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判培训第五期： 多方谈判 

Elizabeth Umphress: 今天我们将要讨论多元谈判，并且我们将从谈判前的计划开始。在进行任何
谈判之前，您都需要制定计划。我们从第一次课上谈到了，同时 Jason 发给您的网站上，您可以
找到谈判计划模板，可使用这些模板来制定自己的预谈判计划。我们将讨论该计划的各个部分，
以及每个部分为何重要。 

然后，我们将讨论团队策略。有时我们进行谈判，需要我们与队友进行谈判，或者我们想进行谈
判。在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会有队友。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选择谈判伙
伴？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有时我们不止与一个人谈判。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谈
判策略都适用于与我们与一方谈判。但是我承认，世界复杂多变，有时候我们会与很多人谈判。
我们的同事，客户，不同的代理商。 

因此，我们将讨论这些策略，然后进行总结。我将尝试将所有内容打包在一起，帮您做好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的今天讲座的时间内容安排。我们从介绍谈判开始，然后是单元谈判，然后是多元
谈判。上次我们还讨论了影响策略，还制定了计分表。我建议您回顾以前的视频复习我们讲过的
内容。现在我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我们讨论多方谈判和团队谈判。 

对于谈判前计划，大多数谈判成败与否在于有没有好的谈判前计划和准备，因此谈判前的计划对
您的谈判至关重要。 

作为谈判前计划的一部分中，您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如果谈判无果，您将怎么办？或者，您
的 BATNA-您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因此，您要做的就是写下如果谈判无果您将要做的所有事项，
而其中最好的一个就是您的 BATNA。因此，您的预谈判计划的第一部分就是您的 BATNA。 

然后，我希望您强调谈判中的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如果您要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最佳的理想的交
易，它将是什么样？写下所有将成为您理想交易的事项。这些将成为我们所谓的您在谈判中最关
注的事项。 

接下来，您将要制定您的计分表。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如何制定计分表。基本上，您的计分表将
告诉您您最关注的事相，其次，第三，第四，并帮助您实现对每一件事的关心程度以及在每个问
题上所赋予的不同取值。 

由此，您将确定您的保留点是什么。现在您的 BATNA 有几分？因此，保留点是您离开谈判桌的
临界值。如果谈判达不到您的保留点，那就不谈了。因此，这个在谈判计划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 

下一步，我们需要确定您的目标。这将是您谈判想达成的最佳结果。能解决所有问题。将满足您
的所有兴趣。这将是您的目标。我们将对这个目标进行大量调研。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目标究竟会
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将根据所处的情况定的尽可能地高 。 

您的谈判前计划的另一部分是我们要确定您的第一个报价是什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讲座我们
谈论了很多。因此，我建议您回顾一下那两个视频。 



当您提出第一个报价时，您要告知对方您的兴趣所在。您的关注点是谈判想要的结果，这绝对是
分享的关键。 

然后，在您的谈判前计划中，我建议您写下问对方的问题。原因是因为当另一方讲话时，我希望
您真正认真地听他们在说什么，而不是想着接下来要说的话。想着下一句说什么往往是没做好准
备才有的行动。 

我要您写下所有您认为在谈判期间要提出的重要问题，这样您就不必在谈判中临时想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在您的面前，您可以在谈判期间提问，因为您有所准备。这些问题是关于对方所关注
的事项。 

因此，您可以问对方，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谈判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您就可以了解他们的
兴趣和关注点所在。如果他们说，“位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然后就问“好吧，如果位置很重
要，那么您想位于哪个位置？什么是您理想的位置？” 

在您的谈判前计划中要包括要询问对方的问题。 

最后，我们想考虑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要思考什么会是在此谈判中可能发生的一些潜在问题？
我们要事先考虑一下，然后写下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潜在的问题，这里有
一些解决方案。 

考虑一下，您过去曾进行过的谈判，也许是与该人或其他人进行的谈判，我遇到了这些问题，如
果我下次遇到该问题，我会怎么做。在谈判之前进行计划是绝对关键的。这些是谈判准备中的不
同部分，我希望您在参与该谈判之前有所准备，这样您就可以为该谈判做好准备了。 

