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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moder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i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is information econom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o be an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or. First, it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en it discusses 

how to be a good listener and get more effective inform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At last, it tells 

the importanc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商务沟通的过程和策略研究 
鲁艺 1，a，孙牧 1，b 

1.吉林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 吉林 长春 130000 

2.长春理工大学，中国 吉林 长春 130000 

a
luyi0820@163.com, 

b
172792256@qq.com 

摘要：在如今的信息经济时代，商务沟通是现代商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有着重要的作

用。而沟通者的沟通能力和沟通技巧决定着商务沟通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理想效果。本

文旨在探讨在商务沟通的环境中，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商务沟通者。文章首先对商务沟通的

过程进行分析，并从两个方面讨论如何提高商务沟通的质量，即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

在沟通中获取最重要的有效信息，以及如何理解并利用非言语行为所传递出的信息更好地达

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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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前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就谈到过沟通技能的重要性。他提到，如果再

有一次机会重返校园，他就更专注于学习写作和学习公众演说。现如今，沟通变得越来越重

要了，也比三十年前更具有挑战性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沟通无处不在的信息时代。发展

优秀的沟通技能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一项调查显示，雇主在决定雇员雇佣、升迁中，商

务沟通能力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商务沟通的过程 

既然沟通技能如此的重要，让我们先来看看商务沟通的过程。沟通实际就是一个人把信息传

递给一群人或一个人，所以沟通的中心目标就是传递信息。所以只有当信息的接收者理解了

发出者想表达的意思，沟通过程才是成功的。这个过程大体上分为五步，如图 1： 

(1).发出者有一个主意。但这个主意可能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如：发出者的情绪、他的背景、

文化以及当时的情境和语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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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者把他的主意编码到一条信息中。编码意味着把抽象的思想转化到具体的能有表达意思

的词语和手势中。在用言语表达信息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同样的词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

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有技巧的沟通者在表达具体的意思的时候会选用接收者和发出者都熟知

的词。 

(2).信息通过一个渠道传递。信息的传递渠道有：电脑、电话、信件、备忘录、报告、通知、

图片、言语、传真等等。所以信息发出者应谨慎地选取渠道来传递言语及非言语信息，尽量

避免任何可能会影响到信息传递准确度的因素。 

(3).接收者解码信息。把信息从它的承载符号翻译出他的意思的过程叫做解码。只有当接受

者完全理解信息发出者的所以意图时，沟通才算成功。但完全理解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两个

人有同样的知识背景和对事物和问题完全一样的理解。 

(4).接收者反馈信息给信息发出者。来自出接收者的言语的或非言语的回应叫做反馈，它是

整个沟通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环。反馈让信息发出者了解到是否信息被理解和接收到了，以及

接收到了多少，是否需要再提供额外信息或者有进一步的交流。 

 

 
图 1 沟通过程图 

3. 培养较好的倾听能力 

3.1. 有效听力的障碍 

沟通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听，但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很好的倾听者。你是否也有假装

在听而实际没有听的经历？你知道当你走神时，如何表现出专注？你是否发现当说话者的衣

着或行为比较奇怪时，你很难专注地听他说话？上述的问题你可能部分或全部同意，因为我

们的听力习惯都不太好。很多研究者指出，沟通中我们只有 25%的有效听力。在商务沟通中，

较差的听力习惯是代价惨重的，信要重写，货要重运，约会要重约，合同要再协商，指令要

再发布，等等。 

在提高听力技巧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阻止我们有效听力的一些障碍：（1）身体障碍，有人

先天或后天的听力受损，听力不佳；（2）心理障碍，沟通的双方都有各自的文化观、道德观

和价值观。如果对方的与你有冲突，就会很容易走神；（3） 语言障碍，不熟悉的或很难理解

的词也会造成听力理解上的障碍；（4）非言语方面的分神，如果对方的着装，言谈举止都很

特别或者滑稽搞笑，就会分散你在听力方面的注意力；（5）思维速度快于讲话速度，因为我

们的大脑理解想法，加工想法的速度比说话者的语速快 2 倍，多余出的时间我们就会走神，

而没有人能准确地在讲者说下一段话之前马上把注意力转回来，所以会漏掉一些内容。 

3.2. 成为一名积极倾听者的技巧 

（1）停止说话，在听别人说时，不要急于说话，听对方把整个观点解释清楚，把你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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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对方说话的内容上，而不是之后如何评论他的话； 

