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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培训第三期： 多议题谈判 

Alyssa: 大家好。很高兴又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 还有一些新面孔。感谢您参加我们的第
三次谈判培训课程。这次讲座我们要谈多议题 谈判。 

Umphress 教授：谢谢。我们要讲多元谈判，多元谈判是在情况比较严重时进行的。今天
的时间内容安排是：我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在谈判前计划中所需要准备的内容。正如我们在
第一次讲座上所讲的，您必须为谈判做好准备，并且谈判前计划需要包括哪些内容，我们
先复习一下是什么内容需要准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双赢谈判。事实证
明，我们大多数人对达成双赢谈判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然后，我将讨论多议题 谈判的
策略，我们先会谈一些简单的策略，然后再讨论一些较难的策略。最后，我们将讨论如何
生成计分表。当您在谈判中遇到多个问题时，您必须采用某种方法来决定哪些对您而言是
更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这意味着您将必须对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并且必须在这些
问题之间分配百分比。比如，您有多在乎第一项，还有第二项？我们将讨论如何生成所谓
的计分表，以了解您对谈判中的不同问题的重视程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安排。 我们先介绍了谈判，上次我们又讨论了单项谈判。
今天我们讨论多议题谈判。两周后，我们将讨论影响策略，我们如何影响他人，这显然对
我们的谈判非常重要。有很多关于如何影响他人的研究，我将在两周后分享一些。最后，
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后进行小组模拟谈判，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讲座。 

记得在我们之前的讲座中，我们谈过 BATNA （谈判协议的最佳选择方案）。如果谈判无
法达成协议，BATNA 就是您要采取的行动。在进行谈判之前，您想知道您的 BATNA 是什
么。您还想知道您的保留点是什么。这是与您的 BATNA 相关的数值；这是您想结束谈判
的数值。在您进行谈判之前需要制定一个计划，计划的模板可以在这个网站（链接）找
到。做这个计划您需要 BATNA，保留点，以及谈判的目标。 

我每次都复习这些的原因是，对于每次谈判而言，了解您的 BATNA，保留点和目标是至
关重要的。请记住，对于目标，我们希望尽可能的高。比如，像我这样的在我们学校可以
赚到的最高工资是多少，那将是我的目标。 

好的，上次我们讨论了如何确定您的第一次报价。您的第一次报价应该不是数字，而是提
供一个范围。这应该是您的目标。举例来说，假如您想住在旧金山，那么您会说：“我要
去旧金山工作。如果您的报价是个数值，那么我们讨论了您提出第一个报价应该是什么样
子。我们讨论过了您的首次报价应高于您目标价格的约 3％或更多，但不超过 20％。如
果市场波动大，您可以提高到 20％。如果市场上波动很小，那么首次报价就高于您目标
价格 3％。如果您在提出第一个报价时就报了您的目标价格，那么您就不会达到您的目
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报的稍微高一些。我们的报价应是个“支撑范围”。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考上次讲座的视频（链接）。举个例子，我们的目标是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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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的首次报价将略高于 103 美元到大概 112 美元左右；这就应该是首次报价。所有
这些内容都应该包含在您的谈判计划中。 

现在我们谈谈什么是双赢的谈判。其实，除非进行多次协商（多元谈判），否则不可能有
双赢谈判。当我们谈论双赢谈判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妥协。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我
需要给折中或者至少有个我想要的结果。”其实不然。这不是所谓的双赢谈判。有时我们
需要折衷妥协，并且随时准备折衷在任何谈判中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希望有策略地折
衷。因此，我们将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而在其他方面则不会做出妥协。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内容：我们如何决定在谈判中什么是要妥协的以及什么是根本不能妥协的？ 

接下来，人们认为双赢的谈判是双方平分取中的结果。上次讲座我们谈过，取中的做法通
常不是个公平的做法，也不是个好办法。这是因为另一端可能会从极端值开始，如果您没
取极端值，那么取中间的做法对您而言并不公平。双赢实际上不是平分取中。 