好了，现在让我们谈谈团队谈判。 

我认为与队友一起进行谈判真的很酷。如果我要就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进行谈判，并且可以请
队友一起进行谈判的话，我个人倾向于与其他队友一起进行谈判。 

但是我要谨慎选择谈判伙伴。我们应该有多少人？现在，我想让你猜一猜：理想的团队成员数量
是多少？团队需要的最多人数是多少？ 

在聊天框中，写下您的猜测值。我很感兴趣了解您猜的数值。理想的队友人数是多少？Kevin 说
三到五。Jay 说三到五。 Vandinboss 说了三个。Long 说一个。Natasha 说一个。好吧，我们都倾
向于较少的人数，而不是在谈论 15 个人或 10 个人。 

文献表明，五个是最多人数。因此，我们不想在谈判桌上有五个以上的人，这是因为随着您增加
更多的人，准备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并且重点会逐渐消失。如果超过五个人，大家都没有分到工
作做，这令人困惑，也很难组织。人类在很多事情上都很擅长，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超过五个同伴
的合格队友，我们并不是很擅长。 

那么对方可能会觉得有点吓到，会想多带一些人，但是当我看见谈判桌对面有很多人和我们团队
协商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事先协商大概做不太好。而且我也知道这种情况
协商时间会长一点。所以队里的人少于五个比较好。 



这里有几个可以在团队协商时可以分配的角色。 

所以我们要给队友分配不同的角色使有队友的好处具现化。我们不会进门直接说“我们会尽力
的”。相反，每个人在协商中都有不同的角色。 

一个人负责说话。这个人就是你们团队中最有人格魅力、善于社交 的人。这种人适合沟通交流。 

然后一个人做笔记。这个人负责记录所有的要求和妥协。这个人面前摆上一份你们谈判前做的所
有计划，然后确保谈判聊到所有的重点。 

然后要有一个数学大师。这个人要擅长数学并且追踪我们的点计划哪些实现了。 

然后要有一个人注意那些非语言的沟通。这一般是我在谈判中的角色。我一般坐在一旁观察所有
语言之外的部分，因为大部分沟通都是这种形式。我们要观察人们通过他们的表情和音调表达的
东西。 

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安排一个团队协商的话，最好确保团队一起准备。所以我们在参加协商之前要
有个完善的协商前方案。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协商之前作为团队要内部协商我们的最佳替代方
案（BATNA）、保留点，目标和最终方案。这个方案所有人都一起思考，是我们的最佳替代方
案、保留点和目标。我们也明确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加入到
计划过程中来。 

失败的团队协商是因为没有一致的目标和策略。而且不幸的是，这些人往往不是训练过的谈判
者，所以好的队友往往受过相关谈判训练，学过和你们现在相同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这些视频可以分享给你未来或者现在的队友，他们可以得到训练而且起码知道不能和
对方分享最佳替代方案或者保留点。 

其实我个人有遇到队友分享这些信息。那次协商结果不太好。所以我们要确保队友和我们一样有
所准备。 

我们中途也需要休息。当你一个人谈判时中途要有计划的休息，团队谈判时也是如此。计划好休
息然后聚在一起聊聊。从谈判桌站起来然后聊聊谈判进行的如何。 

这时我们的非语言沟通专家就会分享信息，比如“我看见这个人在你说这个结果的时候有这种表
现，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很关注。”我们的记录员会说，“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很
多让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向对方要求更多互利互惠。” 

所以我们至少每一小时要在一起讨论一次。我们要坐下然后讨论这些问题，只和队友一起商量。
我们要分享哪些信息。好了，我们也要说说谈判时有事发生，有人觉得必须暂停谈判商量商量的
情况。假设我和老公在谈判中没有事先商量好暗号，他说“我们要休息休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暗号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他担心的事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更隐晦的暗号。所有人看见这个
暗号就知道我们要暂停休息一下。 



我们对队友也要负责。我们要和队友跟进一下确保他们有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可
以互换角色，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角色。我们要让每个队友都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份子并正在做
出积极的贡献。 

