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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
四家領先的企業如何實現辦公場所的身心

健康。

360雜志是Steelcase Inc發行的季刊。13 -0000620，
2014版權所有，違者必究。
封面和設計由Plural公司與Steelcase合作完成。
本雜志中發表的文章不可經任何形式複制轉載。
除非您真的想幫助他人，讓他們開始熱愛自己的工作環境
——請預先告知我們，好嗎？

工作時心情愉悅如何能推動企業業績
CEO向來重視這樣的員工——他們具有合作精神、善于溝通、富有創意又靈活應變。但直到最近，領

導們才意識到這些技能的塑造需要一個新策略：重點關注員工的身心健康。Steelcase最新的研究和

洞察向讀者展現：辦公場所如何能幫助企業實現員工身心健康並達成預期業績。

參與討論

通過社交媒體和Steelcase保持互動，

讓我們了解您的想法。 

或者發送電子郵件到
360magazine@steelcase.com

360 上線IPad

通過報刊分類搜索《STEELCaSE 360》
雜志。

iPad兼容，需要IOS 3.2或者更高版本操
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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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也許他們可以不共享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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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介紹為本期雜志提供信息
和想法的部分專業人士。

arantes是一位常駐巴黎的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研究員，她擅長研究人類情緒和行為的
心理，以及這些心理與工作以及工作環境之間的
關聯。她擁有布朗大學的心理學以及葡萄牙語
和巴西研究的學位，曾經在巴西的聖卡塔琳娜
聯邦大學學習臨床和組織心理學，並榮獲法國巴
黎第五大學的應用環境心理學碩士學位。

作為全球分布式團隊的成員，Beatriz arantes、
Kevin Butler以及Nicolas de Benoist將會從總體
的角度來關注員工身心健康中相互關聯的各個層
面：身體、精神和心理。

Butler常駐芝加哥，是一位董事會認證的專業人體工
程學專家。他畢業于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榮獲俄亥
俄州立大學的碩士學位。作為Steelcase工作場所顧
問，他專注于面向客戶和設計師，對人體工程學的最
佳實踐進行標杆設立和分享。他也是一位人機工程
學的積極實踐者，在協助企業制定和推薦人體工程學
與員工健康的計劃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de Benoist近期剛剛從巴黎調職到位于大激流市的
Steelcase全球總部，他是WorkSpace Futures集團
的資深設計研究員，負責制定戰略、產品和服務。作
為設計思想的實踐者，他熱衷于了解人們如何與彼此
以及身邊的空間和技術進行互動，其中包括跨距離和
跨文化的合作。他擁有位于巴黎的法國國立高等工
業設計學院ENSCI / les ateliers的碩士學位，並且曾
經在加利福尼亞藝術學院學習工業設計和品牌推廣。

世界各地的大眾都在日益關注如何保持健康，這一轉
變對各種類型的環境都具有廣泛的意義，Gensler芝加
哥辦公室的首席研究員Nila R. Leiserowitz以及Sarah 

Bader指出道。在過去三年裏，他們的項目工作專注
于Gensler的專業健康和保健業務領域，在全球推廣
項目——從醫院到零售空間再到工作環境布局——
這些都是針對健康而開展的積極設計項目。

Leiserowitz是美國室內設計師協會（aSId）和國際室
內設計師協會（IIda）的成員，于2010年出任Gensler

芝加哥的首席研究員，她擁有超過30年的室內設計
和工作空間性能戰略的經驗。在1995年加入Gensler

之前曾經出任過芝加哥Perkins+Will的副總裁兼內飾
領導。她擁有明尼蘇達大學的室內設計學位，並在職
業生涯起步階段于明尼阿波利斯創立過一家設計公
司。

Bader是國際室內設計師協會（IIda）的成員，擁有超
過20年的經驗，專注于項目管理和醫療保健、機構、
教育以及企業融資的顧問協調工作。在2000年加入
Gensler之前，她曾經是Lohan associates的項目建
築師兼室內設計師。她擁有芝加哥大學的金融、經濟
和室內設計的本科學位，以及建築學碩士學位。

設計趨勢的發展方向、未來商業和住宅室內設計的
面貌——這些都是Victoria Redshaw手中的寶貴財
富，這也是為什么她和她的公司Scarlet Opus Ltd.的
業務十分火爆的原因。這家公司的總部位于英國，主
要為世界各地的零售商、設計師和制造商提供建議指
導。“我們通過當期發生的情況，以及未來兩到三年
的計劃來展開預測：建築工程、藝術展覽、活動以及
各種其它相關信息，從中尋找出共同點。其本質上是
一門建立在直覺基礎上的社會科學，其中包含了設計
師的智慧以及豐富的經驗。”Redshaw是一位積極的
公眾發言人、演講者和教師。她通過scarletopus.com

撰寫有關展望未來的博客。
Buman博士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營養和健康促進
學院的一位助理教授，他正在研究人們在日常工
作當中的生活習慣和行為可能會對他們的身體健
康和生活質量帶來的集中影響。他對身體運動、久
坐行為以及睡眠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對心血管健
康帶來的綜合影響特別感興趣。他擁有鍛煉、體
育以及心理學方面的教育背景，通過結合個人、人
際和環境影響的視角來討論了推進身體運動的問
題。

他畢業于猶他大學，榮獲斯普林菲爾德學院公共
健康專業碩士學位，並榮獲佛羅裏達大學體育和運
動心理學博士學位。

MAtthew BUMAN 博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BeAtriz ArANteS、KeviN BUtler  
以及 NicolAS de BeNoiSt 
Steelcase Inc.

victoriA redShAw 
趨勢預測師, Scarlet Opus Ltd.

NilA leiSerowitz 以及 SArAh BAder 
Gen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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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億 120億英鎊

2700万 150亿英鎊 3000億美元

52% 

身體付出的代價

30%

60%50%

壓力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流行病

健康的員工將讓企業利潤大不同

11%

36%

19%

工作

32%
睡覺

10%
娛樂休閑&體育活動

5%
照顧他人

4%
家庭日常活動

4%
吃東西

9%
其他

41%

360 趨勢

身心健康經濟學
隨着數據的不斷收集和分析，一項令人擔憂的趨勢正
逐漸清晰：人們的健康和幸福感在世界各地都呈逐漸
下降趨勢。這一全球現象給員工帶來了顯著風險。員
工身心健康欠佳會影響個人績效和企業生產力。對于
提供醫療福利的公司而言，也意味着不斷增加的成本
壓力。

如今，人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長，
甚至多過睡覺的時間：

相比以前任何時候，如今投身于增強員工身心健康的
行業是個不錯的選擇，能為想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企
業創造優勢。對于這些投資于員工的身心健康、並將
其納入企業策略的前瞻性企業，他們將獲得高額的
回報 —— 因為他們將有一群具有高敬業度的員工。

全世界範圍內，只有11%的員工對工作具有敬業度；
比起不具備敬業度的員工，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獲得
成功的概率要大三倍。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15年，
23億成年人有超重問題

歐盟的成年人中52%面臨超重
或肥胖症問題

30%的歐洲員工說他們暴露在壓力環
境下

因工作導致的疾病和傷害直接導致企
業主損失2700萬工作日

在英國，心理健康問題導致的假性出
勤成本每年高達150億英鎊

辦公場所的壓力所導致的成本高達
3000億美元

反映自己面臨高壓的員工其醫療支出
要高出50%

60%損失的工作日由壓力導致。在美
國，相比其他壓力源，工作上的問題給
人們帶來更多健康上的困擾——甚至
比財務問題或家庭問題還要嚴重。

在歐盟，每年花在治療背痛上的費
用高達120億英鎊。慢性背痛和殘
疾占病人總數的10%，但其醫療成
本占總量的80%

來源：2009 Eurostat

來源：蓋勒普

來源：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對于27國的研究

來源：2009 Eurostat 來源：http://www.hse.gov.uk/statistics/ 來源：心理健康中心

來源：職業和環境醫學期刊

來源：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來源：歐洲工作安全與健康機構

來源：Towers Watson 研究

相比身心健康欠佳的員工，身心健康狀態頗為良好的
員工其醫療成本要低41%；流失率要低35%。

員工敬業度高的企業其營業利潤增長了19%。而員工
敬業度低的企業其營業利潤下降了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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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case.com /gesture

GESTURE
識別
你的身體
科技是一項重大驅動力，改變了我們的工作、
生活和行為方式。GestureTM是首款促進人與科
技高效互動的智慧座椅。

設計靈感源自人體運動原理，旨在為更好地適
應最新的工作模式。

©2014 Steelcase Inc. 版權所有。本手冊中所使用的注冊商標均為Steelcase公司或相對應所有者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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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心情愉悅 

一個影響企業利潤的問題

如何能推動企業業績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11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10 

IBM邀請世界各地的CEO列舉出當今社會最重
要的領導力特征。大家的回答都非常堅定：注重
合作、善于溝通、有創造力、足夠靈活。研究表
明，CEO在尋找“能經常對自己進行再創造的員
工。這些員工能適應變化；能在工作中學習，常常從
他人的經驗中學到東西”。企業如今所面臨問題的
複雜程度驅使着對這些技能的需求。與此同時，對
創新的需求不再只是頂尖精英品牌的勢力範圍，創
新對于推動企業利潤至關重要。

但是CEO正面臨着新的窘境：注重合作、善于溝
通、有創造力、足夠靈活——這一組行為所需要的
領導力技能、指標和思維與許多企業領導人在過去
所學大相徑庭。幾十年來，商學院大批量輸出在物
流、供應鏈管理、分析等領域訓練有素的年輕領導
人。直至最近，企業才逐漸意識到這些基本的企業
經營知識並不足以應對新的商業環境。他們需要為
孕育上述新的商業行為創造企業環境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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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引介

認知超載

全球肥胖

損失的工作時間

151亿
英鎊 
假性出勤成本

84亿
英鎊 
缺勤成本

% 成年人口被列入肥胖人口

>5%

5–15%

16 –25%

25–35%

+35%

no data

來源：U.K. 中心的精神健康研究

利潤：
缺乏敬業度的員工給企業帶來的損失是缺勤員工的兩倍。

來源：幸福感優勢，Shawn achor

利潤：
思維障礙導致創新減少，阻撓企業發展競爭力和成長性。

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利潤：
隨着肥胖流行症的發展，醫療成本劇增。

我們的感官每秒要接收11M的
信息，但意識的大腦皮層只能
有效處理40比特的信息。

利潤

“ 員工身心健康作為企業
 獲得情感偏好、  
 財務優勢和競爭力的方式，
 正逐漸獲得最為成功的
 一批企業的廣泛關注。” 
 tom rath

13 

培養創造力和創新需要一種可能會讓一些企業領導
人頗感意外的新策略——對企業和員工身心健康的
不懈關注。“員工身心健康作為企業獲得情感偏好、
財務優勢和競爭力的方式，正逐漸獲得最為成功的一
批企業的廣泛關注。”蓋勒普辦公場所研究領導人及
暢銷書“身心健康”的合著者Tom Rath說道。

Rath以及其他思想領袖指出：員工身心健康和另一個
詞“健康”非常不同，後者偏向注重狹義的身體健康，
這也正是大多數企業所注重的領域。在美國，由于雇
主通常需要承擔員工的醫療保健費用，健康項目往往
由控制醫療保健成本所驅動。在其他國家，企業和政
府也正在尋求控制不斷增長的勞動人口治療身體和心
理疾病的成本。

對身心健康的攻擊

鑒于員工的身體健康和醫療成本直接挂鈎，企業有
強烈的理由關注員工的身體健康。在全世界範圍內，
心髒病、肺病、糖尿病和肥胖症的發病率正在急速增
長。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指出：墨西哥成年人中肥
胖症比率高達32.8%，超過肥胖症比例為31.8%的美
國。根據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的報告，如今全
世界共有15億超重人口，其中至少有25%在中國。世
界經濟論壇和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出：在墨西
哥，2型糖尿病是成年人發病致死的首要原因。

正當逐漸衰退的身體健康給企業雇主帶來不斷增加
的風險時，科技的無所不在不斷驅動着人們以以前從
未有過的強度同時處理多項任務，而這會帶來認知層
面的超負荷。根據作家、研究員和哈佛學者Shawn 
achor的研究，我們的感官每秒要接收11M的信息，
但意識的大腦皮層只能有效處理40比特的信息。美
國心理學會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從一項任務切換
到另一項任務會讓調出幹擾信息變得困難，從而導致
思維障礙，讓一個人富有成效的工作時間降低40%。

除了心理認知超負荷所帶來的成本，壓力是導致  

“發達國家”疾病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另一個重要
誘因。人們的工作正發生着變化，他們所使用的工具
和技術讓工作變得更複雜、要求更高、壓力更大。“
多快”和“多高”已經有了新的標杆，工作很容易就混
入辦公場所之外的生活裏。這些因素都是讓雇員過
度勞累和出現其他病態信號的主要催化劑，讓身心
健康變成一種風險管理的形式。

在英國，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表明：由于心理健康問
題導致的假性出勤成本（人來上班了，但實際上沒有
工作成效）每年高達150億英鎊——幾乎是缺勤成
本的兩倍。據歐洲工作安全和健康機構引述，在所
有損失的工作日中，幾乎有一半都是壓力導致的。辦
公場所的壓力也正在發展中國家中蔓延。法國世界
報在2011年的一篇報道中說道：“亞洲和南半球的國
家正在仔細地、正式地研究心理社會問題以及因工
作帶來的壓力所導致的經濟成本。”

為 了 理 解 身 心 健 康 背 後 的 積 極 驅 動 因 素， 
Steelcase Work Space Futures在歐洲、北美和亞洲
的研究人員紛紛投入到這一話題的研究中來——
探索辦公物理空間對于塑造員工增強身心健康行為
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綜合了Steelcase在全球範圍內
對于身心健康不同觀念的初步研究和調查，團隊得
到一個清晰的結論：身心健康是一個系統化的、整
體性的概念，綜合了多個維度，包括人們在身體、精
神和心理層面上的需求。團隊隨之得出結論：人們
前來一起工作的場所可以對員工身心健康的各個維
度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員工糟糕的健康狀況會導致缺勤、假性出勤、事
故、以及成本增加，最終導致企業績效不佳，因此企
業對于如何預防往往有着強烈的關注。”Steelcase