许多人认为，进行谈判后，双赢的感觉很好。如果您听过我们的第一次讲座，那么您会记
得我们谈过，如果您在谈判中设定了非常具体的有挑战性的目标，在谈判之后，您感觉会
完全不好。实际上，您之所以会感觉不好是因为您尚未完全达到您的谈判目标。您在该谈
判中得发挥地非常好才可以，因为您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有挑战的目标。我们讨论了谈判
之后的策略以及谈判后能做的一些事情；出去吃晚饭，吃冰淇淋可以让我感觉好些。因
此，感觉好并不是谈判取得了双赢结果后的标志。顺便说一句，当您有个有挑战的谈判目
标时，谈判过后您可能会立即感到不好受，但要等到第二天，您的感觉会很好，因为您获
得了很好的效果。 

许多人认为双赢是建立一种关系。现如今，建立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在谈判中建立这
些关系。但是，有时建立真正牢固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另一方的利益作出假设，事实证明
对另一方的利益作出假设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猜测对方的利益关系时，有时会猜错。如果
我们猜错了，那么我们可能会给对方不想要的东西，而当您和谈判方有了牢固的关系时，
您会做出这些猜测。做出这些猜测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可能猜错。相反，我们应该
发问而不是去猜测或假设。有研究表明，如果您与谈判方的关系牢固时，那么您的谈判结
果实际上会较差。比起与不那么了解的对象谈判，和您了解的谈判对象谈判往往会有较差
的结果。因此，这也不是双赢的谈判。 

什么是双赢谈判？双赢谈判是指我们有个所谓的综合协议。此协议包含了所有的因素，充
分利用了所有有创造性的机会，我们充分地分享了我们的利益，所感兴趣的以及在谈判中
想要得到的，我们已经完全询问了对方，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利益和所感兴趣的，并且我们
已尽最大的努力将对方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谈判者倾向于在三个不同层面上考虑谈判。第一层就是相互需求解决方案。我们做得比
BATNA 好，我们做得比保留点好，并且尽我们所能接近谈判目标，但这只是第一个层面
的解决方案。第二层是当我们将多个谈判因素包括在一起综合考虑，这就是第二层面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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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现在，第三层是当没有其他更好的协议可以达成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
考虑或是有些因素既不取决于我方也不取决于对方。 

具体要怎么做呢？双赢可能的标志首先是谈判主题多元化。多个主题才能让我们达到第三
等级的合意。第一要把不同问题带到谈判中来，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办公室答疑和两周前的
课上有提到。如果有其他问题要谈判，一定要提出来因为这样可以帮助达成积极的结果。
例如，可以达成附加协议吗？这个合同期限可以增加到下一年吗？也许这可以帮助巩固我
们的合作而且改善谈判结果。而且重要的是，双方是不是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偏好？如
果我对某一问题特别在乎而你不看重，与此同时你特别在乎的问题我并不在乎，我们可以
妥协交换。我可以在我并不特别在乎的问题上让步这样我可以在我看重的问题上得到更多
利益。这就是妥协交换。用协商术语说就是互投赞成票，这在我们的阅读材料中有提到。
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我喜欢叫它交换，其实是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些有效的策略。研究表明，这些策略可以促进更好的谈判结果、提高双
赢可能并且达成一个完美的第三等级结果。研究表明，在和一个关系不好或者陌生的谈判
方谈判时，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他们看重什么？可能你会弄错他们看重的东西，但是要先
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说花五分钟坐下来思考一下对方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是一个很好
的策略因为它让你考虑对方的想法并对对方更加好奇。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既要了解
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大部分人协商之前不做计划所以不去思考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前几节课我们重点讨论了我
们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要着重找出对方的利益。一个办法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象自己
是对方的话，我会想要什么？多思考一下。 