好了，现在是问题时间。 

Alyssa Marie Krueger：嗯，我们有好几个问题。Q&A 和聊天盒里都有。很多问题，尤其 JJ 问了
很多大于谈判本身的问题：“工作面试是谈判吗？”“谈判中要注意道德吗？”我觉得这些问题大多在
之前的课程里有涉及到。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暂时想不到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不过我不知道你有
没有收到…… 

Elizabeth Umphress：所以，刚刚的问题我没听清楚，你能再说一遍吗？ 

Alyssa Marie Krueger：好，有好几个。“会议中谈判何时可以进行？”“谈判中的指示符？”还有谈判
的过程。我觉得大部分问题第一节课有涉及到对不对？ 

Alyssa Marie Krueger：是的，所以我觉得过程——我们从来不会一见面就说：“现在我们要开始谈
判了。”所以谈判就是你和另一个的交流，你会说一些有争议的或者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东西。这就
是谈判协商。 

谈判的过程就像我们幼儿园时期轮流玩。我说一个要求，对方再说一个要求。 

至于职业道德，他是说谈判的道德吗？ 

Alyssa Marie Krueger：是的，道德是什么样子？ 

Elizabeth Umphress：这个问题很广泛，我觉得，你知道，JJ，这是很重要的点：我们在衡量自己
的道德的时候往往觉得——我们一般会有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观念。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强
势、有品德、好的司机（至少我们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们不可能都很有道德、都是很好
的司机。 

证据表明我们往往对自己道德观不同的做出道德丧失的决定。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就包含谈判，
因为我们谈判时不觉得自己要遵从一样的道德标准。但是对方并不相信。 

所以有时，谈判中你可能觉得撒谎或者隐藏真相不要紧，其实对方不这样想。而且那意味着你同
时有个这样的认知——我撒谎没关系但是别人不能撒谎。这样一来就体现了谈判中的认知差距和
问题。所以我想让大家要设定一个高道德标准因为我们前几节课说过谈判中的信任至关重要。 

如果对方的行为不值得信任，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守信。仅仅因为对方做了一些负面的行为不代表
你可以，因为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不守信用，我不守信用，那么我们之间一直会恶性循
环下去。所以唯一停止这种情况的方法就是保留自己的道德标准并不要撒谎。谈判时不要做不道
德的事情。 

我希望这个回答有帮助。这个在谈判中很重要，因为保持信任和信任感在谈判中非常重要。 



Alyssa Marie Krueger：我觉得那时候很好的复习。JJ 还有一些问题，我现在看看别人的问题，如
果之后有时间我再回到你的问题。Natasha 想知道“如果你和非语言观察者的队友打电话，那个人
要观察语言规律吗？” 

Elizabeth Umphress：是的。语音语调是很清楚的，而且作为人类我们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
所以要分工给一个人负责非语言观察，因为说话的人会专注于自己下一句要说什么，而不太注意
对方做说什么，所以队友的优势在这里。 

Alyssa Marie Krueger：Kevin 想知道和队友制定谈判计划的时候要设置的多细致。 

Elizabeth Umphress: 我认为任何你能想到的谈判中会出现的问题，都应该在谈判开始前和你的队
友讨论。所以如果有什么内容队友以为不会被讨论到，请和你的团队讨论。你不会希望你的队友
对谈判中的任何事情感到惊讶。 

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意味着在谈判中不会发生意外，意外总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谈判
之前做好尽可能的准备。 

Alyssa Marie Krueger: 很好。接下来是娜塔莎发来的一个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道德话题的问题: 
“我们应该指出对方不道德的问题吗? 或者这会损害谈判吗?”  

