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RANNER  
谈  判  学  院
香  港

向您介绍 
国际谈判权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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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 
同时也是通往中国和新加坡的门户。其积极的
法律和经济框架带来了香港经济的稳定增长，
也有利于很多商业、政治和金融方面的谈判。 
香港还扮演着国际交易和投资平台的角色。
作为国际仲裁和争议解决的中心，在香港经常
举行高水平的谈判。

谈判专家MATTHIAS SCHRANNER由德

国警察和FBI训练，以应对最困难的谈判。 

作为谈判顾问，他和他的学院-SNI一起，支持

联合国，跨国公司和政治团体的困难谈判。

他是《绝地谈判》，《谈判专家》和《昂贵的错

误》作者，并发表了多篇文章。

 

MATTHIAS SCHRANNER已经教授并指

导来自40多个国家的公司和政府领导者进行

谈判，包括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中国，新加

坡和日本等。他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和英国华

威大学担任谈判学的客座讲授。他同时还兼

任位于纽约的SCHRANNER谈判有限公司

的总裁。很多世界500强公司使用他独家创

造的谈判积分卡进行谈判。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的世界，

我们仍然珍视面对面沟通的价值。

在我们学院，我们明白商业和政治的环境在

变化，指导您的谈判进程是我们的任务。

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期待收到来自我们客

户，潜在客户，或任何对我们的谈判哲学有

兴趣之人士的消息。

请随时与我联系。

杨坤

亚洲区总监

DAISY.YANG@SCHRANNER.COM

电话（香港）：+852 3957 4065

手机（香港）：+852 6918 1619

欢迎词 创始人兼CEO 亚洲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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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5 40

72 
2,800

3,600
20,000

5 10个认证项目

名参会人员每年

名专家库成员

个全球顶级谈判遵
循我们的概念

个课程地点每年
场专注于困难谈判

的讲座和培训

名校友成员

个国家的人参加我
们的课程

Schranner先生运用的综合的专业技能，辩论的技巧
和严酷的自律，将会说服每一个人。 

 MCK – --麦肯锡杂志

必修课：

主导困难谈判的第一步。在此项

课程中，我们教您日常谈判的必

备知识和技巧，以及怎样准备并

发起一个困难谈判。

适合经验丰富的谈判者

成为谈判行家之路。通过3个

模块学习如何有策略有技巧地

掌控困难谈判并取得成功。

为您定制：

通过在20个专注的领域中选择

4个，来根据您的需求提升您的

谈判技巧。通过我们的认证谈判

官模块，您可以学习如何解读并

利用肢体语言，如何在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谈判等等。

认证谈判官合格谈判官 高级谈判官



6   SCHRANNER NEGOTIATION INSTITUTE     SCHRANNER NEGOTIATION INSTITUTE    7

谁应该参加？
可靠的培训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想成为一个强
大的谈判团队的攻坚力量。参加我们的合格谈
判官认证课程，您可以掌握：准备艰难谈判的基
本技巧，充分利用最重要的谈判策略，自如地处
理语言攻击。 您将学习如何成功地与看似更高
级别和更强大的合作伙伴谈判。您将会被按照
FBI的模式打造为谈判官的角色。

您将学习：
 > 如何做好一个艰难谈判的准备工作
 > 如何设定一个日程进度安排
 > 如何处理语言攻击
 > 如何在谈判过程中有十足的把握

内容
 > FBI模式中的谈判官角色
 > 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
 > 设定一个进度安排
 > 介绍你的要求
 > 在收到不合理要求时维护自己
 > 总结的艺术
 > 在“司机的位置”主导
 > 处理语言攻击
 > 最重要的谈判策略

课程用时
2日课堂教学
个人准备和跟踪

顺序
1. 个人准备
2. 参加2日的课堂教学
3. 考试和认证
4. 校友会会员

投资
2,000 欧元 （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2,000 瑞士法郎 （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18,000 港元 （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包括：
1. 准备
2. 2日课堂教学
3. 在线学习资格
4. 期末考试，包括考试费
5. 校友会会员

地点和语言
苏黎世/维也纳/法兰克福/慕尼黑   德语
伦敦/纽约/香港/上海/新加坡    英语

开展高难度谈判的必修课

我成为了一个强大团队中的强大的谈判者。
维世科集团 亚太和美洲地区销售经理，ANDRE SCHEID

学习模式
您成为一名合格谈判官之路
此认证由出席的两个连续教学日组成。课程内容采用
互动教学。简单的介绍，群组练习，基于实践的角色扮
演，以及最先进的学习技术，确保您将在合格谈判官
认证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获得可靠的知识。您的在线
学习通道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在任何时间为您提供所
有的学习和考试资料。 