另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建立信任。信任在任何谈判中都非常重要。如何建立信任？讨论信
任的时候分不同类别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种是基于威慑的信任。基于威慑的信任就是在设置谈判目标的时候我想法设法用萝卜
和大棒来激励对方，我知道对方会按我的计划走。他们表现的好时，我给他们个萝卜，或
者钱，或者其他诱惑；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就拿出大棒或者其他惩罚措施。这方面管理
学中有很多的研究，看那种效果更好。大部分研究表明萝卜更有效。在设置谈判结果是，
大家要多思考对方表现好时的奖励。他们想要那种萝卜？什么东西会激励他们，我们怎么
取得那个东西给他们？他们想要什么？ 

第二种是基于了解的信任。这个很基本。我知道或者我有信心因为之前的经验表明这个人
会做出意料之中互利互惠的行为。举个例子，我认识 Jay。我们初次见面时我不知道他是
什么样的人所以不确定他怎么样，现在我知道他很可靠。他很可靠所以我对他的行为现在
有了一定的期待，这就帮助建立我们间的信任。这种基于了解的信任在我们的谈判中非常
重要因为我会相信他说的话；Jay 说到做到所以我相信他。如果 Jay 食言的话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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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遇见 Jay 的时候（假设）Jay 很不靠谱我不能信任他，这种基于了解的信任就是负
面的。我们一定要建立积极的基于了解的信任。 

第三种是基于认同的信任。这种认同是双方都有的。我和 Alyssa 都在华大工作，研究表
明我们有基于认同的信任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组织，就是华大。研究也表明我和
Jay 有基于认同的信任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属于西雅图公共学校管辖，我们也有认同感。Jay
和我之间有很强的的信任，大家也看出来了。基于认同的信任可能来源于一个运动队伍、
学校、社区，找出共同点能够激发积极的基于认同的信任感。 

另外，谈判中要和对方交流自己的利益点。通常这时人们会觉得不自在。可能这节课之前
你觉得你的谈判时要尽量隐藏自己的利益点。这是不对的。研究表明一定要和对方沟通你
想要的东西。研究也表明人们擅长解释想要某个东西的原因却不擅长说明白自己想要的东
西。理由不会帮你得到那个东西，除非你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要的东西。你要和对方分享
你的目标、想要的东西、担忧等等。 

我这有一个工作面试时的谈判例子。在面试时一定要说自己在乎的要点是什么。如果我最
在乎的是奖金，那我在工作中最在乎的奖金多少。我想要 15%，当然我要提比这个高一点
的要求。然后再和他们说我第二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想要 103,000 到 112,000 刀一年。 

当你们自己谈判时，你们最关心的东西肯定和这个例子不一样。重要的是不仅要说你想要
什么，也要说数字。你关心的东西优先级是什么？你有多在乎？一定要说明你的优先级，
这样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另外一个方法讲完我们就到提问环节，那就是多向对方提问。你要问对方想要什么。我给
过一些如何提问的例子。我每次都会问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这次谈判中你最理想的结果是
什么？如果你要说一个最理想的局面，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会问更具体的问
题。如果他们说“我会想要有奖金。”我会问：“你想要多少奖金？”他们可能会说他们还想
要多少基本工资。我会接着问：“对你来说基本工资和奖金哪个更重要？”我会问一连串的
问题来了解对方的优先级和喜好是什么。 

好了，现在到了提问环节。 

Alyssa：我想问您在说谈判过程中要纳入不同问题来创造多元问题的协商时，如果提到之
前和他们的交易是不是不合适？ 

Umphress 教授：这要事先做好功课仔细看看之前的谈判。每次做谈判前的计划时都要重
温之前的谈判，看看自己表现的怎么样。哪里做错了？哪里可以改善 ？看看之前的谈判
并且总结经验教训。假设“上次我给你们打工时我拿到了 99,000 刀”，这只会给他们一个
记忆锚让他们总是想到这个数字，这对你不利。说之前谈判时的确切数字只会让人一直回
到之前的情形。如果上次谈判的很成功，我希望和上次一样但是有些提升，这就不是一个
好方法。 