一起參與探索員工身心健康研究的同事Beatr iz 
arantes說道。同時她也提到，企業也正在意識到，
關注身心健康並將其作為預防手段作為企業策略，
收效有限。

“身體健康是大家重點關注的領域，”和arantes及
他人一起研究此課題的Nicholas de Benoist說道， 
“但僅僅只關注身體健康可能不利于人們整體的身
心健康。在企業層面，過分短視地僅關注員工身體
健康往往會錯失更大的商業機會：員工的身心健康
是實現創造力和創新的要徑，而這正是企業在當今
商業環境裏獲得成功的關鍵要素。”

開明的企業雇主正在理解這一信息。“今天我們看
見，在一些企業內正對身心健康萌生出了更為主動的
關注，”arantes說道。“企業希望驅動更為偉大的創
新。他們確信，有了更有創造力、更有敬業度、更具
創新精神的員工，他們可以收獲積極的成果。在這樣
一個知識性的全球化經濟體中，投資于身心健康絕
對對企業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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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Hackett 
Steelcase公司CEO

整體論：

身體、心智、環境
 

“通過研究，我們將身心健康定義為：
 在一個支持性的物質和社會環境中， 
 能長期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心理狀態。”

當企業開始注意到影響員工身心健康的各個因素時，
通常都從身體健康和人體工學角度先入手，這點並不
奇怪。除了關注諸如肥胖、戒煙和鍛煉等員工健康的
因素，許多企業也關注辦公場所的人體工學來避免
工傷。

隨着人體工學在1980年代的興起，人們對于生物力
學以及為員工提供姿勢支撐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深
入的理解。相比1980年大家的關注點都在如何幫
助使用台式電腦的辦公室員工保持靜態、中位姿
勢，Steelcase突破性的研究則確認了能模仿脊椎移
動的動態支撐其重要性，為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樹立
了全新的行業標准。

隨後Steelcase研究人員對移動的重要性進行了研
究，並且鼓勵員工在一天中分散站立、行走和長時間
靜坐。由Marc T. Hamilton (2007)、Pedersen (2009)
和Stephens(2010)在近期進行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
長期久坐不動的行為和普遍的健康問題（輸入體重
增加、代謝綜合症和糖尿病）之間的關系。延長的靜
坐時間本身對身體要求嚴苛——破壞代謝功能，削
弱人體抵抗力。即使在終日久坐後到健身房鍛煉也
無法逆轉其對身體的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科技設備正誘惑人們在椅子裏一坐就坐上
更久，而椅子的設計要遠早于平板電腦以及其他手持
設備進入辦公主流。這些新設備的使用會引發新的
工作姿勢，有些會誘發更多疼痛。

我很幸運，在我職業生涯的相對早期，我就清楚地認
識到身體健康和工作成效之間的關聯。我的兄弟是
一位醫生，他給了我一些好建議，讓我意識到我需要
像努力工作一樣來努力地管理我的健康。我也認識到
健康不僅僅表現在身體上。我們的身體是一個複雜的
系統，其中很多循環體系都互相影響。

我在當時就認識到身心健康是實現身體、情感和精神
上的一種和諧狀態，因此我確立了目標，並且對實現
這種平衡非常關注。

在我擔任Steelcase的CEO之後，我強烈地意識到，
我對身心健康的感知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同樣成立：
員工個人的身心健康和他們所服務的企業其健康水
平有着密切的聯系。員工個人的健康情況越好，公司
的情況也越好——無論是財務指標，還是對市場的
靈敏度，還是創新和成長的能力。

說到個人的身心健康，我指的是工作中的“整個”
人——身、心、智——我認識到物理辦公場所可以成
為讓員工在其中積極發展的環境動因，反過來，這也
讓我們有能力將企業打造成一家具有複原力和敏捷
度的公司。

自那以後，每個人的工作複雜度和強度都在增加。由
壓力引發的問題——身心健康的對立面——是每個
企業領導者可以也必須積極管理的風險因子，不僅
在個人層面，也在企業層面。壓力過大、過度勞累、或
過于焦慮的員工無法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挑戰、推
進工作。與之相反，感到自己獲得支持的員工覺得自
己可以實現任何事情，並且在工作中收獲的個人滿足
感也非常強烈。

我們在過去十年裏進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個辦公
場所能提供所有帶寬——人們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所
有連接技術、工具和資源——這樣能夠減少摩擦，並
放大員工的能力。它能消除拖員工後腿、造成壓力的
各種限制、刺激源和不得不采取的變通措施。隨着我

Steelcase的CEO Jim Hackett即將于
2014年2月底退休，在他退休前的幾個
月，360期刊向他約稿，請他對于身心
健康本身、以及身心健康對企業及其領
導者的影響這一話題分享他的觀點。

們繼續開展研究和學習，這些事情都是可以被發現並
且得到解決的。這也促使我們決定開展一項全新的
研究項目，專門關注員工和辦公環境的身心健康。我
們希望通過深入研究，找到關鍵組成要素，理解辦公
場所如何成為人們身心健康的日常來源。我們仍然在
研究物理環境的力量，讓它有能力提供我前面描述
的和諧狀態。

我很幸運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有幾位卓越的領導人
成為了我的導師。Bob Pew 是在我之前的Steelcase 

公司CEO，他曾經給了我很多真知灼見。他曾經說，人
需要充實的生活，無論是工作中還是工作外。如果妳
想對辦公設施進行投資，請確保在設計之前，對人們
的需求有正確的認識——心理以及身體的需求。我
一直記得他的這番話，這也是我們在Steelcase所擔
當的角色以及所做的事業之基石。

當一個人加入某家公司時，一條紐帶就此形成了。一
個為實現員工身心健康而設計的辦公場所可以在實
現企業使命的過程中成為榮譽感和靈感的來源。這個
場所可以讓員工為作為公司一分子而感到愉悅；讓他
們情不自禁地想向家人和朋友展示；能從視覺呈現
上表達公司的象征。

我擔任Steelcase的CEO已經有19個年頭了，這份工
作從根本上來講更是一項社會工作。當妳認識到偉大
的企業其宗旨和心理健康都需要以人為本時，妳的
成績會更上一層樓。

為實現員工的身心健康而創建辦公環境是成功的關
鍵。這很簡單，卻充滿了能量。

創建身心健康的企業文化

身心健康: 
整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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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心情愉悅

身和心的連接

  

積極的社交+物理環境=敬業度

“西方文化往往將身、
 心和環境分開獨立對待，
 但是科學指出他們之間有着
 錯綜複雜的聯系，
 正如東方文化長久以來所知。”

隨着企業面臨日益複雜的問題，雇主意識到身心健康
是個需要多方位思考的問題，並積極尋找身和心之間
的聯系。今天，科學家們正在研究我們的身體狀態和
心理狀態之間的互賴性，以及我們的感官能如何影響
感知能力。

研究人員發現，我們的觸感——比如，接觸面是硬的
還是軟的，粗糙的還是光滑的——能影響我們對于
一個與此無關的人際互動的感受。另一個能強烈影
響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噪音。據一家英國的咨詢機構
Sound agency主席Julian Treasure所指出：噪音會
對心理、精神和行為帶來不良影響。他說，辦公場所
的背景噪音會增加員工的壓力荷爾蒙水平，逐漸損傷
員工的短期記憶力、閱讀理解力以及和同事打交道的
意願。

在辦公場所，惱人的噪音有各種來源：空調、令人反
感的鈴聲、交通、附近施工、“粉紅噪音”聲音掩蔽以
及——尤其是——其他人說話的聲音。

“有足夠多的研究表明，在心理 層面上，吵鬧的
辦公室裏最具破壞性的聲音就是人們交談的話語
聲，”Treasure說道。

“ 人 體 工 學 的 問 題 應 該 常 常 被 雇 主 記
挂，”Steelcase 高級人體工學學家 Kevin Butler說
道。“上肢問題，尤其是頸部和肩膀的疼痛會變得更
加普遍，因為人們整天低頭看手持設備。”

Butler指出，辦公場所的設計需要支持各種各樣
的姿勢——企業提供一系列工作場景，人們可以
自由選擇在裏面坐着、還是站立、行走、歇息、甚
至是坐立不安。不過Butler也提示，並非所有姿勢
在設計中都是被等同對待的。

“有些姿勢本身就對身體有害處，不應該被鼓
勵，”他提到。“我看到過設計得非常有趣、有
創意、有氛圍的辦公場所，但是裏面的人體工學
設計很糟糕。這不是利于個人或企業的解決方
案。”

人們需要有各種選擇和人體工學的支持。人在一
天當中需要保持活動的狀態，因此有一個可以讓
人四處活動的環境很重要；當他們入座時，椅子
能支持他們當今的工作方式，這點也同樣關鍵。

Gensler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建築、設計、規劃和咨
詢公司，Gensler的研究人員和設計師都同意：身
心健康需要從多方面考慮。不幸的是，許多企業
雇主仍然以為只在身體健康上有足夠的投資就無
後顧之憂了，Nila R. Leiserowitz、FaSId、IIda說
道。Nila是Gensler在芝加哥的區域高管，領導公
司在身心健康方面的全球舉措。她說：“人們以為
只要有了健身中心，就解決了所有身心健康的問
題。但這只是需要考慮的諸多方面中的一個。身
心健康不僅僅是一個健身中心、一把可調節座椅
的問題；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問題。身心健康在
妳的企業文化裏、人力資源的策略裏、以及環境
裏。它是一個共生的生態系統。”

吵鬧的環境似乎只會發展得越來越糟，因為當人們覺
得周圍越來越吵鬧時，他們說話就會越來越大聲（倫
巴效應）。辦公場所噪音太大會導致員工健康和生產
力的下降——生產力會下降66%，Treasure進行的一
項研究指出。

與此同時，他說，開放式辦公環境可以適配許多類型
的工作。“它是一種工作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種。
我們需要給人們提供能匹配他們手頭工作的空間。”
相反，辦公場所的安靜之聲也未必就是好事。一根針
落地都能聽見的安靜環境令人生畏，他說道，因為妳
能清晰地聽見其中每一丁點兒的聲響。

Treasure說道，解決方案是提供一系列辦公場所環
境，每一個環境的設計都要考慮到工作內容和使用
該空間的人所需要的聲量。工作環境的設計不僅僅是
為了外表好看，而要考慮各個感官的體驗。

隨着“認知超載”這個詞彙逐漸成為主流，研究人員
開始研究認知過程是如何與身體及其周遭的互動產
生聯系的。她的研究表明，由于人的注意力和記憶力
存在極限，因此當人們可以將認知的內容卸載到環
境中去時，他們能表現得更好。最為基本的保證，就
是讓物理環境帶有方便人們書寫的白板，給他們一個
地方把獲得的信息卸載下來，讓他們的工作內容可
視化。為了再往前推進一步，Steelcase研究人員正在
探索：怎樣憑借科技建築元素和家具，讓物理環境能
承擔日常的任務，比如，預見到何時應該打開設備。
如果能將一些功能卸載到環境中去，則能讓員工釋
放腦容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

蓋勒普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有關身心愉悅的研究找
到了身體和心理之間一個重要的連接：敬業度。他們
發現，缺乏敬業度是後期表現出抑郁、以及膽固醇和
甘油三酯總量升高的首要迹象。也許更讓企業主擔
憂的是：蓋勒普發現，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員工只是
在等下班；越是臨近下班，他們越是高興。因此，缺
乏敬業度的員工不僅僅只是效率低下的問題，他們由
于壓力造成的身體和心理的健康問題還可能給企業
帶來更高的成本。每天的壓力源會帶來負面情緒，讓
人始終處在一個提防的狀態中，隨時准備“戰鬥或逃
跑”。最終，壓力期間分泌出的皮質醇和其他荷爾蒙
會讓人倍感疲勞，給身心帶來不良影響。

“西方文化往往將身、心和環境分開獨立對待，但
是科學指出他們之間有着錯綜複雜的聯系，正如東
方文化長久以來所知。”arantes說道。“這說明身
心健康不僅僅只是身體層面上的‘健康’，也不等同
于快樂，後者是一種來去無定的短暫情緒。通過研
究，我們將身心健康定義為：在一個支持性的物質和
社會環境中，能長期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心理狀
態。”

身心健康: 
整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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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case辦公場所調查，訪問了超過37,000名北美員工

私密性

集中精神

稍作休息

95%的員工表示他們需要安靜、
隱秘的空間進行私密的談話

95%員工表示能在私密安靜
的場所裏專注工作很重要

50%的員工表示他們沒有賞
心悅目的視野

超過30%的員工表示他們的
空氣質量糟糕

91%的員工表示他們需要輕
松休閑之處來恢複活力

40%的員工表示他們無法采
得自然光

37%的員工每天在應對身體
舒適度調整上要花費30分鐘

超過半數（51%）的員工表示
在他們的辦公場所裏沒有那
樣的空間

40%表示他們沒有這樣的
空間

41%表示他們沒有安靜的空
間可以去

95%

95%

91%

40%

41%

51%

保證基本要素

50%

30%

40%

37 %

妳的辦公環境是否在暗中消磨着
員工的身心健康？

“當人們處于支持正面情緒的
 環境中時，他們能有成效地工作，
 相互合作，並且富有創意。”

19 

情緒的生物性驅動 向創意類工作轉變

對于身心健康概念中“身”這個維度，人們已經給予了
足夠多的關注。因此，Steelcase的研究人員決定將
工作中身心健康的研究重點放在許多企業都不願意
談論的方面——情緒。人們的感受對于其健康和工
作成效都有重要影響。