Elizabeth Umphress: 好的，这是我们想要鼓励的事情。这里存在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是我们可能
会给他们某种负面的反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强化。也许他们过去的行为是负面的，或者从道
德角度讲是负面的，而他们得到的负面反馈是关注，而人们喜欢关注。所以，对一个消极的行为
保持沉默可能比大声说出来更有帮助。 

另一个不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挽回面子。我们想让另一方保持他们的自我意识，而攻击某人的道
德会真正伤害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我们要把事情说出来，我承认这一点。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点什么，但我希望你们在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让我们假设有人在谈判中撒谎。我们不会说那个人是个骗子，相反——当然你不会这么说——相
反，你可能会说: “这是我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所以，我们会纠正它，但我们不会攻击对方。 

Alyssa Marie Krueger: 很好。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如果有时间的话，之
后再回到问题上来?  

Elizabeth Umphress: 我觉得我们最后会有更多时间的。我想确保我们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我们再
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继续。 

Alyssa Marie Krueger: JJ 想知道成功谈判的标志是什么。 

Elizabeth Umphress: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谈判是成功的呢? 因为我
们离目标更近了。 

我们有了一个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在一开始就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在进入谈判之前都没
有目标。我们知道我们在谈判中的目标是什么，而且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目标。 另一件很奇怪的



事情是，你可能会感觉不好。所以，研究表明，如果你设定了一个具体的困难目标，那么你更有
可能在谈判中感觉不好，或者在谈判之后有一个消极的情绪，原因是你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实际上，在一次谈判之后，如果我离开时感觉有点不舒服，我知道我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谈判之后做一些仪式。 所以，人们去吃晚饭——不是现在，但人们
可能会享受一个虚拟的快乐时光。你知道，他们可能会吃冰——对我来说是冰淇淋。如果你看了
这个系列，你就知道这是我加强自己的方式，这就是我感觉很好的地方。所以，在谈判之后，做
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帮助消除消极情绪。 

Alyssa Marie Krueger: 很好。好了，我们现在继续。 

Elizabeth Umphress: 好，我们继续。 

Alyssa Marie Krueger: 谢谢。 

Elizabeth Umphress: 谢谢。让我们来谈谈多方谈判的策略。多方谈判是指三方或三方以上进行谈
判。 

首先，我们要知道谁会参与进来。正如你从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的那样，你的计划和准备是关键。
这也意味着你需要在谈判结束后做笔记，我们称之为谈判后分析; 你在谈判中发现了什么，比如了
解了那个人，以及下次和那个人谈判时你会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在我的电脑里为我可能要谈判的每个人，或者我可能要谈判的每个公司设置
一个文件夹，在这些文件夹里，我将会有我的谈判前计划。我会进行谈判后的分析。 

然后，当我再次和那个人谈判时，我会打开那个文件夹——或者是那个公司——我会打开那个文
件夹，然后我会看: “好吧，这就是我上次谈判时发生的事情。这些是我犯过的错误。 我下次不会
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所以，在进行谈判之前我会想看看我的文件夹，如果谈判是与一家我以前谈判过的公司。 如果没
有——如果我以前没有和他们谈判过，那么我就会从可能和那个人或那个组织谈判过的可靠的人
那里找信息。我想知道谁会参与进来，我想知道他们的兴趣是什么。我可能想在谈判开始前和他
们聊聊，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就像我们上次学到的，可能包括一点关于我的工作，或者我的
LinkedIn 页面，其他他们可以找到关于我的信息的东西。 

好了，我想知道谁会出席。我想知道的第二件事是，在谈判过程中，我需要管理信息。 这是非常
非常复杂的。现在，在两方谈判中，我将会有另一方的偏好，然后我将会有我的偏好，按照我的
重要性顺序。所以，我的谈判前计划将根据我的偏好的重要性排序，但是在多方谈判中，你可能
会有很多人，他们有不同的偏好在不同的重要性排序中，所以你需要管理这些信息。你需要找到
一种方法来描绘它，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所以，如果我们在 Zoom 上进行一个多方谈判，我要做的是我会分享一个文件或者一个屏幕，然
后我会输入 “好，Alyssa，你要谈判的三个不同问题是什么? 那么，你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什么? ” 
然后我会写，“Alyssa 最关心的问题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问题是第四个议题。” 我要指出每个人
的偏好。 



我将首先在多方谈判中提供这些信息，我之所以首先提供这些信息是因为它对很多人来说很奇怪，
你提供了这么多关于你在谈判过程中所关心的内容的信息。但人们倾向于做的是回报，也就是说，
如果我提供，那么另一方也可能提供。 

另一件帮助我们的事情是它帮助我们保持人们的诚实——它有助于提高谈判的道德性。 所以，如
果有人声称他们的头号问题是第四个议题，在这个例子中，然后他们回去了，然后他们说, “不，
我真正的头号问题是第二个议题。” 我就能说，“嗯，你知道，上次我们聊时，这是你的第五个问
题，但是现在突然间是你的头号问题。那么，你的头号问题到底是什么?”  