 5 

Alyssa：好。有人问，你能给一些失败的案例吗？ 

Umphress 教授：当然。大部分失败的谈判都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对方没有准确说明自
己的利益，有时谈判失败是因为信任不足。由于不信任对方，即使本来可以有个好结果，
最后谈判却失败了。他们本来有最佳替代方案和保留点，不幸的是他们因为缺乏信任没有
沟通利益点，谈判失败。 

也有成功的谈判但是不那么成功，桌上还有未决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意味着双方没人
能从中获利。比如 Alyssa 和我谈判，我要她供货，但我知道的货物 A。我对 A 很感兴趣但
是我没有说出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想用 A 干嘛，其实 B 更适合我的需要。Alyssa 没有分
享她的货物信息也没问我需要什么、什么最适合我。我买了 A，这也不错，但是我可能会
买更多的 B，因为它更适合我。 

Alyssa：好。Kevin 想问，谈判之前是不是要先确定流程？比如一些基本规则。 

Umphress 教授：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马上要说到这个方法。基本规则非常有用，尤
其是建立信任时。不信任可能来源于第一次的谈判或者之前失败的谈判。我们马上会说到
如何建立基本规则、建立什么样的规则。 

Alyssa：Rebecca 有个很简短的问题。是不是最好在说理由前先说自己想要什么？ 

Umphress 教授：是的。先说自己想要什么再说理由。首先你要先说自己的偏好和优先
级，再说理由。先说利益点，或者你想要的东西。先说这个是因为我们想要对方最在乎这
个。我们想给他们这个记忆锚，让他们一直想着这些利益点。好的理由和原因是利益点的
支撑。有时我看到人们谈判时根本不说理由，只说利益点，因为你谈判就是要找到自己的
利益点。理由是个很好的可以和对方分享的东西，我每次谈判的时候都会提到，但是你想
要的东西最重要。 

在这些问题之上我想多加一点，我很惊讶没人问摊牌的问题。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我希望大
家都想想谈判时自己有多么情愿分享自己的利益点。我的学生们大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情
愿。他们不太情愿说出自己想要的所有东西然后谈判。想想这个问题，想想自己在谈判时
有多么情愿分享自己的利益。研究表明如果你不分享自己的利益，你就不能得到它，因为
对方要猜你想要什么，而他们往往会猜错。 

另一个帮助大家多分享自己的利益的原因是之后可以重拾这个点。比如你最在乎奖金，你
也跟对方说了自己最在乎奖金。如果之后对方给你一个很糟糕的奖金，你可以重提这个
说：“我当时说过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奖金不好我真的没办法同意。希望之后谈判
时你能多想想奖金的问题，因为这是我最关心的。尽可能把奖金提高一点。”这样你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你希望对方达到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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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你不明确说明或者你说所有方面对你都同等重要（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那么对方就不会知道如何妥协，也不知道如何给你你想要的。如果你只说你想要一切、所
有东西对你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很可能得不到你最重视的东西，因为对方只会在
他们不看重的事情上作出妥协，而这些事可能与你的利益相符合，也可能不会。因此，当
你强调你最看重的问题、并且给出好的理由时，你最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如果你不太适
应按照 1，2，3 的顺序提出你的要求，那么你可以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比如你最看重的
头两个问题，然后是其次两个问题。但一定要说清楚你看重什么。 

想一想这个问题，想一想你是否适应这样做。当你第一次在谈判中运用这个策略时，它可
能看起来比较陌生，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更可能得到你想要的。 

另一件能帮助你得到双赢的谈判的技巧是拆分问题。这是将问题拆分成它最小的组成部
分。我们可以对任何种类的问题做拆分，但我通常让人们想一想薪水。首先，当你想到薪
水时你可能只将它当作一件事，但其实薪水问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部分。其他很多雇佣关
系的问题也是一样。例如，关于薪水，你有你的基础工资，签约奖金，奖金，股份，退休
金，加班费，以及你可能想到的其他问题。 