“簡而言之，工作是行動——做事情。情緒控制我們
的身體和心理如何行動，”arantes說道。“情緒連接
着心理和身體。人是在自然環境中進化的生物體。人
的生存與否取決于我們解讀周圍的環境的能力，是
安全還是危險，然後采取相應的行動。感知危險讓
身體做好逃跑或者鬥爭的准備。另一方面，如果我們
在一個安全、支持性的環境中，我們的身體會放松，
心理會開始思考其他事情。”

她特別強調：“其生物性驅動是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生
存下來的物種之原因——因為我們采取了由情緒所
觸發的相應的行動。我們的生物組織在不斷地進化
和修複。當我們處于消極的狀態中，我們無法修複自
己。當負面情緒成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時，一定要保
證其持續時間不會過長，並且有足夠多的正面情緒來
與之平衡。當人們處于支持正面情緒的環境中時，他
們能有成效地工作，相互合作，並且富有創意。”

當人們的工作發生變化時，他們的需求也會發生變
化。當需求改變時，辦公環境也需要改變，來保持對
工作的支持性。辦公室以前作為處理工作的場所，如
今正在逐漸演變成創意工作的場所，這點對于身心
健康具有重要意義。創意工作需要人與人之間保持溝
通，隨時能接收新想法，承擔風險，並且不斷做新的
嘗試。這些行為在壓力狀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要讓
創意類工作開展起來，辦公場所需要成為一個具有支
持性並且積極正面的環境。對于創意類工作，辦公場
所非常關鍵，同時也需要成就更多。

“諸如Zappos和Google這樣的公司對員工的身心健
康采取了更為情感化的應對方式，並將企業推廣成一
個充滿趣味、富有創意的辦公場所，如今他們已經從
這些舉措中獲益，”arantes說道。“他們正在收獲成
效，同時也意識到積極的員工士氣是附加的招聘激
勵。”

然而，大多數公司依然在辦公室身心健康的建設問題
上采取直覺法或者試錯法。對于身心健康的研究缺少
了這些信息：除了人體工學、空氣質量以及其他顯著
因素，還有哪些因素對工作環境產生影響。由此，我
們也缺乏對于驅動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的洞察，以及
企業如何能夠在他們的辦公空間裏給予這些因素實
際支持的行動方案。Steelcase團隊的研究目標就是
補上這些缺口。

“我們的研究工作之前提就是：我們不僅僅要去理解
身心健康；我們要去改善身心健康，”de Benoist解
釋道。  °

在 最 近 一 次 關 于 未 來 工 作 趨 勢 的 圓 桌 會 議
上，PopTech館長andrew Zoli問滿滿一屋子的人，他
們在哪裏工作成效最高。答案：不是在辦公室裏。人
們紛紛提到：舒適的咖啡館、家庭辦公室和圖書館，
這些地方都能讓他們感覺充滿精力、更加集中精神、
並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會議上只有一個人表揚了
她公司剛剛重新設計後的辦公室 —— 在那兒她有一
種工作的使命感，並且有活力。

這番對話映襯了許多其他類似的討論，無論是在網
上還是各種論壇裏，大家都在激烈地辯論：什么才
是能完成工作的最佳辦公環境。作家Jason Fried和 
david Heinemeier Hanson在最近推出的書“遠程”
裏表示，人們根本就不需要辦公室。

企業領導對此並不同意。對于一部分員工來講，遠程
辦公室的確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企業領導人認識
到讓員工覺得互相之間有聯系並且和企業的宗旨也
緊密相連也很重要，正因如此才要求大家都來辦公場
所上班。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創建的辦公場所能否讓
員工以最佳的狀態工作，從而成為大家願意前來的地
方。

Steelcase正在進行的研究指出了員工需要哪些支
持，才能在工作中表現出創造力，並且富有成效。研
究也指出了辦公場所最容易犯的錯誤。

領導企業通過關注物理環境，能夠給其員工的身心
健康帶來重大影響或阻礙。只需付出一點努力，員工
在下班時能和來上班時感覺一樣好，甚至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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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整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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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維度

辦公場所
身心健康的
六個維度
 

互聯化的辦公室
選擇+控制

如何有效地應對
互聯化世界中複雜的競争環境

挑戰

理解

創造

在哪裏工作、如何工作的
選擇權和控制權

文化背景

提供

考慮

員工需要  

技術
員工需要  

員工
員工需要  

能夠將技術和員工結合到一
起的互聯化辦公環境

1 積極樂觀  促進創造力和創新

2 專注性  全情投入

3 真實性  真我  

4 歸屬感  與他人聯通

5 意義  使命感

6 活力  起身活動

我/分享
接洽空間
飛地

我們/分享
培訓室
合作空間

項目團隊空間
共用項目空間
我們/獨佔

固定工作站
私人辦公室
我/獨佔

Steelcase團隊的研究彙總找到了身心健康會受到
物理環境設計影響的六個維度。這個連接六個維度
的概念基礎就是被Steelcase稱為“互聯化的辦公場
所”——它能給員工提供去哪裏工作以及如何工作
的控制權和選擇權。

“要能促進身心健康，員工就需要有各種各樣的工
作環境可以選擇，”de Benoist說道。“以往傳統的辦
公室設計，都只是考慮如何讓工作更高效，有時會采
取‘一體適用’的設計方式。但是這無法讓員工針對
自己的工作選擇最為合適的辦公環境。當員工可以自
己選擇時，他們會有一種掌控感，覺得被賦予了更大
的權利，從而對工作更投入，壓力更小。”

一系列場所

互聯化的場所和布置之間存在
一個共生系統，為用戶提供廣泛
的空間選擇，支持他們不同類型
的工作。

分享

獨佔

我 我們

一系列姿勢

提供一系列解決方案鼓勵人們
可以坐着、站着、甚至在移動中
工作，同時支持他們所使用的各
種科技設備。

一系列存在方式

在辦公場所中提供混合各種存
在方式（物理和虛擬）的一系列
體驗，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以下這個框架為在一個互聯化的世界裏設計辦公場
所提供了創建和評估的方法。它認識到人們同時需
要獨立（“我的”）工作模式和小組（“我們的”）工
作模式。同時它也打破了固有思維——所有獨立工
作的空間都必須是預先分配好或者“專屬的”；所
有小組空間都必須是共用的。這個框架讓人們可以
自己選擇最能支持自己工作模式的空間。在一個互
聯化的辦公場所裏的一系列空間需要能支持專注工
作、合作、社交、學習，並且充分考慮人們的身體、心
理和精神需求。

能提供這種選擇權和控制權的三個關鍵原則是：

一系列場所

互聯化的場所和布置之間存在一個共生系統，為
用戶提供廣泛的空間選擇，支持他們不同類型的工
作。

一系列姿勢

提供一系列解決方案鼓勵人們可以坐着、站着、甚至
在移動中工作，同時支持他們所使用的各種科技設
備。

一系列存在方式

在辦公場所中提供混合各種存在方式（物理和虛
擬）的一系列體驗，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與辦公場所的設計相結合，這些原則為Steelcase研
究人員發現改善員工身心健康的六個關鍵維度打下
了基礎。

身心健康: 
一個互聯化的辦公場所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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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考慮要素：

1 讓人們可以選擇並且控制在哪裏工作，如何工作。

2 創建允許個人化、定制化的空間，而不是被辦公場所

的標准嚴格束縛。

3 提供功能布置和可見性，讓人們覺得工作得到了支

持。

4 設計有透明感，人們能看見和被看見，建立信任關系。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積極樂觀
促進創造力和創新

1

這個布局提供宜人的視野景觀，
並且讓人們在環境中多多活動。
鼓勵用戶隨時選擇合適的地點來工作。
非正式的社交環境設計支持人與人的
聯通，並能提供各種茶點。

積極樂觀不僅僅只是期待生活各個方面都有正面的
結果。積極樂觀還意味着勇于去探索和發現，傾向
于嘗試新方式，而不是過于規避風險；意味着用樂觀
的視角闡述和回憶過往，在當下創造快樂，並且看見
未來的無限可能。

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發現：我們的樂觀精神、自
尊心以及掌控感（能正面改進生活的能力）是存在
于基因裏的。但是他們也指出，基因並不決定命運，
人的活動、關系和所處的環境在關系式中有同樣大
的影響力。情緒在我們積極樂觀的傾向性上扮演着
重要角色。害怕則培養出消極悲觀的情緒。

積極樂 觀的能力對于當今 企業所需要的工作類
型——創造力和創新——尤為關鍵。它能影響一系
列行為，如：能看見大局、探索新想法、思維開放、願
意冒險並且承擔更難的任務。它也讓人願意接受改
變。在這番理解下，員工的積極樂觀對企業的靈敏度
和複原力有着重要影響。正因如此，積極樂觀的員工
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中更容易成為高效的員工。

“積極樂觀也許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工作技能，” 
de Benoist說道，“企業面臨那麼多無常的變化和壓
力，能超然于恐慌和焦慮之上的員工能幫助公司營
建出可以在當今世界裏蓬勃發展的企業文化。”

在辦公場所培養積極樂觀的心態

賦予員工主動權的辦公場所鼓勵員工進行持續的試
驗研究，用積極的方式展示品牌以及企業留下的文
化資產，體現出企業一路走來的進步和未來的無限
可能。“員工需要感受到自己對于自身以及企業的
環境有個人的影響力和控制力，而不是一味感到被
標准和規矩所束縛。”de Benoist建議道。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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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注性
全情投入

這個專屬空間適用于個人集中
注意力工作，也適用于一對一的溝通。
用戶可以利用垂直白板讓
工作內容可視化，可以通過
遠程在位技術和遠程團隊溝通，
也可以單獨工作。

在辦公場所培養專注性

“員工需要能在日常生活中幫助他們管理認知超
載的物理空間，又能完全投 入在當下時刻。”de 

Benoist說道。

設計考慮要素：

1 設計能讓人們面對面聯系的空間，一對一，臉對臉，

不只是通過科技設備。

2 設計能讓員工控制自己感官刺激的區域，讓他們自

由調節高低。

3 通過材料、質地、顏色、燈光和事業，提供恬靜舒緩

的場地。

4 創造能讓人們的聯系不被幹擾和打斷的場地。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專注性指的是既能平衡生活的緊張節奏，又能完全投
入在當下時刻。當今的科技給同時處理多種任務提
供了各種可能，讓人們可以身處于一個會議中，但是
心神早已落到郵件裏去了。

隨着企業主意識到科技、市場和全球化戰場上的迅
猛變化給企業帶來了無常的波動、不確定、混沌和模
糊性，商業中的專注性在企業裏得到成倍的關注。現
實的狀況給企業中的員工布下了各種導致壓力的因
素，企業需要一種全新的領導方式予以應對。

著名心理學家以及引起廣泛影響的書“Flow”的作者 
Mihaly Czsikzsentmihalyi說：“flow”這一概念源于
他對于幸福感和創造力的研究。它是多線程處理工
作的對立面，也是專注性的直接產物——如，感覺自
己完全沉浸于這樣一種感覺裏：有着通電般的專注，
全情參與，享受正在做的事情。

“專注是身體和心智的融合，此時妳已經沒有了時間
流逝的感覺，”de Benoist說道。“這不意味着只有妳
一個人的時候才能實現專注。人們在專注中也可以一
起工作，就仿佛一支爵士樂隊在表演，全都集中于當
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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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
真我

3

設計考慮要素：

1 創建能幫助人們自在表達自我和分享想法的空間。

2 納入非正式、無限制的環境，就仿佛在家裏一樣。

3 設計能讓人們將個人價值與品牌價值聯系起來的空

間。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在那個年代的辦公場所裏（經dilbertville和“廣告狂
人”推廣），在工作中允許自己脆弱或者流露出情感
是不能被接受的。由于“戰鬥或逃跑”的情緒在高速
運轉，許多員工還是習慣于偽裝完美狀態或表現出被
期待的行為來給自己設防，這往往會導致挫敗感、怨
氣和不健康的行為。 

與之相 反，身心健 康 是 通 過自我 表 達 來 培 養 的    
——無論是工作中還是生活裏，都有做自己的自由。

蓋勒普十多年來的調查數據揭示了在工作中保持身
心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一位工作中的好朋友。情
感關系能加固人對大企業的承諾。擁有一位親密的
朋友和積極的互動少不了信任，這就需要保持真實
性。“即使在講究集體主義多過個人主義的東方文化
裏，在工作中保持真我並且能自由表達對于保持身心
健康也越來越重要了。”arantes說道。

在辦公場所中培養真實性

“員工需要能感覺到對企業文化有歸屬感的空間，
並且被鼓勵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價值，”arantes說
道。“領導人要樹立真實性的標准和通調，而可定制
化的工作環境和社交布置能強化這個訊息。”

這個休息區讓同事們可以進行
非正式的溝通和聯系——無論是
社交還是分享想法。
像家一樣的環境設計讓員工
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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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歸屬感
與他人聯通

有意義的生活需要感覺到自己和他人有聯系。工作中
的社交聯系是持久的，感到自己對別人有用是產生積
極情感的重要方式。

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在他著名的普遍人類需
求層級中將歸屬感放在了第三層，只有生理需求（食
物、水、水面等）和安全需求排上其之上。多項研究和
實驗都指向人生來就需要彼此這一結論，蓋勒普的
數據也為此提供了經驗實證：在工作中有親密的朋友
和積極的互動能大大提升人們的工作敬業度。

情感關系能加固人對企業、品牌及其使命的承諾。如
果員工之間沒有有意義的連接，公司看上去就會像無
名氏一樣。因為如此，能滿足移動性、另辟蹊徑的工
作策略以及跨地區的遠程在位必須經過有意圖的設
計，員工才不會丟失歸屬感。

“移動性可以是積極正面的，因為妳給人們帶來了
靈活性，視頻會議正快速成為一項日常工作，對全
球團隊尤其如此。但是人們還是要能與他人保持足
夠多的聯系，並且看到自己無論身處何處，都對公司
有價值。員工需要知道自己是超越自身的大環境中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並且知道公司裏有別人關心自
己。”arantes說道。