合格谈判官

7 个理由
1. 在任何场合自如地谈判

2. 为成长的新手打造

3. 运用最先进的技术

4. 有实战经验的导师

5. 与来自其他行业参会者的 

 社交网

6. 校友会会员

7. 认证

英语课程也可供预订！ 

更多信息或报名，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www.schranner.com/seminars

 

> > >第二元素

开场和合意
第一元素

谈判准备  
第三元素

转化为实践

日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询可预订日期： 
–> www.schranner.com/seminars/qualified-negotiator

http://www.schranner.com/seminars/qualified-negot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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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参加？
高级谈判官认证课程赋予你掌控艰难谈判、故意制造
僵局以及战略性和策略性主导艰难谈判的能力。这个
认证课程是专门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决策者以及负
责重大谈判的人设计。您将会被打造成FBI模式下的指
挥官和决策者。

您将学习:
 > 控制环境，即使是一个绝境
 > 分析自己和谈判对手
 > 故意去制造一个僵局
 > 定义一个成功的战略
 > 有策略地并可持续性地谈判

内容
 > 第一元素：7大原则
 > 第二元素：战略和策略
 > 第三元素：昂贵的错误 
 > 第四元素：认证

课程时间
 > 6天的课堂教学 (每个元素2天)
 > 在各个元素之间的支持
 > 个人准备和跟踪

 

顺序
1. 分析你的目标和期望值
2. 参加3个讲座模块
3. 支持
4. 期末考试
5. 认证
6. 校友会会员

投资
12,000 欧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12,000 瑞士法郎（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108,000 港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包括：
1. 参加全部3个模块（6天课堂教学）
2. 带有你个人全部资料和测试的在线学习通道
3. 在讲座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支持
4. 期末考试，包括考试费
5. 认证
6. 谈判俱乐部会员

导师
Matthias Schranner
在各个元素之间的支持由我们的一名谈判专家提供

适合经验丰富的
领导者和经理们
的项目

> > > >第二元素

战略和策略
第一元素

7大原则  
第三元素

昂贵的错误
第四元素

认证

学习模式
您通向高级谈判官之路
高级谈判官认证项目由3个模块组成。在参加第一个
模块之前，您将参加一个在线测试分析您的谈判主
页。这个主页是您进行高难度谈判的基本准则，为您
的学习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各个模块之间，您将
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以分析您的强项和潜力。基于您
的个人测试结果，我们将开发您的个人谈判准则，并
在课堂教学阶段进行完善。互动的学习伙伴让您可
以建立最好的实践分享，并可以直接把战略运用到
即将进行的高难度谈判中。这些模块在苏黎世、慕尼
黑、维也纳、伦敦、纽约、香港和上海进行。个人模块

将会以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进行，包括视频分析，使
用最先进的学习技术等。这确保在高级谈判官认证项
目之前，之中和之后的高强度学习。您的个人在线学
习通道将会是您认证过程中的持续的伙伴。您将能
够获得所有相关的信息，将直接联系到我们学院。并
且，我们会保证您获得的知识能够直接并成功地运
用到您自己的谈判中去。您将从我们的研究活动和我
们对高难度谈判案例的支持中受益。

高级谈判官

7个理由
1. 重点明确：高难度谈判

2. 仅面向经验丰富的管理层

3. 运用最先进的技术

4. 导师

 Matthias Schranner

5. 国际合作

6. 可视化谈判教室 

7. 谈判俱乐部会员
 
 

“在华盛顿的微软启发活动上， 
你带来了非常好的故事， 

提供了宝贵的观点和信息，
深深地吸引和启发了你的观众。” 

      
RON HUDDLESTON,  
微软集团，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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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元素

7大原则

在绝地谈判-7大原则讲座中，Matthias Schranner会讲
述已经证明成功的谈判技巧，您可以马上运用到商业交易
中。他运用实用性强的例子来说明采购，销售，价格和合同
谈判的恰当方法，特别着重在高难度谈判中。