好了，这里是一个工作谈判的例子，我将提出我看重的事情，并且询问对方他们看重什
么。我确定我看重的，像我已经说过的，我最看重的是奖金，第二看重的基础工资，第三
看重的是股份。对于我的雇主来说，我发现他们最看重的是股份，他们其实不想给出股
份，他们第二看重的是基础工资，第三看重的是奖金。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关心什么。 

 

拆分问题让我们可以与对方在最小的部分上达成一致，这将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所有问题
的喜好是什么，从而可以更好的达成统一，解决问题。这里，我有一个关于权衡（trading 
off）的例子。权衡对于我们的谈判至关重要。这其实是最好的达到双赢的策略之一。再
次强调，我有我最看重的问题。你也知道对方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策略就是作出权衡。
我将作出妥协，或者我将放弃股份，或者同意减少我的股份，以便最大化我的奖金，拿到
我最理想的金额。作为交换，我的雇主将会让我得不到股份，或者只拿到比我预期少很多
的股份。这种权衡将会扩大谈判的饼，扩大我们可能达成的协议。如果有任何事对我来说
更加重要，并且我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那么我将会对谈判结果更加满意，更加正面的感
知它。对方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甚至更多，他们也将更加满意。
那么他们将会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作出妥协。 

正如你们所看到，我与雇主第二看重的都是基础工资，这将会是困难的谈判。对于这个问
题，我们将会用到我们上次课讲过的策略，一点一点的作出让步，并且要求对方也作出让
步。但对于我们分别第一看重的问题，奖金和股份，我们可以很快的达成共识，作出权
衡。我将完全拿到我的奖金，与此同时，我将放弃股份。现在，人们在第一次运用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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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时会一直作出让步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不是权衡。我将要作出让步，以便能得
到相应的东西。我与雇主将会同时谈论这两个问题，以便让我用股份来换取奖金。 

另一个稍难一点的策略是条件性合同。这是一种“如果-那么”的声明。如果一件事发生
了，那么另一件事便会发生。这种类型的不同会为双赢的谈判铺路。在你生活的其他部
分，不同是不好的，但在谈判的世界里，谈判双方拥有不同的利益其实是一件好事。 

所以，什么是我们可以着重关注的不同？让我们来讲讲不同和预期。假设我的妹妹和我继
承了一些资产，我觉得如果我们等待一段时间，这些资产将会增值。我的妹妹觉得我们应
该现在就将它们卖了，这将是这些资产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决定现在就将它们卖掉。 

我和妹妹可以争论我们的不同和预期，或者我们可以写一份条件性的合同。我可以将我妹
妹的份额买下。我们可以有一份“如果-那么”的声明，“我希望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资产。那
么，当我卖出的时候，我将拥有全部的销售价值，因为我已经将你的份额买下”。我们也
可以说，“我将给你现在价值的 20%以及你认为未来销售价值的 30%”。根据我们的不同和
预期，我们可以作出很多不同的“如果-那么”声明。我预期一件事会发生，你有不同的预
期，那么我们可以打个赌。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风险态度。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风险的态度会不同。让我们说我们现
在来炒股。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很冒险，将钱都投入其中，但让我们假设你的另
一半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更不喜欢冒险。你能与他们达成条件性的协议吗？让我们只投入
一部分钱，等待一段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所有的炒股收入我们可以放到银行账户里，这
样也符合不太愿意冒险的人的愿望。你也可以继续用你拥有的钱炒股。我们对于风险有不
同态度很正常，这是人性格的不同。换种说法，与其争论，不如承认这是个人的不同，因
为你不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个性。试试用“如何-那么”声明作出一个条件性的合同。 

我们也可能在时间上有不同的偏好。我可能现在就需要钱，而你可以再等一阵。让我们假
设我们同意卖出资产，我需要马上拿到钱，或者马上拿到更多的钱，而你愿意等到所有钱
都通过第三方托管变现。我没准会少拿到一些钱，但我将会马上拿到钱。你将等待一段时
间来拿到更多的钱。我们可能对于时间有不同的偏好。 