在辦公場所裏培養歸屬感

“隨着工作變得越來越移動化和全球化，創建歸屬
感比起以往挑戰要來得更大，但重要性卻一點也沒
有減少，”arantes說道。“領先的企業讓他們的辦公
場所變得方便員工與他人合作，與科技聯通，由此讓
員工覺得有理由選擇在裏面工作。他們努力為移動辦
公、分布各地辦公以及身處辦公室內的員工創建出平
等的社區感、歸屬感。”

設計考慮要素：

1 入口的創建要讓那些不經常在這裏工作的員工感覺

受到歡迎。

2 為移動辦公或常駐辦公的員工提供空間和設備都充

分的空間，讓他們可以獨立工作或者團隊合作。

3 提供視頻會議的設置，讓遠程參與者可以看見房間

內和牆上的內容，並且清晰地聽到每個人說話。

4 為社交（無論是面對面還是虛擬社交）設計非正式

區域。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移動辦公的員工可以方便地
和同事們聯系，感覺到歸屬感。
長桌設計支持用戶的各種需求，
無論是專注工作、合作共事
還是需要迅速完成的任務。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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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義
使命感

人們需要用到自己的所長，看到自己的影響力、以及
自己如何對公司的目標作出了貢獻。Edward diener

是蓋勒普公司的資深科學家，昵稱“幸福博士”，他說
大家所謂的“使命感定向”——人們真正所熱衷的事
情，從本質上來說最有回報。

使命感能幫助企業主建設出一個基于信任和合作的
有適應力的公司。它將“能做”的態度和精神注入到
企業中去，de Benoist說道。

“信念是一個社區每天分享的儀式，”他說道。“在最
完美的情況下，一個人生活的意義和公司的使命是相
通的，並且可以互相促進。當我們周圍的人都對同一
件事情持有信仰，在同一個空間裏為相似的目標努力
工作，這就營造出了和諧的感受。”

“品牌並不僅僅對客戶有意義，”arantes說道。“品
牌也要讓公司裏的員工對品牌象征有理解，並且能在
他們的日常工作中時時留心到。”

“如果對于想成就的事情沒有共同的理解，讓大伙
兒都在同一條路徑上往同一個目標努力就會變得困
難。人們需要意義，才能明白他們的工作不是浪費生
命。即使是一大組人，只要他們目標和使命一致，行
動起來也能很迅速。” 

在辦公場所中培養意義

“我們如何支配時間，用對的方式做對的事情，能在
很大程度上影響身心健康，”de Benoist說道。“如果
空間的設計宗旨能幫助人們實現有意義的目標，則能
讓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和整體企業績效大有不同。”

設計考慮要素：

1 大廳以外的空間也能強化公司品牌、使命、曆史和

文化。

2 利用垂直空間，讓思考和進展可視化。

3 用科技展現實時信息。

4 創造一個空間的生態系統，為人們提供選擇，能高

效地獨立工作或協作工作。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這個沉浸式團隊空間讓成員
有地方分享並展示點子、
想法和進展中的工作。
這個空間為合作共事和信息分享
提供模擬和數字工具。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32 33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6 活力
起身就走

人的身體和心智是怎樣如一個互聯化的體系一樣運
行的——科學家在這個方面不斷有突破性的發現。
腦化學專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神經學家dr. 

Candace Pert在她1997年的著作“情感的分子”中
寫到，在人體中掌管每個系統運行的受體和肽創建了
她所謂的“身心智能”。

作為對生命力科學領域的持續探索，在業界頗有聲
譽的期刊（如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以及大眾媒體（
如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醫學研究提高了大眾對于久坐
不動帶來的負面效應的認識。梅奧診所的James a. 

Levine博士是在不活動領域領先的研究學者，他表
示該領域的研究量近期有了爆發性的增長，“因為不
活動帶來的醫療健康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不活動帶來的風險和身體、心智都有關，因為肌肉不
活動會帶來一系列不良的代謝效應，包括給大腦的
養分供給變慢，降低機敏度。 

可見，讓身體保持活動狀態，對保持工作中的身心活
力很重要。“活動是思想的身體語言，”de Benoist

說道。“采用不同的姿勢能刺激思想，健康的環境能
鼓勵人們活動，健康飲食，健康鍛煉。”

此外，工作環境中的感官體驗也很重要。我們常常在
空間環境的情境中互動，利用感官和神經系統，處
理觸感、燈光、聲音以及其他影響身心狀態的刺激因
素。因為刺激因素往往都有直接或即知的正面或負
面結果，人們自然地會想要對環境有選擇和控制的能
力，尋找讓我們“感覺好”的地方。

“當妳來到辦公場所時，妳想要能支持妳工作的工
具和環境，無論是獨立工作，還是團隊合作，還是
在一個愉快的地方吃一頓飯，還是在室外呆一會
兒，”arantes說道。“提供一系列支持頻繁活動的場
所是保持活力的基礎。”

在辦公場所培養活力

我們對一個地方的體驗能影響我們的行動。對工作
場所投入能完全改變員工的態度和行為，創建一個
全新的空間氛圍，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裏提升員工動力
和績效。

設計考慮要素：

1 空間的設計要讓人們可以控制周圍的感官刺激水

平。

2 提供調節起來簡單方便的家具，能適配各種尺寸、需

求和偏好，鼓勵人們多活動。

3 提供健康食物選擇的咖啡廳。

4 利用日光、事業、通風、露台等，將大自然帶入辦公

室。

5  通過建設位于中心的樓梯、戶外步行小道、自行車支

架等設施，支持有活力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欲了解在辦公場所支持身體、精神、心理健康的設計
應用概念，請參見身心健康暢想（第35-50頁）

這個環境提供各種不同的布局，
讓員工自由選擇工作地點和方式。
開放式的社交環境能促進
人與人之間建立信任，
提供和他人溝通聯系的機會。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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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員工績效

身心健康是當今商業世界裏的競爭力。
要獲取它，員工要有支持性的環境，
從中培養出身體和心智的健康，
這樣的環境能賦予他們積極解讀
和體驗各種事件的情緒掌控力，
並轉化成高效、積極的行為。

基于我們研究的洞察，我們開發了一些設計方案，
希望它們成為辦公空間設計的催化劑，
為在辦公場所的員工提供身體、精神、心理需求多方面的支持。

身心健康暢想

應用概念

35 

IBM的CEO研究指出：公司向着具有合作精神、善于
溝通、富有創意又靈活應變的方向轉變不僅僅是HR

的事兒。CEO們看到了這一挑戰對其企業的關鍵性，
正計劃要讓全體高管共同參與到其中，並親自領導這
一舉措。

公司裏的各級領導如果能把對身心健康的注重納入
企業策略，則能在實現這一目標上獲得更大的牽引
力。企業主對于員工投入巨大，希望長期來說有正面
的投資回報。對于那些理解到員工的身心健康是企業
實現利潤迫切之需的企業而言，潛在的收益是巨大
的。相反，如果工作環境不足以支持員工的工作，沉
悶無靈感之光，不僅僅會損害員工的身心健康，也無
法激發員工的潛能，是短視又有風險的做法。

“企業知道他們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創
新的產物投入市場。那就需要讓員工自身能大放異
彩，”arnates說到。“過去，領導人可能沒有意識到
員工的身心健康所帶來的影響。這點正在變化，這需
要不同的思維。”

身心健康是當今商業世界裏的競爭力。要獲取它，員
工要有支持性的環境，從中培養出的身體和心智的健
康，這樣的環境能賦予他們積極解讀和體驗各種事
件的情緒掌控力，並轉化成高效、積極的行為。最佳
的場所通過為員工提供實現工作中的身心健康之所
需，讓人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中去。

結果可以是自我續存的：身心健康是一種影響全身的
感受，很容易散發出積極的感染力，提升個人、團隊
乃至整個企業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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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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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辦公區

咖啡館

移動辦公區

飛地

創新套房

休憩區
項目工作室

休憩區

中庭

私人辦公室

常駐辦公區

為身心健康的  
六個維度做規劃
 
 
在工作中收獲身心健康，關鍵是在一個支持性的物理和社會環境中，持續營造並維持健康的身體和心理。單
個空間並不能達到這個效果。

身心健康  
六個維度的應用

積極樂觀

讓個人和團隊能方便地對空間進行修改，鼓勵試
驗研究，激發想象力和創造力，擴展可能性。

專注性

提供多樣化的設計布局，讓人可以獨立工作、一對
一溝通、合作共事、或團隊協作，從而創造出能支
持專注工作，並減少不同工作任務之間幹擾的環
境。

真實性

讓個人和團隊根據自己喜愛的工作風格來選擇空
間環境，以此來表達自我。鼓勵員工在桌面上、電
腦上、手持面板和智能手機上展示個人物品。

歸屬感

提供鼓勵員工在個人層面和職業層面溝通聯系的
空間。確保讓用戶彼此聯系的空間可以讓同地辦
公或分布式辦公的團隊很方便地找到。在空間裏
嵌入媒體牆等元素，強調溝通聯系的重要性以及
企業對員工的承諾。

意義

通過創建一系列不同的空間和在位方式— —如，
物理和虛擬空間裏的合作布局，讓同地辦公或分
布在各地辦公的團隊都能在裏面工作。提供社交
空間，強調有趣且具有社交意味的互動的重要性，
以及公司鼓勵這些行為的立場。

活力

設計鼓勵活動的空間。創建一系列室內和戶外的
空間提供多種工作姿勢的選擇（坐着、站着、半蹲
半坐、躺着），並且鼓勵人們多走動，以創造身體
和心理的能量，激發思維，提高靈敏度和專注度。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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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eiNG: 
thoUGht StArterS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i2i® 座椅
c:scape® 桌面解決方案
media:scape® 合作解決方案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media:scape® 合作解決方案
Cobi® 座椅
ExponentsTM 存儲

牆壁當作面板用來進行模擬和數字化的
合作辦公。椅子都是旋轉式的，
員工可以和坐在不同位置的人有
目光接觸，也可以方便地看到
顯示在各種不同載體上的信息。

可移動座椅，不顯拘泥，
也可以變化姿勢。

項目工作室
 
 
  一個沉浸式的分享空間，支持項目小組和小型團隊進
行基于模擬或數字媒介的合作、內容分享和創意構
思。裝備齊全，滿足用戶對工具、舒適度、擴增以及姿
勢的各種需求。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高清遠程定位技術和辦公家具
將創新的條件得以放大，
提高實際參與和虛擬
參與的同事之間互動的
質量和數量。

利用牆面作為顯示信息的
垂直面板，為處理複雜問題
騰出更多大腦容量。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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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eiNG: 
thoUGht StArterS

咖啡館 在咖啡館裏，更容易看見
別人，也被別人看見，
走到一起，聊一聊天。

一系列不同的布局，
適用于社交和非正式會議。

應用組成部分

Enea LottuTM 桌椅
Last MinuteTM 座椅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一個非正式的社交環境，支持人與人之間溝通聯系，
建立信任，並且便于提供茶點。它讓員工在這個環境
裏社交，並且為移動辦公的同事提供優雅的工作地
點，為他們營造歸屬感，促進健康的職業關系，填補
在位方式的落差感。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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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辦公區
 
 
為移動辦公的用戶所設計的區域，提供各種環境布
置，適用于專注工作和合作辦公。一應俱全的空間和
姿勢選擇為移動辦公以及分布各地辦公的用戶提供
解決方案，讓他們感受到歸屬感，以及對品牌和文化
的認同感。共享的空間允許用戶將其個人化，並自由
選擇，給人一種自豪感和臨時所有權。

私人辦公室

一個專屬空間，讓人可以自我表達，展示個人物品和 
 職業物件。用戶可以充分利用空間來支持他們的自身
 需求——擴大聲音，讓工作內容在牆上可視化，或者     

一個人埋頭專心工作。

應用組成部分

Ology  桌
GestureTM 座椅
SotoTM Worktools
B-Free Lounge 
Flexbox 存儲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denizenTM 桌子和存儲
BobTM 座椅
BinduTM 座椅

房間帶有隔音板，能從個人專注
工作的模式快速切換到
一對一的溝通互動。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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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
 
 
這個空間布局提供賞心悅目的視野景觀，讓人接觸
到自然，並提供一系列空間、姿勢和儀態方式的選擇。
鼓勵用戶根據手頭的工作選擇合適的辦公地點，從
而鼓勵人們多活動。一應俱全的布局設計為用戶在一
天當中的各種需求提供支持，無論是專注工作，休憩，
還是合作。

應用組成部分

Emu Shade 座椅
Emu HeavenTM 桌椅
Emu IvyTM 座椅

毗鄰一個通往中庭的公共區，
鼓勵員工常常到戶外去。

配有無線網絡和電源插座，
無論是個人和團隊辦公，
都能讓其成為一個高產的
戶外工作環境。

可以沐浴在陽光下，也可以在
遮蔭下，為不同的偏好准備。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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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區

應用組成部分

MilbraeTM Lounge 桌椅
WingTM Lounge 座椅
awaitTM Lounge 座椅
Currency® WorkwallTM 存儲

創新套房

牆面作為工作書寫板面，
偉大的創意逐漸變為現實。

不受限制的環境培養
“如果……將會怎樣”的思維。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BuoyTM 座椅
awaitTM 座椅
EE6® 存儲
turnstone® 白板
Topo® 移動座椅

對于那些不適應高感官強度
環境的同事可以到這個空間裏，
弱化周圍的刺激源。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一個非正式的空間布局，讓同事可以在許多人的環境
中保持獨自一個人的狀態，或者在周圍正發生各種活
動的環境下進行非正式的互動交流。在這個空間裏，
可以看到戶外景觀以及企業紀念品的展示。

一個微調想象力、激發創造力、促進批判性思維的空
間。激發、促進、支持不斷發展的創新流程，是公司對
于創新文化承諾的一種符號化的切實表達。

身心健康: 
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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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地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Hosu 座椅
media:scape® 合作解決方案
EE6® 存儲