（2）控制或改善你的周边环境，尽量排除一切杂音干扰，给讲者提供一个安静，安全的环境，

也有利于你的听力质量； 

（3）有一个开放性的，接纳性的心态，当有一个不同于我们认知和价值观的观点出现的时候，

先倾听，再思考，最后再表达； 

（4）学会听要点，所有表达的基本结构都是先说要点，再解释要点，我们不可能把讲者的每

句话，每个字都记下来，但一定要记住他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和要点； 

（5）利用延迟或滞后时间，上文我们提到，思维的速度快于说话的速度，但我们可以用这段

延迟或滞后的时间来预测一下讲者接下来可能的内容，而不是用来走神； 

（6）学会听出字里行间的意思，要能够听出讲者在话语之外想表达的意思； 

（7）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他的外表； 

（8）有不同观点时，沉住气，要求自己把对方整个论点或意思表达完之后再去反驳，这样的

一种克制可以让你理解对方的理由和逻辑，以免下出错误结论。 

（9）对于重要的点，要有选择性的做笔记； 

（10）提供反馈，通过这个行为，可以让讲者了解到你在听，时不时的点头及给予眼神接触，

在合适的时间问相关的问题。  

4. 提高非言语沟通技能 

在日常沟通中，非言语信息，包括眼神接触、面部表情、身体活动、地点、时间、距离等因

素都会影响到一个信息是如何被解读的，它们会传递出无声信息，甚至能比言语信息传递的

更多。非言语信息包括所有没有被写出来和说出来的信息，这些无声的信号对接收者有一个

很强烈的作用。但理解它们并不容易，你很难判断一个双臂交叉的动作是防御？因恐惧的退

缩？还是因为冷而发抖？当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不一致时，这个信息就更难解读了，如果

你朋友小王说他没有生气，但离开时却使劲关上了门，你会怎么想？又比如说小丽一再地说

女主人做的饭好吃，但却只吃了一点点？在这些情境中，非言语信息能表达出更多的内容。

而当言语信息于非言语信息冲突时，接收者会更相信非言语信息。在一个测试中，说话者传

递出一个积极信息，但说话时却转移眼神，听者感知到整个信息都是消极的，并且他们认为

转移的颜色暗示着缺乏热情，诚意和尊重。成功的沟通者重视非言语信息的作用，虽然不能

根据一些动作就认定它的意义，但身体语言传递出的一些线索在理解信息发出者的感情和态

度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4.1. 眼神交流 

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口”，眼睛也的确是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传递者。我们大多数都不能直视

对方眼神说谎。在美国文化中，他们相信那些在沟通中敢于直视他们眼神的人，而在大多数

亚洲文化中，直视对方的眼神被看作为不尊重对方和挑战对方的信号。好的眼神交流让信息

的发出者了解到是否接收者在注意倾听他，是否尊重他，是否积极的回应他，或者没听懂。

当你和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道眼神交流在各自的文化

中表示什么。 

4.2.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也可以显露出你的情感态度。专家调查显示人可以展示超过 25万个表情。为了去掩

盖他们的感情，有的人可以控制他们的面部表情并保持一张“扑克脸”。各种自发的或非自发

的表情可以帮助对言语信息的理解。 

4.3. 姿势和手势 

姿势和手势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地位、自信与否等等。但同一个姿势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

同的意义。如果不了解当地的习俗，就会容易陷入麻烦。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把你的拇

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代表着“好，可以”的意思，而在德国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则是不尊重，

猥亵的意思，而在日本，这个手势又是钱的象征，可能是它描绘出来了硬币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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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时间 

我们如何安排和使用时间来告诉观察者我们的性格和态度。比如布朗先生在面试中给丽丽加

时了，丽丽就会觉得这是面试的胜算很大，至少布朗先生对她这个人或她所说的话感兴趣。 

4.5. 地点 

沟通中地点的选择也会传递出一些无声信息，通常来讲，沟通的事情越正式，就说明这次会

谈越正式。比如你约对方在星巴克谈事和在五星级酒店谈事，对方就能基本知道这个事情的

重要程度，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办公室装修的就很有意思，他的办公桌很

大，设计的又高，而访客的桌子又小又低，很显然，他不想让任何来访者觉得与他是平等的。 

4.6. 距离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觉得舒适且安全的区域。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总结了美国人在社

交中的四个区域，如图 2： 
 

    
亲密区间 

（1-1.5英尺） 

个人区间 

（1.5-4英尺） 

社交区间 

（4-12英尺） 

公众区间 

（12 英尺以上） 

图 2 社交互动的四个距离区间 

 

根据他的调查，美国人只觉得亲密朋友和家人可以站在 1.5 英尺以内的区间，而其他人一旦

进入到这个区间，他们就会觉得不舒服，或有防御性，或者重新去制定他们的亲密空间。在

英国、美国、加拿大，当他们与人聊天时，1.5-2 英尺的区间距离是最合适的，而在日本，

可能更大的社交距离会更好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交区间，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区

间来达成最好的社交互动。也就是说，清楚了解到你所打交道的人的社交区域是非常重要的。 

5. 结论 

商务沟通活动是目前商务领域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沟通策略则是达到商务目的的最主要手

段,并随着情景变化而灵活调整。所以了解商务沟通的过程以及如何提高商务沟通质量的技巧

会让我们在商务沟通中更得心应手，有效地达到商务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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