目标
您将学到高难度谈判的原则，并掌握如何控制自己和谈
判对手。

导师
Matthias Schranner

绝地谈判-7大原则

内容   

目标-战略-策略
 > 为高难度谈判定义目标
 > 战略性vs直观性谈判
 > 成功的谈判策略

入门
 > 在谈判开始的情感阶段
 > 处理不公平的要求
 > 面对威胁您应该如何应对？

分析谈判对手
 > 分析位置背后的动机
 > 警察和联邦特工的谈判策略
 > 为什么你的谈判对手必须要赢？

主导谈判
 > 与不理性的对手谈判
 > 紧张环境下的恰当举止
 > 稳住谈判对手

团队
 > 按照FBI规则建立你自己的团队
 > 与团队谈判
 > 认清并控制操纵策略

解决一个困境
 > 警告vs威胁
 > 共同点vs 对立点
 > 消防服

共识或中断
 > 共识的书面配方
 > 中断？如果需要，怎么做？
 > 保全面子，即使是在僵局之中

您将得到一本《绝地谈判》

谁应该参加？
适合负责重大谈判的管理者

语言
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德语
香港，上海，伦敦，纽约：英语

单个模块预订投资额：
2,500瑞士法郎（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2,500欧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2,800美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22,800港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纽约|伦敦|苏黎世|慕尼黑|维也纳|香港|上海

日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询可预订日期： 
–> 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

“大多数人不懂唐纳德 特朗普的言
行，但Matthias Schranner懂” 

      
 DIE WELT

“Matthias Schranner有建议
给安格拉 默克尔。” 

      
DER STERN

“为经理，政治家和联合国提供建议。” 
      

DER SPIEGEL

“是欧洲最有名的谈判专家。” 
      

DIE ZEIT

“非常生动，信息丰富。都是实用的例子，这个培训带给我一个
全新的视角，让我可以在以后的高难度谈判中运用。”
                            DAVID HUGHES

http://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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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讲座让你加深对”绝地谈判-7大原则”的知识，并和
你自己的案例学习结合起来。本讲座讨论并分析真实的
谈判案例，然后通过角色扮演深入。我们会为每一个谈
判制定单独的准则。 

目标
您将学习如何有战略和策略地开展谈判-即使是在困难
的情况下。

导师
Matthias Schranner

绝地谈判- 
战略&策略

内容    
 
复杂谈判的目标定义
 > 谈判执照
 > 目标定义的3个最大错误
 > 在目标定义中让你的同伴参与进来

战略
 > 5大谈判战略
 > 如何处理来自对手的要求
 > 如何准备和介绍要求

主动权
 > 拥有主动权和没有主动权
 > 力量的主观性
 > 故意利用力量

关系
 > 你和对手的关系有多大弹性？
 > 保持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 如何战略性地建立关系

领导力
 > 高难度谈判的谈判策略
 > 在团队内进行谈判
 > 管理进攻

故意制造一个僵局
 > 为什么僵局是必要的
 > 故意制造一个僵局
 > 化解僵局的办法

计划和总结
 > 你的个人强项和弱项主页
 > 针对你的谈判定向建议
 > 你成为专业谈判官的发展计划

谁应该参加？
参加者必须已经参加过第一元素。您将被要求准备一个
高难度谈判的案例。我们希望指出，您在参加我们的讲
座之前，已经同意遵守我们的保密原则，不会向任何第
三方透露培训课程中讨论的任何内容。

单个模块预订的投资额
3,000瑞士法郎（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3,000欧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3,400美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28,000港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第二元素

战略&策略

日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询可预订日期： 
–> 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

日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询可预订日期： 
–> 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您将收到一本《谈判专家》

第三元素

昂贵的错误

本次讲座将介绍谈判积分卡。你将了解谈判过程是怎
样被控制的。

目标
您将学习如何避免艰难谈判中最昂贵的错误，以及如
何主导最困难的谈判取得成功。

谁应该参加？
参加者必须已经参加过第二元素 

导师
Matthias Schranner

绝地谈判- 
昂贵的错误

内容    
 
双赢合作作为最首要目标
 >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 论胜利与失败
 > 双赢的结果

好的内容准备是关键
 > 为什么内容准备的太好会导致失败
 > 介绍不切实际的要求
 > 谈判的节奏

我们的同伴是为谈判升级而准备
 > 团队按照FBI规则组建
 > 老板应该什么时候斡旋
 > 危机期的信息封锁

我们必须尽早确保明确
 > 过早承诺的危险
 > 保全面子和丢掉面子
 > 机会窗口

我们拥有主动权/我们没有主动权
 > 在“司机的位置”进行谈判
 > 分析谈判的力量对比
 > 当你的对手拥有主动权

谈判是一件很直观的事情
 > 实用主义vs原则
 > 最重要的策略
 > 当直觉导致失败

避免僵局
 > 持续性vs 艰难性
 > 单点联系
 > 中断和恢复谈判

单个模块预订的投资额 
3,500瑞士法郎（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3,500欧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4,000美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32,800港元（再加适用的增值税）