现在，再次强调，我们不会告诉别人他们在说谎，但是我们会强调，“这不是你之前的头号问题。”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使谈判桌上的每个人都诚实。可能有人真的改变了他
们的兴趣，这很好，但如果每次你们见面，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兴趣，那么就是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把它说出来是为了让人们想要保持一致。记住，从我们上次谈到的恰尔迪尼战术来看，一
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他们陈述了自己的兴趣，他们就更有可能坚持下去。 

我们想要管理信息，并且我们会把它放到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地方。这些信息不会被隐藏，不是只
有我能看到，而是整个组都能看到。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系统化的提案制定。所以，我们要让
我们所有人都记录——再说一遍，这将是另一些对整个组来说是可见的东西——每个提议都是摆
在桌面上的。 

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低估——极大地低估——任何谈判的可能解决方案的数量，无论是多方谈
判还是一对一谈判。我曾见过一个案例，在任何谈判中，如果你有五个不同的问题，你有六个不
同的当事方，那么在我的案例中，我有 55 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有 55 种可能的协议。
人们认为可能有一两个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有 55 个。因此，你会倾向于低估任何谈判结果的可能
解决方案的数量。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想让我们提出的每件事都非常系统化，并确保我们没有忽
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另一件事是制定系统的提案并把它们写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提出了什么，人们倾向于重
复相同类型的选择。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报价，也许第二天，或者一个小时后，我们又提出同样
的报价。也许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也许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踪。当你让它系统化的时
候，我们会说，“好吧，我们之前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了。” 不仅如此，也许我们已经做了笔记，
“不，第 4 个人认为出于这项原因这个方案不好。” 系统化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忽视潜在的解决
方案。 

好了，所以这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原因是在任何谈判中都会发生的，不管是双方或多方谈判，一旦
人们达成了一个看起来令人满意的结果，人们就会停止。人们就会停止谈判。 

但是当我们在头脑风暴时 – 这也是为什么将系统的提案写在白板上或文件里能够帮助我们 – 它帮
助我们创造更多的头脑风暴，让我们继续寻找最优的选项。即使我们刚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我
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优的选项。 

现在，当然了，一切都有时间限制，我们必须在某处停止。所以我不是在鼓励你一直谈判到时间
的终点。保证谈判在时间限制之内。但同时，如果你有时间，那么就继续下去。没准会有更好的
选项。 



好了。有关多方谈判的另一点是我们需要明智的运用我们的头脑风暴。一个事实是个人会想出非
常棒的点子，而小组会在此之上进行很棒的改善。所以，当你要第一次和你多方谈判的合作伙伴
见面时，你可以问人们：“走，让我们进行头脑风暴。让我们想一些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
案。我们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麻烦，让我们头脑风暴一些解决办法。” 

你们分开，然后在下次见面时，你们提出所有想到的方案。当你们提出方案时，把它们写在白板
或者文档里，并且不要立刻开始评论这些点子，直到所有点子都被写下来之后再开始。这是因
为，让我们假设你们刚写下了两个方案，然后小组便一窝蜂地决定并且说出为什么第二个不是一
个好的选项的全部理由。 

这将使得小组成员不愿说出更多的点子。所以，没准第四个人有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点子，但是
他永远也不会将它说出来，因为你对之前的点子的反应非常负面。所以，我们将要把所有点子都
讲出来，然后小组会选择出一些方案；有时，你知道的，小组会选方案四和方案五，将他们整合
进方案七。现在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点子，它将会帮你解决这个小组问题。 

