（我希望每个人都会回答）——150,000 美元。然而人们往往只把目标定为中间值。

“125,000 美元就好”的目标会影响你的谈判。谈判目标要尽可能的高。目标定的越具体越

难意味着你将表现得越好，比抱着“尽力”的心态的人和简单或者中级目标的人都要好。所

以我们在制定谈判目标前要多研究，多了解情况。好在信息时代使我们有很多渠道例如社

交网络和互联网来获取信息。我们要设定具体的目标——一个具体的数字。人类倾向于一

次只想一个数字。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直记着这个数字的话，结果会比不记数字只想着

“尽力”的要强。 

我们虽然要设定难度高、激进的目标，但是谈判过程中态度不能太激进，时刻记住保持尊

敬有礼又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要关注对方的情绪。很多研究表明积极正面的情绪比消极

情绪更能让对方愿意给出我们想要的条件。我们需要对方有好心情。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

尊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礼而又积极的对待对方。 

谈判不能从和自己谈判开始。如果目标设在 125,000，这意味着我自己已经说服自己减少

25,000。我不会和自己谈判。公司里像我一样的人工资是 150,000，所以我要把它设成我

的目标。我做好了协商和妥协的准备，但是设立目标或者谈判前我不会妥协。 

再把目标应用到上面的例子。买家知道有人只花了 70 就买到了这个产品，卖家发现有人

卖出过 120 的高价。谈判双方可能达成一致的区间就是二者重合的区间。他们谈判如果

达成一致，价格应该在 90-100 （即 ZOPA，谈判空间）。 

目前为止我们都学到了什么？我想大家收获应该很多。首先我们要就重要的话题在合适的

时机进行谈判。一个好的谈判结果是比现状或者最佳替代方案更好的结果。它比保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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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替代方案的数值）要高。最理想的状况是越接近谈判期待目标越好。好了，我们可

以接着回答问题。 

Alyssa：Natasha 想请您再讲讲如何向对方暗示自己有另外的最佳替代方案但又不直接说

出方案内容。 

Umphress 教授：这个问题很好。如果对方问你关于最佳替代方案的问题（例如招聘人

员），他们问你有没有别的应聘岗位。你可以说：“我有其他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

说到这里就够了。不能说“X 公司也来找我，薪水是多少，假期有多长。”他们可能会问这

样的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能直接回答。你可以说：“他们的条件很吸引我，但是我更想聊

聊在你们公司工作的情况。”这样就把话题抛回给对方。 

Alyssa：好的。Robert 想知道这些 PPT 会不会上传给听众。会的，我们会在创业法法律诊

所的谈判页面上传。 

Umphress 教授：对，我也会上传视频。我会上传一个关于最佳替代方案、保留点和谈判

目标的视频。三分钟的短视频精简的介绍相关概念，这样你们之后有疑问可以再看看。 

Alyssa：还有一个关于最佳替代方案和工作机会的问题。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机会，

也不能透露相关信息吗？ 

Umphress 教授：不能透露。因为透露了也不能拿到一个更好的条件。你可以说，“我还有

另外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要……”然后给出一个比期望目标高一点的数字。下次我们会具

体说高多少、如何实施。当然，谈判时不能一上来就说你的期待目标，这样无法达成。不

过最好还是别说，因为可能最后也只比这个数字高一美分。 

Alyssa：好。有人问如果没有最佳替代方案，也不能撒谎说有，那在谈判过程中如何避免

谈到相关的话题？ 

Umphress 教授：是这样，一定要有最佳替代方案，即使这个方案很差。比如我之前读

PhD 快毕业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找到工作的话我的最佳替代方案是在学校再待一年，当

时我也可以选择搬回家和父母住，或者去新奥尔良市政府做工业组织心理学家。替代方案

有很多。我的最佳选择是在学校读第六年，尽管没什么钱也很艰难。这不是个很好的最佳

替代方案，但是它是我的最佳替代方案。这些关于“我的最佳替代方案”、“我的保留点”的

问题都很好。两周后的讲座我们会更深入的探讨。 

好了，接下来我想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聊一下疫情和一些未知情况。现在是个非常非常艰难

的时期。我们的最佳替代方案可能都不是很好。很多人的最佳替代方案都很糟糕。所以，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我们更需要谈判协商，因为大环境太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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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大家分享，处在研究人员角度我知道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大家都面临很多未知，

谈判的另一方也是，这一点一定要互相理解和聆听。所以即使你不能确保你能同意对方的

条件，你也应该注意让他们觉得被理解和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及以后，特别是

现在，我们在谈判前都应该先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时间还合适吗？”谈判时间应该选

在对双方都合适的时间，然后问——“现在这个时间合适吗？”只是询问这个问题就帮我顺

利度过了很多谈判，因为也许对方刚刚收到亲人朋友或工作相关的不好的消息。如果这个

时间不好，那就不适合现在开始谈判，所以直接问这个问题很重要。还要尽量减少周围的

干扰。这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尊重他们。不要打断对方说话。我知道因为网络联系的原因这

点很难做到，我们有时无法判断对方是否还在说话。如果打断对方说话，可以道歉，但是

尽量不要打断。我们要多问对方问题，即使你可能觉得不应该问这么多问题。即便你可能

对对方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也要表现的很感兴趣否则你不会拿到满意的成果，当然感兴趣

最好。最好是能把对方的观点进行简单的复述或者记笔记。我在谈判时都会记笔记，这样

之后再谈判时还保有上次谈判时的记录。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想要什么，我可以说——“上

次我们谈了 X，Y，Z。你还是想要这些吗，还是有了变化？” 

另外，因为一切都不确定所以我们要假设一切都可以商量。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除了价值观

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商量。谈判协议可能要做出一些改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灵活性。

如果你对对方的要求有很强的适应性，对方也很有可能会适应你。我只建议对你不大在乎

的东西保持灵活性。对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最好保持灵活性，这样对方也会回以高度的

灵活性，说不定会报答在对你很重要的东西上。 

我们要更有主观能动性。要打破常规。无论是和老板还是和房东都要用和以往不同的方式

对待。或许现在未知的环境反而能带来意外的新收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一切皆有可

能。 

在疫情之前我会要求你们尽量亲自面对面地谈判。因为这样你们可以观察到对方的表情。

面部表情往往比语言更能传递信息。所以，观察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是理解对方的关键。

我们不应该用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来谈判（尽可能避免）。打电话至少可以听到语气。 

现在由于疫情防护的原因无法进行真人面对面谈判。即使见面了也要戴口罩，挡住了重要

的面部表情。我希望大家能用 zoom，Facetime，Google Meet 或者其他视频软件进行谈

判。第二选择是电话。真人谈判在这个时期反而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可能会对对方造成

困扰。请别用电邮。据我所知有些机构只用电邮谈判。这样其实不好。试着打电话谈判。

千万别用短信，千万别，我们不能用短信进行谈判。 

好了，时间到了。这里有我推荐的一些书，其中最推荐的是 Getting To Yes。我建议我们

都可以听有声书。图书馆就有。“Getting To Yes”是一本很棒的书，有大量研究佐证并且与

时俱进。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下次我会再说说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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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