我们同样拥有不同的能力。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都拥有不同的能力，在我们的谈判中，我
们需要利用这些能力的不同。我可以在我的学生们和他们的作业中观察到这一点。一些学
生非常擅长展示他们最终的想法，他们是非常好的演讲者；一些学生非常擅长处理会计的
数字，一些学生非常擅长为老板写报告。如果我们在能力方面有不同，就让我们利用它
们。让善于处理数字的人处理数字，善于展示的人做演讲，善于写作的人写报告，并且保
证在管理上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承认与赞许。 

当涉及到条件性的合同时，不要制造利益上的冲突。假设我将一个脱口秀卖给 Jay，我们
达成了一个条件性合同。如果这个秀的效果很好，我将得到一些回扣。我们不想要激励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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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的表现；我们不想让我有动机希望这个秀的效果不理想。记住别让条件性合同激励（对
方的）糟糕的表现。 

同时，我们需要让它可执行，保证它是在合同中写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叫做条件性合
同，因为它需要是一个合同。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知道合同中的条件什么时候达成。这需要
非常清楚，可测量，容易评估，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条件什么时候达成。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 Kevin 的问题：我们怎样为我们的谈判奠定基础？我们怎样通过奠定
基础来让谈判有一个正面的开始？当与多疑的人或者从未谋面的人谈判时，你需要一种预
设的和解方式（pre-settlement settlement），这是一种在最终结果前通过谈判得到的结
果。它是双方设定要如何进行谈判的基本规则。预设的和解方式应当是正式的，并且成为
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预设的和解方式的例子可能是我们将要进行谈判的地点，谈判的时间，甚至可以是我们如
何展示信息，以及什么信息将要被展示。它一开始可以是初步的，在最后将被更加正式的
协议所取代。这代表它是不完全的，并不涉及谈判的所有问题。 

有时，当我们与另一方进行谈判时，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一种胜利，尤其当你不信任
对方时。让我们假设对方是你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仅仅是创造谈判的机会并且决定你
将与对方分享什么信息就是一种谈判的胜利。研究表明，如果你们可以就一些问题达成一
致并且有预设的和解方式，那么你们将更有可能达成一个更加正式，全面，和长期的协
议。 

这点非常有用，如果我正在与两方谈判，或者我正在协助互不信任的两方达成共识，那么
我总是会做一个预设的和解方式，它包括谈判的地点，时间，如何展示信息，什么信息将
要被展示，以及谈判将要涉及的不同问题。现在，当然，我们将要允许附带交易，或者其
他问题被带到谈判中。但是预设的和解方式只包括双方将要讨论的初步问题。 

现在我们将要讲一个我认为最难的策略，叫做 MESOs。他们是你在同一时间向对方作出
的具有同等价值的要求。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叫做“多个等价同时要求“（Multiple Equivalent 
Simultaneous Offers）。 

你需要运用一个计分的系统。我稍后将要讲到一种分数表格以及如何运用它，但你需要一
个计分系统来使用 MESO。我认为最好的描述 MESO 的方式是在演示文稿中提供一个例
子。在这场谈判中，一个人拥有一座公寓楼，并且每笔交易对于他来说都是等价的。但这
个人在与一个想要在楼里租房的人谈判时遇到了困难。对方不愿意分享他究竟看重哪方
面，并且在尝试了很多次后，对方仍然不愿意分享。所以，公寓楼的主人设计了一个
MESO，多个等价的要求，三个或者更多。每个要求对于公寓楼主人来说都是等价的，所
以无论租房的人选择哪个，公寓楼的主人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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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需要在同一时间提供给对方。你可以这样提出你的 MESO，“这三个里面，你最
倾向于哪个？“。然后，对方的选择将会告诉你他们看重什么。如果他们选择了第一个选
项，那么打个比方，你可以知道他们最关心房租，他们希望有较低的房租，因为一号选项
是一万美元。如果他们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你可以知道他们最关心租期，他们希望有较短
的租期。如果他们选择了第三个选项，那么你知道他们希望有最优等的空间，或者是顶层
公寓。三种选项对于公寓楼主人来说是同等价值的，并且都会超过他们的目标。 