好了，再次重复，头脑风暴：每个人都想出一些点子，然后小组进行改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
是每个人自己进行头脑风暴然后再一起将它们都写下来；当它们都被写下来后，我们开始评论它
们，并且开始将它们整合在一起。 

我曾经提到，在小组谈判时，我们需要为每个人分配角色。在一次多方谈判中，我们同样需要角
色。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记录的人，一个计时的人，和一个管理进程的人。 

管理进程的人负责让我们在时限内完成谈判。如果有一个谈判的程序，他也会让我们知道。这个
曾经在第二节课中提到过，它可能包括人们发言的顺序。我们的进程管理人将会保证我们遵循那
个顺序，也会保证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发言，如果我们提前这样规定好了的话。 

这个策略很重要，就是避免同盟。你可能会认为，在多方谈判中结成同盟可能对你非常有利。研
究表明这不正确。如果你希望最终的结果是谈判达成的，那么你便应该避免同盟。 

现在，虽说如此，但有些同盟 （是有用的） – 让我们假设小组有六个成员，当其中两人结成同盟
并且表明他们将会保持一致，反对其余四人。假设你不希望谈判达成协议。假设你进入这个谈判
并且不希望任何人达成任何协议，那么你可以与人同盟。 

好了，在多方谈判中，当你的利益不被其他人关注时，同盟也是有用的。所以，假设其他人认为
你“身份低“并且在谈判中不礼貌的对待你。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成同盟的时机， 你可以和与你有同
样利益的人结盟，你也可以与利益较少的人结盟并且支持他们的利益。所以，理想的结盟伙伴有
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你与他们有相同的利益，第二个是他们没有太多利益，所以你很容易支持他
们的利益。 

所以如果你与人结盟，你应该尽早这样做，换言之，尽早结盟会更容易成功。你同样希望看到结
盟对方的诚意。在多方谈判中结盟会被看作是一种冒犯或是放弃谈判，因为结盟已经触犯了多方
谈判的准则。因此，你希望看到结盟伙伴的诚意，以便让你可以信任结盟伙伴。现在，如果他们
结束和你的同盟，那么他们便触犯了两条多方谈判的准则，小组可能便会解除与他们的关系。所



以，当你结盟时，遵守你的诺言非常重要。但同时，这也是另一个为什么不要结盟的原因，因为
你必须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遵守诺言。 

所以关于多方谈判还有什么问题吗？ 

Jay Lyman: 我们已经解答了最后的几个问题，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请写在聊天框里或者 Q&A 部
分. 

Elizabeth Umphress: 关于结盟我通常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结盟对于谈判来说非常重
要，尤其是多方谈判，但它不是。结盟不是一个好主意，除非你的利益不被关注，或者你被谈判
桌上特定的某人不礼貌的对待。这时你可以结盟。 

就如我提到过的，结盟对于多方谈判来说是负面的，意思是，如果你希望大家达成一致，那么你
应该确保没有人结盟。我认为这是经理和主管们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任何人在多方谈判中结盟，那么你 - 作为一个主管或者领导者 - 应该确保每
个人的利益都被听到，或者起草一份协议，说明在谈判中如果在讨论某一件事，所有人都必须在
场。 

这样你就会知道，不会有人在谈判桌之外讨论某事，因为不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认为有人结盟了。
让我给你们一个我真实经历的例子。 

我是一个女性商学院教师。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职位上没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女性。在我职
业的早期，我参加了一个系里的会议。系里的会议像其他会议一样：人们会一直进行下去，我希
望他们能更加有效率一点，这很有趣因为这是管理系的会议。管理系的教授其实知道如何让会议
有效率，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并没有这样进行。 

不管怎样，我们参加了这个系里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作出一个关
于接下来怎么办的决定。但是会议已经进行了很久，到了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休息了一会，然
后再回到会议。我是参加会议的仅有的两个女性之一。当我们回到会议的时候，人们已经作出了
决定。发生的事情是，人们在去卫生间的时候也在继续讨论，但他们不去女卫生间，他们去的是
男卫生间。当他们回到会议室时，他们已经作出了决定，而我不是那个决定的一部分。 