應用組成部分

V.I.a.TM 建築隔斷
RegardTM 長桌
airtouch® 桌
WalkstationTM

EE6® 存儲

帶有遠程定位技術的飛地，
支持一對一解決問題，
同時又不遠離團隊空間。

在一個安靜的空間裏休憩，
可以冥想，也可以放空大腦，
為下一個任務做准備。

帶有踏步機的工作桌面不僅
鼓勵健康的身體活動，
同時也促進思維敏感度。

高度可調節的桌面，

讓人們可以站着辦公，恢複能量。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小型的私密空間可以讓人休憩、專注工作或恢複能
量。有明顯的視覺信號，讓人容易找到並且進入該區
域。

身心健康: 
暢想



50 51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負責人

負責人

Gensler: 專為身心健康設計常駐辦公區

應用組成部分

Ology 桌
Flexbox 存儲
GestureTM 座椅
SotoTM Worktools

*並非每款產品在各國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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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大部分醒着的時候都在工作，因此，提高身心
健康還有比辦公室更值得關注的場所嗎？

設計師Nila R. Leiserowitz和Sarah Bader相信，
辦公室最有可能給人們的身體健康帶來積極的影
響。Nila R. Leiserowitz和Sarah Bader都是世界
著名的建築、設計、規劃和咨詢公司Gensler的負責
人兼企業員工健康領域的領導者。

響應 對健 康意識的提 升以及 對身心健 康更為關
注的號召，G e n s l e r 聚集了一群專門從事身心健
康環境— —從城市規劃、到樓宇建造、到室內設
計——相關研究的設計專家，創建了一個實踐區。在
Gensler的企業客戶中，他們看到企業主對于提升辦
公場所的身心健康愈發關注。

“多年來，企業主對可持續發展以及工作環境有了很
多關注，認為這些都是對人才招聘產生重要影響的
決定性因素。現在我們開始發現，應聘者提出要求，
想要理解公司對于員工身心健康的承諾。對于想要招
募優秀的知識性工作者的企業，無論經濟好壞，對于
頂尖人才總是求賢若渴，需要爭奪的。因此，妳需要
用強有力的方式向他們傳遞企業文化，讓他們感知到
員工可以在妳的公司裏獲得成功，”Le iserowi tz說
道。

身心健康和生產力有直接的關系，位于Gensler芝加
哥辦公室I Ida的Bader說道。“人們以前覺得身心健
康等同于身體健康。但是現在我們意識到其中還有
心理健康的層面。身心健康能促進好思路、好想法。
這不正是企業主雇傭員工的初衷嗎——他們雇傭妳
不是為了讓妳出現在那裏，而是讓妳思路清晰、具有
敬業度地工作。”

人們比以往更加關注他們的健康了，醫療保健行業的
私人定制也正在有條不紊地開展中，這對于工作中的
身心健康也有直接影響，Le iserowi tz說。“妳現在
是妳自身健康的一位消費者，妳能選擇如何消費妳
的這一資產，那就是健康。我們很高興看到企業更加
注意到這點，並且期望員工能保持健康。”

“ 這 一 定 會 成 為 這 個 世 紀 中 更 為 重 要 的 一方
面，”Bader補充道。

在令人們覺得心情愉悅的環境中創造體驗，這點非
常關鍵，研究證實今天的辦公場所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Gensler于2013進行的辦公場所的調查結果
表明，每四個美國的員工中，只有一人說自己有理想
的辦公環境。並且，員工的工作效益自2006年以來
就不斷下滑。“為員工提供合適的工具、政策和空間，
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幫助企業營造出讓自主的、敬
業的員工做出有效決策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個人
績效的工作氛圍，”報道中提到。

“我們選擇成為建築師、設計師，是因為我們想為人
們創造體驗，”Leiserowitz說道。“空間是強大的。
這是人們視作當然的最為強大的體驗之一。因此，看
到我們將身心健康作為空間的一個問題予以越來越
多的關注，是個令人激動的進步。優秀的空間能創造
出優秀的體驗。空間是身心健康的基礎。” 

Nila Leiserowitz 
Principal, 

Sarah Bader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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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支持性工具和個人控制技術的專屬個人空間。用
戶可以將自己的工作桌面個性化，並根據自身情況將
其調節到最佳舒適度。整體區域能支持各種用戶需
求——無論是專注工作，團隊合作，還是需要快速完
成的任務，讓員工自己選擇讓自己效率最高的工作地
點。

每個工作桌面都帶有個人存儲置物架和挂鈎，
減少雜物在桌面上堆放，這同時也成為
員工之間的分界線。高度可調節的桌面不僅
鼓勵健康的身體活動，同時也促進思維敏感度，
還兼顧了員工自身的需求和偏好。 

身心健康: 
暢想



52 53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steelcase.com/teamstudio

提升創新力
media:scape® TeamStudio™ 將創新力得以最大化，大大提高了在其中進行合作團隊之間互動的
質和量。無論是本地參與還是虛擬參與的員工，都可以通過使用模擬和數字工具進行無縫、
平等、快捷的溝通交流。其結果是構建出了一個能夠促進信任、支持合作共事、加速創新的辦公場所。

©2014 Steelcase Inc. 版權所有。本手冊中所使用的注冊商標均為Steelcase公司或相對應所有者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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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與                     Nic Marks
的問答時間

“公司想要獲得競爭力，那得從讓員工更快樂出發，” 
Nic Marks說道。Marks是位于倫敦的新經濟基金會（NEF）獨立
智庫“ 身心健康中心”的創始人。他說，更為快樂的員工也更為高
效、更有創新精神——他有數據可以證實這點。他還開發了頗具
影響力的幸福星球指數——由中心機構發表的一個全球指標，衡
量人的身心健康和環境影響。

Marks是Happiness Works的總監。Happiness Works是一家
位于英國的公司，旨在幫助企業高管衡量並提高辦公場所的幸福
感。Marks是幸福感和身心健康數據分析的先行者，同時他也是

一名心理治療師以及組織變革顧問。

企業人員有認真對待幸福感這個命題嗎？

當妳用“幸福感”這個詞和他們交談時，就顯得有爭議

性了。幸福感聽起來虛無縹緲，正因如此，我們用數據

度量讓它顯得有據可依，更為實際可行。要知道我們

正在向世界上的實用主義者兜售這個概念，並且讓他

們信服為什么工作中的身心健康那么重要。與支持者

和革新者溝通這個概念要來得簡單，但真正的挑戰是

和去說服妳需要溝通的那群人。

幸福星球指數背後有哪些信息？

它衡量人的體驗：生活的質量；以及人的壽命。此外還

有生態足迹——衡量要獲得美好的生活，我們用了多

少資源。幸福指數——他們有多幸福——來源于蓋勒

普調查以及全球民調。

在某種意義上，生態足迹最具有爭議性，尤其當我們試

圖去衡量我們對地球所施加的壓力時。要衡量一個消

費者在生活中所使用的每一件物品、以及這一物品消

耗了多少地球資源，非常之複雜，但在現實意義上，這

足以區分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差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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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談巷議都會說：
 創造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偉大的藝術都是
 由深陷痛苦中的人創作的。”

理解幸福星球
指數

HPI衡量某個國家給其人民帶來的長壽、快樂、具有可

持續性的生活，通過運用151個國家在預期壽命、身心

健康、生態足迹方面的數據。

生活中的身心健康是0-10的評分，由每個國家的訪問

者得出。預期壽命單位為年。生態足迹（維持一個國

家人均消費水平所需要的土地規模），單位為公頃。 

欲獲得更多訊息，請訪問www.happyplanetindex.org

HPI =
生活中的身心健康  x  預期壽命

生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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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PI指數，哥斯達黎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之一。
為什么呢？

從最直接的幸福感出發，哥斯達黎加的確是全球
民調中最幸福的國家。整個拉丁美洲雖然經濟發
展不平衡，存在貧困現象，但是他們的幸福指數
比妳想象的要來得高。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有更
強大的社交關系網絡，給生活和社區帶來了生機
和活力。家庭組織也更為穩固。

那個地區的人們即使在困境中（如持高不下的犯
罪率和愈發明顯的貧富懸殊）也顯得生機勃勃。
哥斯達黎加的人民壽命比美國人更長，這個事實
本身就令人吃驚。他們所用的資源也只是西歐和
北美國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公司怎樣做能培養幸福感和身心健康呢？

他們用很直接的方式。在Zappos，創始人Tony Hsieh

的整個商業模型就是以此為中心的。他相信，要讓顧
客開心，首先得讓員工開心。Zappos長期以來都是一
家非常注重價值觀的企業。10-15歲以下的年輕企業，
往往從一開始就采用這個方式。

要讓關注點不同的企業扭轉過來就會比較困難了。妳
怎樣向那些企業證明如果他們采取不一樣的方式，會
表現得更好呢？思想開明、願意學習新的做事方法的
CEO們會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商業模式。企業裏有
那么多員工的潛能尚未得到利用，沒有總體指揮和有
效控制的方式，妳不可能將這些潛能激發出來。

有沒有“幸福公司指數”供企業參考呢？

這是我們的新公司Happiness Works重點關注的領
域，旨在幫助企業進行積極的變革。我們正在設計衡
量工具，這些工具能指引企業如何進行積極的變革。
這個工具會先給整個企業、每個團隊和個人打分數，
再將這些分數分解成一個個單元，企業主在此基礎上
能思考哪些幸福驅動力對他們有用，哪些可能不適合
他們。

幸福感背後的驅動力是什么？

對于個人而言，幸福感有五個驅動力，我們稱之為
身心健康的五方面，是由新經濟基金會通過從英
國政府名下的心理資本和身心健康的遠見項目中
收集資料而得出。這五個方面都是實證的行為，能
改善人們的身心健康：與他人連接、保持活躍、關
心周遭的事物、保持學習的心態、積極給予。這些
都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小事。

然後會涉及企業建制以及是否得到完善的管理、企
業的物理環境和文化、企業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在做
什么事情。這些都是大問題。然後會涉及到人們的
工作內容，這是心理和社交需求開始切入的點。人
們能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自我表達，有掌控感，感到
自己在進步，關系的強弱度。因此，做自己，有自主
性，做自己擅長的事情，學習新事物，與他人相處
融洽——對公司裏的員工來說，這四個日常工作中
所發生的事情將轉化成積極或消極的體驗。

身心健康和創新之間的聯系有多大？

在這方面有很多研究，大多數來自于北卡羅來納大
學的心理學家Barbra Fredrickson，她的研究關注
人們在心情好和不好時工作方式的差別。這是一個
曆時20年之久的巨大的研究工作，我只是簡單總結
一下。簡而言之，她表示，心情好的人會能更好地看
清全局。心情不好的時候，妳更傾向于看到事情不
好的一面，整個局面裏妳只能看到這些。但是當妳
心情好的時候，妳能在事物之間建立起聯系，更清
楚地明白全局，看到關系裏的更多細節。因為妳在
心情好的時候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做更多的事情，並
且做得更好，因此妳會更有創造力。

街談巷議都會說：創造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偉大的藝
術都是由深陷痛苦中的人創作的。顯然的確是有很
多倍受磨難的偉大的藝術家，但事實上他們在意志
消沉的時候是不會作畫或創作的。他們是在痛苦的
體驗之後才作畫的。在由正態總體組成的正態公司
機構裏，心情愉悅的員工要比心情低潮的員工更有創
造力。

企業需要富有創造力的個人，但同時他們也需要一
個體系，能支持創造力轉化成實際的創新。因此，單
單讓員工更加開心還不夠，妳還需要把“樂于接受挑
戰”確立成一種處事方式。通過改善內部體系，妳可
以讓員工將創造力變成企業可以從中收獲利潤的東
西。

物理環境如何能促進幸福感和身心健康？

關于辦公場所的物理環境會如何影響績效和士氣，大
家眾說紛紜。我建議企業在創造空間的時候，不單單
考慮如何支持人們直接的工作需求，也要支持他們對
于幸福感的訴求。因此，設計能讓人們邂逅的“碰撞
區”，能讓人安靜思考的空間，讓人們鍛煉身體或者
邊走邊開會的戶外小道，以及讓人們聚到一起、一起
學習的社區空間。我覺得讓辦公室的設計變得既實
用又有趣還是有很多進步空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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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
身心健康的  
辦公場所 

領先的企業明白，員工有更好的身心健康狀態不僅僅能讓員工身體更為健康，醫療成本更

低，還能讓他們更高效，更有創造力，更具有創新精神，同時也降低了流失人才去競爭對

手那裏的可能性。隨着企業越來越關心員工的身心健康，企業主在尋找能夠衡量他們是

否在向着目標靠近的方式，希望有企業標杆，並獲得更多靈感。

位于康涅狄格州裏奇菲爾德鎮的Boehringer Ingelheim醫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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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布魯塞爾的ING，沒有一個員工有指定的辦公
桌。員工可以根據自己需要完成的工作內容，在一
系列辦公場所中進行選擇。

“企業高管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就是向他們的

員工傳遞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
他們關心每一個員工的
整體身心健康水平。”

自從身心健康被視作公共政策成功與否的有效證
明，政府開始對身心健康進行了數據化衡量。例如歐
洲社會調查跟蹤30個國家的社會態度和行為。近年
來，每個大洲的國家——墨西哥、智利、日本、不丹
以及英國——都開始對身心健康進行國家範圍的衡
量。

智庫成員和統計學家們通過衡量促進身心健康各項
舉措的成果來確定其數值。其中最熱門的當屬幸福

星球指數了，這是一個基于十年
研究統計，有關人類身心健康
以及對環境影響的全球指數。   
“工作中心情愉快的人通常更
高效— — 他們更有敬業度，更
有創造力，更加全神貫注，”Nic 
Marks說道。Nic在身心健康經

濟效應方面有十多年的研究經驗。（詳情請見第54頁
Marks的訪問報道。）

促進身心健康的舉措作為一項企業策略，在設計就
旨在促進身心健康的工作環境裏會體現得更為明
顯。其設計起點就是將身心健康放入公司的組織情
境中去。

身心健康的價值

辦公環境中的身心健康已經超越了對它過時的描
述——只是簡單符合人體工學即可：妳的椅子是否
與妳的身體匹配，有適當的鍵盤調節等等。隨着工作
變得更加移動化且基于合作，要求我們恨不得利用
每一個醒着的時刻來工作，Steelcase研究人員將身
心健康定義為在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物質和社會環境
中，能保持持久健康的身體和心理狀態。這個整體觀
涵蓋六個重要的因素：全身心地投入我們的工作，在
工作中保持真我，積極樂觀，能和他人聯通，身體和
心智保持活力，工作有真實的使命感。

