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哪些哪些哪些哪些人士修讀人士修讀人士修讀人士修讀? 企業東主、部門主管、經理、各級銷售人員及對本系列任何一「研習坊」感興趣的人士。 

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    

(Great Thinkers’ Approach to the ‘Tactics of Negotiation’) 

 
    

  
 

 

 「「「「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研習坊」旨在讓學員認識到，成功的談判需具備的「先決條件」，以及各階段談判需準備及注意的事項，從而為「談判」做好準備，使之更加暢順、更有效益！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淺談「談判」：何謂「談判」？成功的談判及談判員需具備的「先決條件」；談判「三步曲」 

(2) 第一階段「談判前期」(Pre-Negotiation)：怎樣做好談判前的準備工夫？ 

(3) 第二階段「談判」(Negotiating)：「哈佛」談判原則；談判的「傾聽」與「提問」技巧；談判的「語言運用」（即 ：強硬、溫和、原則） 

(4) 第三階段「協議」(Contracting)：如何達成有效協議？協議上應注意的問題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2 年 9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6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HK$ 1,600 (包括：午膳、茶點、筆記及證書) 
 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廣東話，輔以中文筆記 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 7 小時 
 

面對急劇轉變的香港，無論是老闆或管理人，或是上班一族，所面對的壓力和挑戰，己較前 複雜和沉重！加上，全球經濟不景氣，企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勢必更為嚴峻！在此艱辛的形勢下，如何維持個人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使個人事業或公司業務，不至於受「經濟不明朗因素影響」而急速逆轉或倒退？這方面，除有賴老闆及各級員工鼎力協作外，還需在業務上切合運用「談判術」，使之能通過適當的洽「談」，達致合理的果「判」。 基於以上理念，本課程亦應況而生，期望各學員修畢此課程後，能掌握「各項談判技巧及要各項談判技巧及要各項談判技巧及要各項談判技巧及要訣訣訣訣」，以便適當地運用於工作中。 課程將揉合「諸子百家」（如：老子、墨子、管子、莊子、筍子、韓非子等）的觀點作講 解、闡釋，期望學員亦能領悟其中精要，善用於談判或工作當中，達致預期成效。 本課程除採用「小組討論及匯報、角色扮演、職能測驗、專題講授」等形式進行外，歡迎各學員提交「真實個案」（live / real case）作研討，以收「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之效。 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家家家家「「「「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I) 之之之之「「「「談可容易談可容易談可容易談可容易」」」」研研研研習坊習坊習坊習坊  

(Great Thinkers’Approach to the ‘Tactics of Negotiation’ (I):  

Workshop on Getting Easy in Negotiation)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研習坊」旨在向學員介紹，一些談判策略及方式，並指導學員如何因應「談判情況」而靈活運用，以期取得「談判」的成果！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談判策略（一）：「退」與「讓」的法則及技巧；溝通風格及其影響性；其他策略及禁忌；預見困難及其應對方法 

(2) 談判策略（二）：影響技巧（influencing skills）–「訴諸利益」與「借題發揮」 

(3) 談判方式（一）：合作性 (co-operative)；競爭性（competitive）；原則性（principled） 

(4) 談判方式（二）：一對一／單人談判；雙邊談判(bilateral negotiations)；多邊談判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2 年 9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6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HK$ 1,600 (包括：午膳、茶點、筆記及證書) 
 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廣東話，輔以中文筆記  
 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7 小時 
 
 

 

 

 

 

 

 

 

    

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家家家家「「「「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談判術」」」」(II) 之之之之「「「「談得有法談得有法談得有法談得有法」」」」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  

(Great Thinkers’Approach to the ‘Tactics of Negotiation’ (II):  

Workshop on Getting Right to Negotiation)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談判談判談判談判語語語語」」」」    

(Great Thinkers’ Approach to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    
    

    

    

    

    

    

    
 

 

 「「「「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研習坊」旨在指導學員，如何在談判時採取合適的「措辭、聲音」及「用語」，以便作出「自我訓練」，成為優秀的「談判者」。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自我診斷：說話方式 

(2) 如何作出「自我訓練」－成為「談判高手」？ 

(3) 「措辭」與「聲音」的運用 

(4) 無聲的溝通－善用「身體語言」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2 年 9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6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HK$ 1,600 (包括：午膳、茶點、筆記及證書) 
 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廣東話，輔以中文筆記 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 7 小時 
 
 

俗語說：「良言入耳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這句話，正好道出談判者「會說」或「不會說」、「善言」或「惡言」的天淵之別。然而，很多人以為，談判高手理應是「能言善道」之輩－既能「雄辯滔滔」，又能「鑑貌辨色、巧言善辯」。而事實上，這是一「錯覺」，也並不盡然。真正的談判高手，既「會說」亦「不說」－視情況而定；否則，如古德有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後果可大可小！哪如何把握分寸、做到「言簡意賅、言之有物」呢？這正是，談判者不容輕視的課題。 基於以上理念，本課程亦應市而生，期望各學員修畢此課程後，能掌握「各項談判用語各項談判用語各項談判用語各項談判用語」，以便適當地運用於不同情況或處境中。 本課程將揉合「諸子百家」（如：老子、墨子、管子、莊子、筍子、韓非子等）的觀點作講解、闡釋，期望學員亦能領悟其中精要，善用於談判或工作當中，達致預期成效。 課程除採用「小組討論及匯報、角色扮演、職能測驗、專題講授」等形式進行外，歡迎各學員提交「真實個案」（live / real case）作研討，以收「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之效。 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家家家家「「「「談判語談判語談判語談判語」」」」(I) 之之之之「「「「做個一等談判者做個一等談判者做個一等談判者做個一等談判者」」」」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  