当时我没有说任何话，但我注意到“这很有趣”。然后这又发生了一次。这是几个月后的另一次会
议，我们又在讨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但又一次，我们讨论了很久，然后我们决定休息一会。在
休息之前，我提醒人们“你们知道吗，我认为这很重要，让我们只在这间屋子里讨论这个问题。”
而不是在走廊，卫生间，或者其他地方。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被包含在内。 

所以，当我们回到房间时，人们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我提醒人们有一个倾向，就是当你在讨论什
么事时，你不注意谁不在场。你只是开始讨论。开始讨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强调你应该留
意谁不在场：谁在谈判桌旁，谁不在。我们希望保证所有人都被包含在内。所以，作为一个领导
者，在小组外进行讨论非常有害，它会鼓励人们结盟，而这会在接下来造成很多问题。因此，我
鼓励你们不要这样做。我知道人们这样做很自然；但相反，我鼓励大家在多方谈判中告诉其他人
“你知道的，我们将在所有人都在场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出现新的信息，或者没在谈判桌上被提
出来，那么让我们（给不在场的人）发邮件，确保所有人都保持一致。我们都希望被包括在内。 



Jay,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Jay Layman: 是的，我可以。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在我暂时离开的期间，回来以后发现有
些问题已经被讨论过，双方已经有了协议，但我却没有被包括在讨论中。另外，我这里还有几个
相关的问题，是关于性格类型的。性格类型在多方谈判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团队缺少某些技能
和性格类型的人是否造成某些问题。 

Elizabeth Umphress: 这确实是你在团队建设中要考虑的问题。就像我提到的，外向型的人，应该
是做主要说话的那个人。但你也需要内向的人，他们有很好的分析能力。而且，内向的人往往很
擅长观察非语言沟通。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的选择我们团队中的队员，选择那些能填补我们缺
失的能力的队友。 

比如说，我不那么擅长心算。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却很在行。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
候，我就会找一个擅长心算的人，又或者我找一个人可以在电脑上操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
带一个擅长数学的人在团队里。所以，我们要招揽的人，是那些可以填补我们技术空白的人。 

Jay Layman: 另外一个评论是说，"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需要配合的练习。"  

Elizabeth Umphress: 也可以这么说。在一个多方谈判中，如果除了你之外的其他成员没有接受过
谈判的培训，那很有可能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没能及时的站出来说话。这种时候，这就是你的
职责了。因为你知道，在谈判中应该怎么做。你会是这次谈判的主理人，你也会成为一个榜样，
给成员演示如何分享你的信息，把必要的信息记录在白板上。所以，你会成为这个团队的领导
者。在这些多方谈判中，人们确实需要一个领导者。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可能不会
喜欢这个角色。但是，一个团队有一个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对了，你可以在多方谈判之前，让
谈判成员们参考一下这个讲座。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些是 Umphress 教授认为重要的信息。你可
以放心地把我们的讲座内容发给他们，也许这样你就不用做主持人的角色了。也许整个小组都会
承担这个责任，但也很可能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受过谈判训练的人，所以，这将是你的工作。 

Jay Layman: 所以，也许你必须在谈判之前，在你的团队内部首先决定一下每个人在谈判中将要扮
演的角色。  

Elizabeth Umphress: 是的，确实需要。我确实一般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做计划。有时可能需要的
时间更长，因为你要保证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了解谈判的具体细节，也对谈判的目标达成共识。
我们不会为每一次谈判都这样做，但对于我们很重要的谈判，我们需要做很好的准备。 

当你的团队和你都准备好了，并且越来越习惯于系统的谈判前策划，这会帮助你增加谈判成功
率。在第一次做的时候，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所以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你要让大家在
BATNA，保留点和谈判目标上都达成一致。但在第一次之后，就会发现之后的谈判进程可以很快
的推进。 

 

Jay Lyman: 谢谢大家在聊天问答栏里的提问。这里还有一个评论。"我想我们需要一份 Umphress
教授的官方证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领导多方谈判时给大家看。” 