MESO 非常有用。对方会对结果更加满意；并且，相比起只提出一个要求，对方也会觉得
你更加灵活。MESO 在以下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有效：第一，当你需要与很多人谈判时；第
二，当对方不与你分享他们看重什么的时候。 

我会将最后一个我喜欢的预设的和解方式留到下次课。下次课我们将会从这里开始，然后
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Alyssa：Dolores 想问，在谈判时你什么时候需要让步，以及什么时候拖延是个好策略？ 

Professor Umphress：我们肯定希望在对我们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作出让步，以便能在我们
认为重要的事情上获得更多。我们需要作出这个权衡，所以我们需要有策略的进行让步。
我们将在我们认为不拿么重要的事情上作出妥协。例如在之前的例子中，如果我们和对方
都认为基础薪水对于我们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这将是困难的谈判。我将会一点一点作出
很小的让步，并且留意对方作出了什么让步。如果对方没有作出与我同样大小的让步，那
么我将会向对方提出这一点。然后，我将会确保作出互惠的让步，也就是说我作出一点让
步，然后对方作出一点让步，我们轮流着来。 

Alyssa: 当谈判双方虽然隶属同一个公司，但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信任关系，我们该如何
进行协议预设和解方式？ 

Umphress 教授: 这是很难的。我会尝试引入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希望有一个，你们双
方都认识的人，可以帮助达成协议，也帮助你们设立预设的和解方式。如果双方的不信任
度很高，那么一般来说，你需要有其他人来帮忙设立与对方预设谈判方式。一般来说，在
双方确定了预设的和解方式之后，在谈判之后，你就会达成一个实际的协议，来代替预设
的和解方式。也许在谈判达成几个协议之后，你就可以自己达成协议了。这也就是我们所
谓的调解员，或者也叫来帮助我们促成这个协议的人，他们对于谈判非常有用。 

Alyssa：Kevin 刚刚问到，你如何处理对方有很更多谈判筹码的情况？ 

Umphress 教授：同样，这将是超级困难的。我们在谈判中要装作他们没有筹码的样子。
我们要让我们的谈判全部集中在双方如何从谈判中获得利益这个问题上，这包括你的利益
和对方的利益。我们会注意到对方是受人尊敬的，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打个比方，我和
Alyssa 要谈判供应问题。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会说说我喜欢她供应的产品，这有助于让
她有一个积极愉悦的心情，从而让她更有可能与我达成协议。不管这个人有没有谈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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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我都会这样做。在谈判中，我总是会认可对方，也认可他所关心的利益。对方的筹码
肯定是在那里的，但我不会在谈判中说他们有筹码。尤其面对对方有很多筹码的时候，我
会格外小心，因为它可能会让我同意一些对我不那么有利的协议。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我
们都需要坚持并使用我们上次以及这次谈过的这些谈判策略。 

Alyssa：当你谈到身份信任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会不会建议也许在谈判之前，先和对方
喝杯咖啡，或者安排一个事前会议？我觉得，特别是在美国的商业文化中，我们非常急于
把生意谈成，有时候会有点急功近利。 

Umphress 教授：是的，在美国文化中，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想直接切入正题。我觉得喝
一个咖啡，或者带个小礼物去谈判，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在下次讲课中，也会再谈
到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影响战术。在美国，我们一般只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建立一种基于认
同的信任。五分钟，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让对方了解你并建立
信任。分享你认识的人，共同的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你们共同的爱好或者事情，来建立一
种基于身份的信任，都是不错的方法。 这个过程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会持续好几天，但是
在美国，你大概只有 5 分钟的时间。 

Alyssa：好的，还有一个问题。 当有多方参与谈判时，你会怎么做？这将在第五周讨论，
是吗？ 

Umphress 教授：是的。一个月后的那次课，我们将讨论多方谈判的问题。这些都是超级
困难的谈判。我们会具体讨论应对多方谈判的策略。 

谢谢大家，两周后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