有了蓋勒普的Tom Rath和Jim Harter博士的研究，
企業領導正在學習這個身心健康的全局觀如何能為
企業成功做出貢獻。他們衡量一個生活蓬勃向上的
人（身心健康各方面都得以實現）以及一個生活苦惱
的人（身心健康分數處于最低水平）之間的差別，以
及他們對于企業利潤的影響。

相比身心健康欠佳（中等水平）的員工，身心健康狀
態頗為良好的員工其醫療成本要低41%；流失率要低
35%。

據美國勞工局統計，員工平均一天病假對于公司造成
的生產力損失達到348美元。即使調整了非工作日的
病假時間以及病假時仍然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員工平
均一天的病假還是對公司造成200美元的損失。身心
健康狀態好的員工病假頻率要更低，因此他們給公司
造成損失也越小。

對于最為“苦惱”的員工（身心健康分數最低的那
些人），他們病假所造成的生產力損失每年達到
28,800美元。對于那些“欠佳”的員工（身心健康分
數處于中間水平的人），他們每年對公司造成的生
產力損失也達到6,618美元。但是對于那些“拼搏奮
鬥”的員工（身心健康分數最高的人），他們每年對公
司造成的生產力損失只有840美元。

公司為員工的身心健康提供各種不同的支持方式。
由Steelcase和CoreNet Global于最近完成的研究指
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不同行業被訪者表示，他們的
公司為他們提供有關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體育活動、
壓力管理、營養和人體工學方面的信息、輔導和/或服
務。許多公司還為使用這些項目的員工提供獎勵，如
禮物和認可、更低的保險費、休假時間等等。

“企業高管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向他
們的員工傳遞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他們關心每一個
員工的整體身心健康水平，並且希望能夠積極地參與
到幫助員工提升健康水平的過程中去。”Rath說道。

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人正在理解辦公場所帶來的
影響，如何成為影響員工身心健康水平的重要因
素——以及它能如何提高員工的身心健康水平和企
業利潤。



62 63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在位于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省的Quadrangle公司，所有員
工都在一個開放式的空間裏工作，能接觸到自然光。如果
員工需要更加私密的空間，這個辦公場所也提供各種封閉
空間（供小組或大團隊一起工作）。

中國：
身心健康的
領袖？ 

62 

更多選擇

旨在促進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與普通辦公室最為明
顯的差異在于：它能提供一系列不同的空間，以支持
員工在一天當中不同類型的工作。開放和封閉的空
間、“我”空間和“我們”空間、能接觸到自然光和同
事的空間，這些空間集合到一起，讓員工自行選擇最
適合自己工作內容的空間和工具，這樣做能幫助他們
降低壓力，更有活力，更好地和他人聯通。

研究也支持這一論點。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
跟蹤了兩組白領員工的壓力水平：一些被隨機指派到
一樁老舊的辦公樓裏工作，房頂較低，空調設備嗡嗡
作響；其余的人則被指派到一個新裝修好的辦公室
裏，有自然光和開放式布局。在接下來的17個月裏，
在老舊的辦公樓裏工作的員工表現出更高的壓力水
平，即使在工作以外的時候。這有足夠明顯的差別成
為心髒病的潛在風險因素。

關于辦公室提供一系列工作空間，這裏有一個好
例子：位于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省的Quadrangle 
architects公司的新辦公室。步入他們位于市中心的
高樓大廈裏1480平方米的辦公室，第一印象就是：一
個開放式布局的辦公室，很少的內隔牆或柱子，四面
都是窗戶，有一個很大的中廳。自然光通過一個能感
應移動和日光量的照明系統得以增強，由此合理地調
節照明，既提供高質量的照明，又能節約能源。每個
人都能接觸到日光和同事，因為所有職員，無論是老
總還是實習生，都在開放式空間裏工作。此外，這個
辦公場所也提供讓小組或大團隊一起工作的各種封
閉空間。

每天中午妳都會聽到午餐鈴響起，就如工廠提示交
班的蜂鳴器一樣。但是這個鈴聲在全球最大的互聯
網公司之一騰訊總部響起時，它不是在叫辦公室職員
趕快去吃飯，吃完趕快回來工作；而是讓位于中國深
圳的員工們休息兩小時——吃飯，休息，甚至午睡一
下。

“員工們可以選擇是去睡一會兒，出去散個步，看
下新聞，還是繼續在辦公桌前工作，隨便他們。有些
員工會把折叠床帶來，在辦公室一角午睡一會兒。
很多人說如果不午睡的話，下午會犯困，工作效率
低。”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在中國的研究員
Wenli Wang說道。

身心健康逐漸成為中國企業策略中越來越重要的組
成部分，而這些只是騰訊注重員工身心健康的一種
方式。“因為這裏有空氣汙染、交通等各種問題，身心
健康正在成為一個大趨勢。人們對環境、空間質量有
很強烈的意識。年輕的專業人士正選擇離開大城市，
前往小城鎮以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因此很多公司正
在利用身心健康這一策略來吸引並留住員工。”Wang

說道。

午睡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等地方的文化傳統，“但這
不能在工作場所發生，因為這是在中國，”Wang說
道。她觀察了很多中國企業的做法；跨國企業傾向于
奉行母公司在其本國的工作風格。在科技巨擎聯想，
北京總部的辦公室職員每三個小時就會聽到一次音
樂聲，提醒大家別坐着，動一動。小公司會讓所有員
工到戶外去鍛煉一下，以提升團隊精神和身心健康。

騰訊公司位于深圳的總部利用盛行風來給中廳通風，
用玻璃幕牆讓內部空間沐浴在自然光中，並且為員工
提供籃球場和遊泳池。

對于有 技 能 的 知 識性 員工，這 是 一 個緊俏的 市
場，Wang說道。“工程師、產品開發人員、金融專業
人才、以及其他對于創新有技能有經驗的人才都供不
應求。企業正利用身心健康來吸引並留住人才。”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64 65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Boehringer Ingelheim醫藥公司全新的工作環境裏
有長桌、軟椅、休息區、餐廳、獨立工作室以及大團
隊工作空間，以支持重要的合作，並促進員工之間
的溝通和連接。

“我們需要
這種光明的感覺，
因為這是生活，

這是快樂。”

對私密性重新定義

在位于裏奇菲爾德的Boehringer Ingelheim醫藥公
司裏，高管們獲得德國總部的支持，將辦公室做更多
開放式布置，並提供辦公空間的選擇。“我們德國的
CFO曾經到訪，他指出我們的辦公室放眼望去都是
180cm高的隔間。他說，‘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把
人裝進這些盒子裏？妳們會改善的，是嗎？’”

“他想要一個更加有活力的環境，看到人們互相交
談，而不是那些又高又暗的隔板。這是我們創立這個
項目時的指導原則之一，”BIPI美國地區基建、工程和
現場服務常務董事John  Hardiman說道。

全新的BIPI工作環境包括個人工作空間以及共享的
開放式工作空間。現在，員工可以在長桌、軟椅、休
息區、餐廳、獨立工作室、以及團隊工作空間之間自
由進行選擇。這一策略不僅僅支持團隊之間重要的

合作，還能促進員工之間的溝通和連
接——這是提升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
因素：蓋勒普進行的全球調查指出：每
天6小時的社交互動能提升身心健康
水平，最大程度上減少壓力。

全新的BIPI辦公空間的設計也受到新
進雇員的啓發。“我們聽到這樣的反饋，說辦公空間
太趨向于個人化的工作方式，因為妳就坐在自己的小
隔斷裏。除了咖啡廳，我們也沒有提供任何其他空間
來鼓勵合作。我們所雇傭的年輕員工都習慣聚在桌
子邊上邊聊天邊工作。把他們放到隔斷裏讓他們覺
得很有束縛感。”

私密性在辦公空間依然很重要，讓人們可以進行機密
的討論、在安靜的環境裏進行電話交談、或者有時候
只是希望能安靜地一個人專注工作。

擁有一系列開放和私密空間的辦公環境同時滿足了
人們對合作和專注的需求。員工可以根據自己手邊
的工作內容自行選擇最為合適的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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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普索爾公司新的總部大樓位于西班牙馬德裏，它擁
有一個中央庭院為員工提供工作、餐飲、放松或思考
的空間。 

“辦公環境的設計應該
把人們彙聚到一起。”

靈感來自于校園

對于位于西班牙馬德裏的雷普索爾公司總部的員工，
這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圍繞在中央庭院周圍的四幢
大樓為他們提供了讓團隊或者個人工作、餐飲、放松
或思考的空間。

建築師Rafael de La-Hoz說這是一個早于校園的“水
平總部概念”，“從有羅馬庭院的家庭到中世紀的修
道院，相比攀登，人們更喜歡在平地走路。在一個大
花園裏散步要比爬樓梯愉悅得多。綠化區占據總部
整體三分之一的面積。

在四層樓的大樓外，金屬構架和釉外立面讓內部空
間既明亮又通風。“我們需要這種光明的感覺，因為
這是生活，這是快樂。”La-Hoz說道。

雷普索爾的辦公場所有幾近一半都是開放式布局（家
具限高至1.2米），並且緊挨着牆面放置。員工很享受
外面的視野以及充足的自然光。每一層的內部區域裏

也配置了封閉的辦公室和會議室。
非正式空間和走道占據了內部空間
的四分之一，包括兩個咖啡廳、開放
式會議室以及配備了media:scape

的合作區域。雷普索爾的開放式空
間策略裏也充分考慮了可及性：360度繞大樓一圈非
常方便，一道門也不用穿過。

辦公環境的設計應該“把人們彙聚到一起”，de 

La-Hoz說道。它應該為人們提供一系列辦公姿勢和
感官刺激的選擇，促進員工的身體、心理和精神健
康。

更平衡的工作與生活，始于辦公場所 

辦公室搬至新址會給員工的生活帶來困擾。通勤、交
通、路上花費的時間、獲得重要的服務（這裏哪兒有
烘幹機？），都會給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以及總體身心
健康水平帶來影響。

幫助員工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公司的責任，比利
時保險公司ING的設施經理Robert de Colfmaker說
道。“除了確保辦公場所的設施都符合人體工學，我
們還得再進一步，對員工的需求做出響應。妳生活中
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裏度過的，這部分體驗
對妳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有很大的影響。”

當ING計劃從首都布魯塞爾搬到郊區時，員工的通勤
自然會受到影響。“我們研究了員工來上班的每一種
方式——坐地鐵、自己開車、搭公車等，統計每一種
方式要花費多長時間。然後我們推算，如果搬到新
址，員工通勤時間會是多少。對于搭公車或坐地鐵的
員工，我們在上下班的時候提供往來于公司和車站之
間的班車。我們還為員工提供折叠式自行車，並在辦
公室提供存放自行車的地方。”

讓員工自行選擇工作的地方和方式，可以讓員工更好
地管理時間，減小壓力。在ING，沒有人有固定的辦
公桌，即使是CEO也是如此。因此，員工每天都能根
據他們的工作計劃從一系列辦公空間裏選擇最合適
的空間。這裏有開放式或封閉式的會議空間，正式或
非正式的坐着開會或站着開會的地方，還有配備了
media:scape設備讓分布式辦公的員工合作的空間。
對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獨立辦公，也有不同的工作站
可供他們選擇。此外，公司還配備了圖書館，為需要
安靜工作的員工准備。能讓員工自行選擇工作的地方
和方式，讓員工更好地管理時間和工作，這是保證工
作和生活平衡的重要因素。

這不僅僅是一個利他主義的舉措。“我們的做法最
終將幫助我們吸引未來的雇員。這是一個大家都在
爭取人才的市場，員工希望為我們工作，正是因為我
們提供這種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我們的企業文
化。”de Colfmaker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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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的新辦公室有一個圖書館，員工可以在裏面找
到安靜的地方專心工作，也可以在開放式空間裏找
到會客區域進行聯絡和合作。

“妳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時間
都在辦公室裏度過的，

這部分體驗對妳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有

很大的影響。” 

steelcase.com/roomwizard

找到地方。
優化空間。

40%員工每天要浪費30分鐘尋找用於團隊合作共事的空間。
現在有了RoomWizard®，當一個空間有騰齣來的時候，
員工可以立刻看到並當場預約。無需再有猜測、麻煩或閑置 
—— 無論是你的員工還是你的办公室。

©2014 Steelcase Inc. 版權所有。本手冊中所使用的注冊商標均為
Steelcase公司或相對應所有者所擁有。

衡量身心健康的貢獻

關注員工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能對企業的績效做出
多大貢獻呢？這裏提到的每一家公司的領導人都認為
辦公場所為他們的企業帶來了積極的成效。

雷普索爾在搬入新址後的四個月內進行了第一次普
查，為新辦公環境在十分制的評分體系中給出7.6分。

BIPI在搬入新址後的六個月內進行了調查，顯示生產
力提高了15-20%。“生產力很難被衡量，但我們衡
量了感知生產力——最終用戶的覺得自己可以在相
同的時間裏完成更多的工作。”工程和現場副總監
Michael Carneglia說道。

“當我們向新進員工展現我們的新辦
公室，讓他們看到我們如何工作時，幫
助我們越過了吸引他們的最後一道屏
障。”ING的de Colfmaker說道。

Quadrangle architects在搬入新址後
的六個月內進行了調查，大多數員工做出了積極正
面的反饋。例如，83%的員工表示對他們的新辦公
室滿意，95%表示新環境讓他們工作更高效，能做
出更有效、更知情的決策。“自打搬進去以後，我們
看到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總負責人 Susan Ruptash

說道。

毫無疑問，員工更好的身心健康水平能提高生產力和
創造力，減小員工的壓力，降低醫療成本，並且幫助員
工實現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企業之間的聯通。唯一
留下的問題是：對于一家有問題的企業提高員工身心
健康要花多少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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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雙手每天會
接觸超過數以