Elizabeth Umphress: 是的，我想你可能会需要。对了，我可以与大家分享阅读。我会分享给大家
参考章节。你可以在多方谈判之前，阅读并分享给团队里的成员。所以，你不仅仅可以提到我，
或是我的证书，你可以提供给大家书里的章节。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贯穿我们这几次培训的一些重点内容。 

在你谈判之前，你需要做谈判前计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最好能确定哪些是谈判双方可以达成
一致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对方关注的利益有哪些。为了了解对方的利益，我们要列出在谈判中我
们要问对方的问题。我们也要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获得的利益是什么。 

对于多个问题的谈判，这不是如何分一张饼的问题。 我们要想的是如何扩大这张饼。也就是我们
可以用那些对我们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去换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同样的，想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了解对方关注什么，在了解的过程中，我们要事先准备好想要从对方那里了解的问题，听
取对方的回答。我们还需要排列出所有问题，根据重要性，排出优先顺序，然后指定一个谈判进
度表。 

最后，是解决分配问题，这些会涉及到拉锯战。在这些问题上，谈判双方都认为很重要，并且无
法轻易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确定在最坏情况下我们的替代选项、保留点和谈判
目标是什么。我们还需事先计划好让步的幅度。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想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因
为那会让对方得到更多回报。 

假设我们已经做好了谈判前的计划工作，也对于谈判中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也知道
我们的首次报价会是什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当我们确定了那些双方可以很快达成一致
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个共识“资本化，”然后继续谈判那些需要分配利益的问题。对于那些我们
需要做取舍的问题，就需要让步一些对我们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以便在同一时间获得对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利益。 

我们知道哪些是需要权衡的，因为有些东西在我的优先顺序表上位置比较高，但对于对方来说应
该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要得到一些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利益，同时，对方也需要获得一些对于
他们来说重要的利益。 

对于双方都想要争取的，需要分配利益的问题，我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我们做出过的让步。
我们要确保谈判双方都做出相对对等的让步。也就是说，如果我做出了让步，另一方也要做出让
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做出越来越小的让步。这里是 PPT 参考资料。我每一次培训的幻灯
片上都有这个信息。 

这里是我推荐的一些参考书吗。第一本书 The Mind and Heart of a Negotiator。我在讲多方谈判
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参考于这本书。我认为写得很专业的讲解谈判的书籍。基本可以算是教科
书，不是特别容易阅读。Getting to Yes 是需要人手一本的书。我知道我已经推荐过这本书很多次
了。Jay 已经在西雅图图书馆里提供了这本书的语音版本。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一定不要
错过。这本书还有一个相对应的版本，Getting Past No。这本也是必读书。在西雅图图书馆也可
以找到。如果你需要进行多文化，跨国谈判，Negotiating Globally 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这里面
有一章是我写的，我可以把这章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另外还有两本会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书：
Negotiation Genius 和 The Truth about Negotiations。 



我们恐怕没有更多时间让大家提问了。我想利用最后的时间，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次的系列培训
活动。我希望能鼓励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互相帮助。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我希
望培训课程对你们有所帮助。我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分享这些内容。如果你任何有关
于谈判的问题想问我，欢迎通过各种联系方式联系我。 

我会通过 Jay 的邮件收到你们的提问。我还要感谢 Jay 和 Alyssa。我觉得你们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了，我很难过我们的培训要结束了，但是也许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交集。真心感谢大家的帮
助。而且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需求，请主动联系西雅图
公共图书馆，他们一定有可以提供跟你的资源。 

Jay Lyman: 谢谢！和你一起工作很有趣，我很享受。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跟 Alyssa。 

Alyssa Marie Krueger: 是的。整个过程都非常棒。谢谢你们。我希望所有来参加培训的人也都跟我
们一样！我刚刚在聊天框里发了办公时间的链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到那个会议厅。我们可
以继续以课堂的形式，希望可以回答更多问题。我们也会像前几周一样，进行角色扮演练习，所
以很希望在那里看到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Jay Lyman: 我刚刚也给大家发了邮件，里面有会议链接。你可以查看你的邮箱。一会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