您将收到一本《昂贵的错误》

http://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
http://www.schranner.com/seminars/advanced-negot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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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时刻我们为您提供清晰性和稳定性，以协助您进行困难谈判。  
我们设立一个危机计划，分析力量对比；我们进行内部和外部关系管理，根据您的现状设计一
个谈判进程。我们帮助所有涉及到的决策者做好准备，并在公司内部施行谈判策略。通过我
们的专业，您将会节省时间并得到您需要的谈判结果。

1. 危机计划

2. 内部关系和职责分析 

3. 外部关系和职责分析 

4. 制定符合公司价值的谈判目标 

5. 制定一个可行的谈判进程

6. 选择谈判团队

7. 对在谈判中涉及的领导者进行培训

8 新谈判进程在未来谈判中的实施

咨询

7个理由

1. 独特的专长-在最困难的谈判中获得
2. 领先的专家库-没有理论家，而是各行业的专家
3. 我们的策略和技巧经证明是成功的，并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运营，声誉，财务和政府规定等进行调整。
4. 我们知识的广度：商业，政治，军队，FBI。
5. 我们全球分布，总部位于苏黎世，在纽约和香港均设有子公司。
6. 我们可支持面临困难谈判的各行各业。
7. 我们反应迅速，并在全球范围内24x7在线。

汽车&装配

医药健康

能源

零售

化工

私募股权投资&资本投资

金融服务

信息技术

咨询

公共服务

媒体&娱乐

交通运输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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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STRITTMATTER

Marc Strittmatter教授是康
斯坦斯高等专业学院的商业法
律教授，专攻IT和私法；他同
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尤其擅长
复杂、法律预先定义不成熟过
程中的谈判。

JEROEN 
KETTING

Jeroen Ketting自1994年起
就开始在俄罗斯生活并经营几
个企业。 
他们公司灯塔已帮助1300多
个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成立、扩
大销售和增长业务。

XIANGHONG  
LIU

刘翔鸿
刘翔鸿是拥有多年谈判经验的
跨国经理。她扎根于东方和西
方，是战略开发和谈判能力方
面的专家。

KIRK  
KINNELL

Kirk Kinnell自1987年起就任
警察，最近刚刚退休。 
他首次在人质谈判届露面是
1995年，自此开始他被派往
约200余起绑架和危机谈判事
件中。
作为经验丰富的谈判专
家，Kirk被任命为首席谈判专
家被派往多起英国公民在境外
遭受绑架的事故中。

专家库

KASIA  
JAGODZINSKA

Kasia Jagodzinska博士结合
其学术职业生涯，从欧洲，美
国和中东获得了丰富的国际管
理经验。
Jagodzinska博士被认为是欧
盟议会在跨境仲裁中的国际专
家。她同时在商业道德和利益
冲突方面作为日内瓦联合国的
高级顾问任职。 

KLAUS  
LASSERT

Klaus Lassert博士拥有心理
学硕士学位，并担任在困难谈
判中的领导力顾问。他在国际
谈判进程中的知识造就了他在
商业圈中的高度价值。

HUBERTUS  
PORSCHEN

Hubertus Porschen博士设立
了多家公司，是执行合伙人。
他自2015年开始担任“年轻
企业家协会”主席。他指导并
支持公司的数据化变革。

MATTHIAS 
SCHRANNER 

Matthias Schranner曾经是
警察局负责绑架和抢劫银行的
谈判专家。现在，他向纽约的
联合国以及跨国公司提供困难
谈判方面的支持。

控制谈判进程需要不同行业的专家协力合作。 
我们学院的专家在谈判领域拥有卓绝的知识和长期的经验。 
他们拥有着共同的目标：帮助我们客户取得谈判的成功。



国际谈判权威机构

Schranner AG
谈判学院

利马特大街260号
瑞士-8005苏黎世

电话：+41 44 515 46 16
传真：+41 44 515 46 17 

Schranner Negotiation LLC
美国纽约市百老汇路222号19层

邮编：10038
电话：+1 212 320 8388

商诺谈判有限公司
香港铜锣湾礼顿道77号

礼顿中心20层
电话：+852 3957 4065

info@schranner.com   
www.schran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