 千萬 
 的細菌。

我們都去過這些讓人感到不適的地方——在飛機上、劇場裏或者會議中坐在一個

咳嗽或者打噴嚏的人旁邊。細菌本身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

寧願避免與生病的人近距離接觸。與病人保持距離很容易，然而與細菌保持距離

則較為困難。

共享辦公桌，
共享細菌

37%
預計到2015年，
有37%的員工
都會移動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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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配的‘我的空間’
向共享的‘我們的空間’的過渡，
為智能化、戰略性地使用抗菌劑
來支持員工健康提供了機遇。”

細菌感染是通過
人體觸摸傳播的

80% 

25,000
在手機上，每6平方厘米
就有25,000個細菌

桌面是最糟糕的
細菌聚集地。
四散在辦公桌上的
面包屑為細菌和真菌的
茁壯成長提供了
完美的環境。

工作中的抗菌劑

在當今的各種消耗品和耐用品當中，抗菌技術的
使用範圍非常廣，從家用清潔劑和牙膏到服裝和
玩具。抗菌劑一般都被視作是化學物質，但是它
們也可以包括天然衍生的化合物和表面材料。它
們會通過諸如蛋白合成和細胞膜功能來抑制或者
改變細胞的活動，從而影響到微生物。

隨着研究的加速，抗菌劑的知識及其影響力正在
迅速地擴大和改變。在眾多抗菌劑選項當中，有
幾種擁有適用于工作環境的潛力。

金屬和金屬離子。銀和銅作為抗菌劑都擁有悠久
的曆史，有證據顯示早在公元前2200年，古希臘、
古埃及和古羅馬都已經開始使用它們作為抗菌
劑。兩種金屬都被存儲並用于處理飲用水，同時
還用于制成抗菌藥膏。這兩種元素的抗菌作用是
以離子形式實現的，並且可以以多種方式實施。它
們被作為自然和有效的抗菌劑而被廣泛接受。銀
通常是通過將銀離子，其中包括化學添加劑，加
入到載體材料，如粘土，然後依次加入到基體材
料後使用。銅則是可以通過原料金屬形式或者氧
化物形式添加到基體材料中使用。

以植物為基礎的提取物。在許多植物中發現的精
油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菌作用。研究表明，它們可
以通過讓細胞膜滲透來攻擊微生物。月桂、肉桂、
丁香、百裏香已經被確定為最有效的類型。使用
耗材產品，例如清潔器或者抹布沾取這些提取物
來清理的模式已經非常成熟，同時也正在向采用
諸如塑料類的耐用材料過渡。

細菌無處不在，他們存活在各種表面上，包括——尤
其是——工作場所的辦公桌上。亞利桑那大學細菌
專家Charles Gerba博士指出，桌面是最糟糕的細菌
聚集地。根據他的研究，辦公室員工的雙手每天都會
和數以萬計的細菌接觸。倫敦大學瑪麗皇後學院的
微生物學專家Ron Cutler博士也指出，四散在辦公桌
上的面包屑為細菌和真菌的茁壯成長提供了完美的
環境。

更令人倍感不安的是，越來越多員工表示，他們在
生病時也會照常上班——根據蘭卡斯特大學Elise 

Insu rance近期完成的調查顯示，這一比例高達
72%——根據WebMd網站公布的信息顯示，有80%

的細菌感染是通過人體接觸傳播的。

當然，並非所有細菌都是有害的。事實上，大多數細
菌都是無害的。人體中每天都存活着數百萬億種細
菌，其中許多細菌對確保我們的生命和健康起到了
至關重要的作用。包括位于博爾德的科羅拉多大學
BioFrontiers研究所的眾多科學家都在對與人體相關
的微生物展開深入研究，希望更多地了解它們在人體
健康中的作用。

與此同時，一些細菌已經被確認是產生疾病的病原
體。而另一個事實則是，隨着知識型工作的合作性
和移動性日益增強，許多辦公室環境中共享的“我們
的”空間開始逐漸替代個人分配的固定辦公區域成為
主導。由于越來越多的員工開始在各個共享工作區域
之間來回穿梭，研究表明對于有害病菌的防護也日趨
重要。

根據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數據顯示，
預計到2015年，有37.2%的員工都會移動辦公。“當
我們在共享辦公桌的同時，我們也在共享細菌，”在
過去幾年裏一直致力于研究共享環境中的細菌問題
的Steelcase Work Space Futures研究員Michael 

Taylor指出，“雖說勤洗手和清洗工作台面是減少工
作場所細菌的有效途徑，我們也知道通常這些活動
的頻率並不高，導致效果有限。因此，在員工來來往
往的共享辦公空間——例如移動工作人員所使用的
共享工作空間、教室、休息室和咖啡廳——我們都會
以細菌和病菌的形式留下我們到此一遊的標記。”

觀察以及研 究數 據證實了這種不愉 快的現實情
況，Taylor補充道。例如，他引用了KRC Research在
2012年對美國人洗手習慣的研究數據顯示，39%的
被訪者不會在打噴嚏、咳嗽或者擤完鼻涕之後洗手。

細菌和感染傳播的最常見方式是人對人——手的接
觸、打噴嚏、咳嗽等等。細菌還可能通過間接接觸傳
播——觸摸一個物體使細菌在上面駐留。“例如，當
妳觸摸了一個患流感或者感冒的人觸摸過的門把手
後，妳就可能會沾染上他留下的病菌。如果妳在沒有
洗手的情況下再觸摸自己的眼睛、嘴巴或者鼻子，就
可能會導致感染。”梅奧診所的網站提醒道。

基于這些現實情況，抗菌藥物——即能夠殺死或者
減緩微生物生長的技術——正在成為工作場所裏的
一種減少經常被人觸碰表面的細菌含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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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藥物才華盡顯，為積極營造關注健康的
 工作環境另辟蹊徑。”

用途廣汎的Sit2Stand讓用戶可以選擇並控製自己的工
作方式，用戶通過使用手動桿或機動桿，能穫得從坐着
到站着的一係列辦公姿勢的支持。Soto Caddy使用方
便，為共享辦公桌的員工提供便利的移動存儲。

表面狀態。某些表面狀態借用了自然材料作為
非 化 學 抗 菌 劑。其中令人特 別 感 興 趣 的就 是
Sharklet®，這是由數百萬不同紋理的微觀鑽石形
成的模仿天然鯊魚皮的表面。它不會殺死微生物，
而是通過荒涼貧瘠的表面來形成抑制微生物的環
境。

重要的考慮因素

從材料化學角度來講，抗菌劑的使用頗具挑戰性。
因此在對何時、如何以及在何地使用抗菌劑進行
選擇至關重要，需要考慮到以下因素：

應用。對抗菌劑的選擇和應用是將之與基體材料
進行平衡的行為，它們的處理和構成，抗菌劑的期
望效果和耐久性，以及最終的產品性能。一些技術
可以直接加入到基體材料裏，其它則在後期通過
噴霧劑或者塗漆應用。這些應用手段則反過來展
示了在應用過程中——從使用到壽命結束——對
材料管理的生命周期選擇。

量。人們很容易認為，使用抗菌劑就是消滅表面上
的一切物體。然而不加區別地大規模消滅微生物
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根據南卡羅來納
醫藥大學的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副主席的Michael 
Schmidt博士介紹，采用抗菌材料的根本目的在于
建立一個空間，可以將微生物的含量降低到一定
量，從而使人體能夠自行應對殘余的微生物。

觸摸的概率。工作場所的某些區域被觸摸的頻率要
遠高于其他區域，這就導致了微生物含量的劇增，從
而加劇了接觸到有害病菌的可能性。只在最頻繁被
觸摸的區域采用抗菌劑——還是應用到整個產品
上——這是一個需要把握平衡的問題。

基于事實的信息。抗菌劑得到世界各地的政府機構
的監管。盡管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標准，但大都需要
對抗菌劑進行登記，並控制對特定技術以及/或者應
用進行索賠的類型。對抗菌劑持贊成和反對態度的
人往往針鋒相對，並且有時會走極端，對相關用戶行
為存在的誤解也比比皆是，所以在制定決策時，要基
于事實信息，而不是通過假設或者臆想至關重要。

探索解決方案

基于工作性質日漸變化的洞察，Steelcase一直在探
索包含抗菌劑的家居產品，為希望在工作場所在進
一步減少細菌的雇主提供額外的選擇。Steelcase集
團總經理Steve Sanders指出：“抗菌劑可以通過減
少表面細菌來形成更加關注健康的工作環境。”

Sanders指出，我們的目標是開發一套安全且有效的
抗菌技術，從而給客戶提供更多的選擇。一套全新的
辦公桌系統，Ology™，將成為Steelcase首套為客戶
提供抗菌表面組件選項的產品。該產品將于2014年
在歐洲上市，產品線將在多個經常接觸的表面組件

中包括抗菌選項：工作台面邊緣和台墊、高度調節控
制以及電源和數據接口。Steelcase與全球領先的抗
菌劑創新者NanoBioMatters開展合作，將該公司的
BactiBlock®抗菌技術開發應用到了Ology。其中的
活性成分是銀離子。BactiBlock是一款塑模制抗菌
劑。

為了進一步解決客戶的需求，公司也在與基于植物
開發消毒產品的企業CleanWell開展合作。此外公
司還與生物技術公司Sharklet Technologies共同
探索表面材料技術，其中包括Sharklet。與Sharklet 

Technologies的合作更是行業獨占。

積極預防

隨着越來越多的員工在工作場所中的工作時間越來
越長，並且在整個工作日當中四處移動，如何減少病
菌也日益受到關注。抗菌藥物才華盡顯，為積極營造
關注健康的工作環境另辟蹊徑，從而改善了員工健
康。盡管抗菌劑材料不應當取代或者減少定期的清
潔程序或者良好的衛生習慣（例如洗手、用手肘來擋
住咳嗽、生病時在家休息等），但它們可以通過進一
步減少工作場所的細菌來提升潛在的益處。 °



76 77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7777360.steelcase.com       |       360.steelcase.com       |       第第6767期 期       |         |   

可持續發展的
重點正在發生變化
現在它將關注滿足
人類需求，
創造身心健康的
文化。
創造身心健康的創造身心健康的
文化。文化。

可持續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
轉折點：
可持續發展
社會化

Angela Nahikian 
全毬環境可持續髮展 總監
Steelcase Inc. 

聚焦可持續發展

從本質上講，可持續發展就是關注人的發展。它能夠
創造並支持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從而讓人民和社
區充分發揮其潛力。這是最純粹意義上對長期福祉。
可持續發展與人類健康的內在的聯系——有些人會
稱之為重叠——是顯而易見的，貫穿這兩個概念的一
條紅線便是：人類。

而人類的這條線可以追溯到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987

年《布倫特蘭報告》，其中明確地將可持續發展定義
為滿足未來和當前一代人在地球有限資源內需求的
關鍵。這一定義提出了兩個要點——滿足人類需求和
尊重環境極限。到目前為止，地球環境極限這點吸引
到了大量的關注，並取得了顯著的發展。而如今重點
已經轉移到了另一個不同的話題，即關注滿足人類需
求，創造健康的文化。社會化的可持續發展正在成為
嶄新的行動領域。

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積極響應推進這種更為全面的
可持續發展，使其成為企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核心目
標和願景。這些具有進步思維的思想家深知，如果沒
有健康的環境人類的健康也就無從談起，而沒有健康
的人類也就無法創造環境健康。我們曾經將經濟健
康視作成就的唯一標准，如今它卻僅僅是一種手段。

這些有遠見的企業認識到，在經濟、環境和社會可持
續發展相結合的情況下，將更容易開發出新的商業模
式、創建並執行新的內部和外部戰略、推出創新的產
品、和暢想更出色的理念，從而有助于解決目前的燃
眉之急並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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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大數據的日趨成熟，
我們將有可能將具體的健康措施
和直接的經濟影響更加緊密地關聯起來，
從而產生直接的經濟影響。

暢想身心
健康的未來

促進創新

提高生產力

鼓勵創意

形成合作

創建並傳播樂觀精神

增強專注性

培養個人的真實性

支持身體的活力

建立達成共識和共同信仰的文化

在更廣泛的世界層面上                                      
扎實工作和創造持久變革之間的聯系

在過渡期間，隨着關注點的擴展，企業必須采取與以
前環境戰略有所不同的策略來處理社會化的可持續
發展。現在是時候從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害向最大化
地提升潛力轉變，從減少傷害向探索更加積極的影響
轉變。這不是墨守成規——而是拓展對人類的承諾。
現在是時候將關注點從風險管理向人類發展的方向
轉移了。

企業一直不願意解決員工健康問題。懷疑論者表示它
很難以衡量和界定，並且感到對于以投資回報為基礎
的商業氛圍來說言過其實。在關注隱私問題的時代，
員工們會覺得個人隱私受到了侵犯，批評家則指出了
商業案例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有些人則對身體健康進
行了大量的投資，比如為員工提供健身房會員福利，
然後認為問題全部解決了。但是問題依然存在：糖尿
病和肥胖已經泛濫成災，醫療成本只增不減，而我們
現在把工作當作重中之重，連睡覺也要惦記着工作。
隨着人力資本溢價，現在企業是不是應該采用新的思
維？

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結果，但是如何來衡量一個人的
身心健康狀況？世界各地的企業、學術界以及政府都
在絞盡腦汁地思考着度量方法。正如多年前關于如何
衡量產品和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一樣，評估健康的辯論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其中英國正在展開一些極為
有趣的活動，英國政府設立了國民健康賬戶並每兩年
對全國人民身心健康情況進行一次研究。新經濟基金
會贊助的快樂星球指數從一個方面對全球最快樂和
最不快樂的地方進行了排位（有關快樂星球指數更多
詳情，請見第55頁）。蓋洛普繼續其在全球追蹤健康
趨勢的努力，同時許多其他國家，其中包括法國，都在
考慮采用更加關注全面健康的評估來替代國民生產
總值（GdP），用于評估國家的成功水平。