(Great Thinkers’Approach to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 (I):  

Workshop on Advancing Skills in Becoming a Top Negotiator)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研習坊」旨在指導學員，如何透過合適的「談判用語」及「稱讚」，與談判方建立關係，從而有效地進行「商業談判」，達致預期的談判成果。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如何巧妙地進行「商談」？與談判方建立「密切關係」：看人言「法」 

(2) 談判用語的「訣竅」 

(3) 「欣賞」與「稱許」的藝術 

(4) 處理／突破「異議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2 年 9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6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HK$ 1,600 (包括：午膳、茶點、筆記及證書) 
 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廣東話，輔以中文筆記  
 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 7 小時 

    

    

    

    

    

    

    

    

    

    

    

    

    

    

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諸子百家家家家「「「「談判語談判語談判語談判語」」」」(II) 之之之之「「「「商談有道商談有道商談有道商談有道」」」」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  

(Great Thinkers’Approach to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 (II):  

Workshop on Advancing Skills in Business Negotiation)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談判談判談判談判成功術成功術成功術成功術」」」」    

(Great Thinkers’ Approach to ‘Successful Closing’ in Negotiation)        
    

    

    

    

    

 

 

     「「「「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研習坊」旨在指導學員，如何在談判接近「尾聲」時，運用合適的「交易技巧」，使談判「及時」結束，達致完滿的結果。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澄清／說明」法 (clarification closes) 
(2) 「心理導向」法 (psychological oriented closes) 

(3) 「坦率／直截了當」法 (straightforward closes) 

(4) 「退讓」法 (concession closes) 及「暫停交易」法 ( lost deal closes )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2 年 9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6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HK$ 1,600 (包括：午膳、茶點、筆記及證書) 
 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廣東話，輔以中文筆記  
 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學習時數：：：：7 小時 

談判踏至「尾聲」，可以說是談判成敗的「關鍵時刻」。因為，談判至最後階段，能否獲以 「至勝」，全乃談判者怎樣「洞悉形勢」，把談判議案，盡速與對方達成協議；不然，稍一失策或怠慢，或拖延，只會「功虧一簣」、悔之晚矣！哪如何把握分寸、扭轉形勢，將「雙方意 欲」，趕快「達成協定」？這是談判者，不容忽視的環節。 基於以上理念，本課程乃應市而生，期望各學員修畢此課程後，能掌握「談判交易技巧談判交易技巧談判交易技巧談判交易技巧」，以便適當地運用於不同情況或處境中。 課程將揉合「諸子百家」（如：老子、墨子、管子、莊子、筍子、韓非子等）的觀點作講解、闡釋，期望學員亦能領悟其中精要，善用於談判或工作當中，達致預期成效。 本課程除採用「小組討論及匯報、角色扮演、職能測驗、專題講授」等形式進行外，歡迎各學員提交「真實個案」（live / real case）作研討，以收「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之效。 諸子諸子諸子諸子百百百百家家家家「「「「談判談判談判談判成功術成功術成功術成功術」」」」之之之之「「「「完滿談判完滿談判完滿談判完滿談判」」」」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研習坊  

(Great Thinkers’Approach to ‘Successful Closing’ in Negotiation:  

Workshop on Advancing Skills in Closing Deal) 



「「「「創創創創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新談判」」」」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nnovative Negotiation” Series) 

培訓師培訓師培訓師培訓師：：：：  
 蕭一龍蕭一龍蕭一龍蕭一龍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Dr. Henry Shiu （當代管理學‧文學博士；資深管理顧問；暢銷作家） 

 

D.Litt., Ph.D.(Res.), MBA, PgCert, Dip.Chin.Law, GCGI, FCollT, FCIM, FCMI, FInstLM, CompIMS, 

MITP,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RSW, HK SAR), Certified Corporate Trainer (PRC), Chartered Marketer 

(UK), Licensed Estate Agent (HK SAR), Specialist in Bus. & Admin. (UK), External Verifier (City & Guild), 

Technical Advisor (ERB), Author of “Ramble of Management” Series, Top Popular Writer, Formerly Top 

Sales Manager (Real Estate Agency) 

 著名管理顧問、國家級檢定企業培訓師的蕭一龍博士，是一集多門專業於一身的全才。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主修社會工作；先後從事社工、地產銷售與市場管理、物業收購、課程拓展、管理教育及顧問等工作；對績效提升、商業談判、員工指導、激勵和銷售管理等，頗具心得。 

 他擁有超過 20 年的管理、教育及培訓經驗，並具多項資歷，包括：英國特許市務師 (Chartered 

Marketer)、香港註冊社工 (RSW)、英國城市專業學會管理學高等資格 (GCGI)、英國皇家師範學院院士 (FCollT)、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FCIM)、英國特許管理學會資深會員 (FCMI)、英國領導管理學會創會資深會士 (Founder Member & FInstLM)、英國管理專才學會最資深會員 (CompIMS) 等。 

 蕭博士經常爲港澳及內地企業，提供商管諮詢、培訓、行政人員／個別指導和歷奇訓練，口碑載道；工餘時亦不遺餘力，除積極為各大院校作行銷、銷售管理及管理實務講學及培訓外，還「以文倡管」，著有：《管理漫談‧做個 3F 管理人》、《管理漫談 2‧做個高明管理人》、《管理漫談
3‧做個一等主管》、《管理漫談‧做個頂尖管理人》等系列叢書。無論是寫作或培訓—他的手法生動有趣、發人深省，知識與實踐兼容，深受讀者及學員的愛戴和歡迎！他很樂意與學員，分享其豐富的行銷、銷售及管理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