展望未來，隨着大數據的日趨成熟，我們將有可能將
具體的健康措施和直接的經濟影響更加緊密地關聯
起來，但正如全面質量管理之父W.Edwards deming

曾經說過的那樣，“只有百分之三的關鍵指標可以衡
量”。

與此同時，經濟、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融合正在
進步的企業和市場當中有所建樹。可持續發展和健
康之間的關聯日益顯著，並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
裏更新成功的定義。“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未來
的底線、未來的領導力和未來的激勵機制的定義都
基于它們從生態角度和效率角度滿足我們的健康需
求。”遠見卓識的作者寫道。這是不折不扣的契機，能
夠重塑我們經營業務的模式、我們作為人類的言行舉
止、以及我們與環境互動的方式。而這一切都始于我
們——作為人類——探索兌現我們的承諾，解決我
們共同擁有的根深蒂固的問題，以攜手創造一個更加
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

隨着我們的健康研討會在北美地區落地開花，
我們的學習也不斷深入。我們將會與建築界和設
計界的成員、企業決策者、學者和思想領袖一起
探索工作中身心健康的未來。在每一場為期半天
的研討會中，我們將會共同創造並展望偉大的願
景，使之能夠更好地支持員工身體、社會和心理
健康。各個團隊將會交換思路，探討發展趨勢，
並最終創建出一個代表自己對未來展望的一個
場景。公司將會對這些想法和洞察進行整合並在
企業內分享，這樣我們就可以擁有清晰而一致的
目標，共同構建我們對未來的願景。

在當今的商業環境裏，以及在一些被稱為明顯缺乏身
心健康氛圍的工作場所中，健康經濟學家發現了高調
的擁護者。近期，全球众多的商界領袖，包括維珍的
Richard Branson爵士、聯合利華的Paul Polman，印
度的Ratan Tata和諾貝爾獎獲得者銀行家Muhammad 

Yunus集體倡議全球的企業“成為推進整體身心健康
的主要推動力，通過不斷變化的業務模型、員工福利、
健康、公民參與以及人權來增加社會價值。”

身心健康是一個文化問題——它涉及所有部門、人力
資源戰略、環境和流程。這是企業內部的共生生態系
統，對于進步的企業而言，健康已經成為了戰略需要
和差異化競爭優勢——正如環境可持續發展一樣。
我們的研究顯示身心健康的文化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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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為健康而設計的工作場所中，每一個細節都至關重要。能夠讓我們與自然環境和自然光照接觸的建築、

能夠促進我們與同事溝通的開放式辦公室，以及其他包羅萬象的戰略為我們的工作環境提供的框架，然而

它們都是讓工作空間成為我們“工作之家”中的一些細枝末節。 

大膽的
筆觸僅僅
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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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辦公空間以及觸摸和互動的產品
都能夠改善情緒，減少壓力，讓我們更機敏。
它們具有鼓勵、激勵和吸引員工的作用。

規模較小的選擇——例如我們工作的直觀使用程
度，以及家具對多樣化辦公團隊的適應程度，使用
材料，噴塗顏色，甚至連椅背靠墊的形狀——都
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戲劇性的影響。

在利用技術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變得日益緊密且
毫無間歇的世界當中，能有效改善我們身體和精
神健康的工作場所也越來越重要。我們對自己時
間的控制日益減少且身不由己。隨着休息和減壓
時間的減少，我們也越來越難以將工作和個人生
活區分開來。高壓力已經成為了默認的工作模式。

我們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因此我們也期
待工作環境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平衡甚至是慰藉的
體驗，細節的作用在這裏顯得至關重要。

“我們的辦公空間以及觸摸和互動的產品都能夠
改善情緒，減少壓力，讓我們更機敏。它們具有鼓
勵、激勵和吸引員工的作用。”Scarlett Opus的常
務董事Victoria Redshaw指出。Scarlett Opus是
一家總部設在英國的趨勢預測公司，為世界各地
的公司提供建議指導。

如何通過形式、色彩、材料和直觀的用戶界面來影
響健康體驗是當前的一個熱門話題，她說道，“而
且注定將越來越熱。它將會成為室內設計師、空間
規劃師和建築師‘不可或缺’的考慮要素。”這些
設計元素與Steelcase對于健康定義的六個維度中
的三個直接關聯：真實性、警惕性和持久性。

探索真實性

工作場所對健康的影響十分重大，因為我們與工作空
間和工具之間的互動十分密切。無論是一款使用便
捷的智能手機、舒適的座椅或者安靜的放松空間，我
們都會與這些產品和空間建立起聯系，並將相關的
情緒帶入相應的品牌以及生產公司。

“這些設計元素有助于讓空間或者產品與員工產生
共鳴。我們會感受到這些公司對我們的理解，了解我
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喜好和需求以及渴望。公司會
希望將這種渴望融入到產品的各個層面，從外表到內
在功能。”Redshaw說道。

例如，紋理和材質能夠改善我們每天與又冷又硬的技
術設備打交道時的體驗。實木部件和天然面料能夠
傳達真實性的體驗。它們代表了“能夠讓人感到欣慰
的熟悉的花紋和材料。它們能讓我們感覺到與自然
的聯系和接地氣的感受，並提醒我們並非所有物品
都是數字化的虛擬產物。”Redshaw說道。

真實性還意味着誠實地表達自己，從而建立起人際關
系之間的良性互動。附近的私人辦公空間能夠讓我們
開展有助于建立友好關系的機密討論，正如舒適而
輪廓分明的無扶手座椅能夠提供如家般的感受並促
進員工坐下來面對面溝通。

“身為設計師，健康是我們所要關注的重點，采用
不同的材料、顏色和紋理來推進更加開心、更為健
康的環境。從我們第一印象的角度來看，最關鍵就
在于空間必須做到引人入勝，甚至讓人感到耳目一
新。”designtex設計師兼副總裁Kimberle Frost指
出。designtex是Steelcase旗下生產紡織品和牆面用
品的企業。

引人入勝的空間

我們會被引起自己情緒反應的地方所吸引。一間
情調高雅的咖啡館，有舒適的桌子和迷人的氛圍，
這是一個吸引人們一邊啜飲咖啡一邊聊天的地
方。但是作為辦公場所，它就太不適合了。這裏太
過嘈雜，缺乏隱私，而且椅子也太硬，不適合舒適
辦公。有許多公司都在嘗試將合作辦公空間營造
成這種咖啡館風格，但是都殊途同歸地敗在了細
節上。

 “員工會花費很多時間在這些空間裏面單獨辦公
或者合作辦公，然而這裏的家具通常都只有差勁
的靠背支持體驗，缺乏隱私，同時支持放置個人
物品的空間少之又少。員工很難在這樣的空間裏
全力工作。”Steelcase B-Free休閑區的市場經理
Constance Kocher指出，B-Free休閑區是一系列
適用于非正式空間和迎賓區的家具。

B-Free開發團隊研究了員工在使用軟性座椅區域
以及其他支持知識型辦公空間的情況。“只有在
感受到了放松、隨意的體驗，能夠讓自己做回自
己，所有情緒才會都放到創造上去，才能全力投入
到工作中去。”Kocher指出。

我們往往會需要一定的隱私措施，但不需要多到
將自己和其他辦公區域完全隔離的程度。研究者
將這種心態稱為“獨在一起”：我們與其他知道我
們正在忙工作的人分享空間，但我們會在感到被
保護的同時自己也擁有獨立的空間。

“員工會在這些空間中尋找聯系、合作和專注辦
公的體驗。它們希望獨自辦公，但也希望有機會和
其他人進行溝通。”Steelcase產品設計師Bryony 
Gaschy說道。

在設計新的B-Free組件時，Gaschy添加了一塊
半透明面料的隱私屏風，確保恰到好處的隱私水
平。座椅和工作台面都采用直立或者坐姿風格。
就連休閑座椅的形狀都展示出了相應的暗示：傾
斜的副手和座椅靠背以及圓角的座椅都能提供更
好的舒適體驗，同時弧形的外觀更為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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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esse品牌旗下的LagunitasTM休閒座椅可以讓用
戶通過調節椅背來承托端坐或者更為舒適的斜靠姿
勢。無論是獨自工作或者與他人合作，還是坐在桌前
或者斜靠着談話，用戶都能體驗到舒適的支撐。

毫無疑問，工具總是會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會看到
座椅旁邊的掛包袋和工作臺面側邊的存包架，以及為
數碼設備提供充電的電源接口，仿佛都在給予用戶提
示：我們可以在這裡坐下并工作，根據我們的需要進
行或多或少的溝通，更好地投入工作或者與同事交
流。

傢具的材質也釋放出了舒適的信號。B-Free屏風的材
質溫暖柔和。椅腳材質可以選用木質（凸顯真實性的
標準）並且帶來了居家的感受。

柔軟、感性的材料能夠為工作場所帶來更加引人入勝
的體驗。

多樣性

多種多樣的工作區域能夠鼓勵員工在工作日期間四處
移動，而身體運動對於人體持久性至關重要。事實上，
員工需要一系列支持他們站立、就坐和斜靠辦公的工
作區域。

為了應對在多種多樣空間裡辦公的需求，Free Stand
無疑是一款簡單而優雅的解決方案，一款輕量級桌子
搭配了使用移動設備工作臺面。它能夠折叠存儲，同
時非常輕便，適用於根據需要四處搬動。

“許多休閒空間缺乏支持辦公的功能。Free Stand可以
為你提供一張能夠360度旋轉的結實辦公桌，高度調
節範圍在20英尺到27英尺之間。它幾乎能夠讓你在任
何地方開展辦公。”Coalesse市場副總裁Karin Gintz

說道。

分享和獨佔空間，“我的”空間和“我們的”空間之間
健康組合將有助於員工在就坐、站立或者斜靠時調節
姿勢，並和同事展開有效交流。

另一款簡便的辦公工具，是一款可調節的顯示器支架，
它的功效不只是能夠節省工作臺面的占地空間。它可
以將顯示器調節到準確的高度和視覺距離，減少眼睛
疲勞，並有助於員工轉換更多的舒適姿勢。

通過將可調節高度的桌子和工作臺面與踏步機合二為
一，則能夠支持更廣泛的姿勢並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
變革。

活力也會通過自然光線和戶外美景的感官刺激得到
改善，不過這也一樣，小決定可能會帶來大影響。空
間中所使用的顏色會讓我們感受到刺激，並喚起情
感、心理和生理反應。總的說來，溫暖的色彩能夠激
發能量。冷色調則令人冷靜。工作場所往往會采用中
性色調，間或用其他顏色加以調劑以產生驚喜的效
果。

綠色通常是醫療環境的首選，這是基于綠色的心理
影響效果。“綠色象征着健康和成長，所以通常被用
于醫院，”designtex的Frost說道。但是對于顏色的反
應往往會受到地理區域、文化背景、曆史、以及個人喜
好的影響。“一個人對于紅色的反應是憤怒，而另一
個人則可能是愛慕。每一個國家對于顏色的偏好都
各不相同。應當准備多種選項以方便人們采用引發各
自積極情緒反應的材料和色彩。”

聽到“哇哦”

這些無微不至的細節能夠為健康環境帶來了多少幫
助？Frost表示，designtex會與客戶定期會面，來了解
人們對于某一特定紡織品的面料和產品的整體感受
反饋。“最終，妳希望這款產品能夠讓用戶在看到、
摸到和用過之後贊歎一句：‘哇哦’！”

這種反應可能表現出人們對這種工作環境表現的
認可。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教授，心理學家Barbra 
Fredrickson曾積極探索過情緒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她發現，積極情緒對健康而言不僅僅是一個信號。它
還能複制並進一步生產身心健康的體驗，其影響不會
僅局限在當前舒適的一刻，還會產生長期持久效果。

“積極情緒的益處不會止于一個個體的改變。”她
寫道，“因為一個個體的積極情緒會通過其他組織成
員傳播，並通過人際關系進一步延伸到客戶，積極的
情緒會成為企業運轉的原動力，幫助企業發展和繁
榮。”

小選擇可能帶來大收益。從為辦公工具提供智能功
能和支持不同的姿勢以及不同級別的隱私程度，到
選擇面料、顏色和紋理來產生積極的情感反應，這些
都是重要的選擇，有助于推動每一位員工在工作環
境中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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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場所 中的
活 動

亞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學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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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個毫無關系的巧合：在過去50年裏，大多
數工作的體力程度都在降低，與此同時肥胖率不斷
攀升。今天，大多數人每天的工作都是坐在電腦或電
話前，因此消耗的卡路裏減少了——據美國勞工局
于2011年進行的一項研究數據，現在的人至少每天
減少150卡路裏的消耗。研究指出，工作中的活動程
度降低是導致美國人肥胖率攀升的首要原因。

工作久坐不動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體重增加並
不是工作久坐不動對人們健康造成危害的唯一副作
用。在倫敦進行的一項研究表示，相比一直在工作中
走動的售票員，公交車司機罹患心髒病比率要更高。
另一項研究綜合比較了在澳大利亞糖尿病學期刊上
發表的18個不同研究中的數據，報告指出成年人每天
有50-70%的時間是坐着的，他們罹患糖尿病和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更高，甚至壽命更短。

衡量物理空間的影響

為了給員工改善工作環境，aSU的管理人員熱切地期
望引入重大的變革。這個項目也給大學研究人員進
行所謂的“自然的實驗”提供了理想的機會——讓他
們自己的員工作為研究項目的參與者，來衡量物理
環境對他們身體健康、精神健康以及壓力水平所產
生的作用。梅奧診所和aSU旗下的Virginia G. Piper

信托基金的一項倡議（肥胖症解決方案）對本項目提
供了資助，項目的目標是通過讓員工在工作中能更頻
繁地站、動、走，從而對辦公空間的物理活動進行重
構。Steelcase以及Target Commercial Interiors在鳳
凰城的經銷商和ASU一起在項目上進行了合作。

憑借大家的共同努力，這個項目向大家證實了：設計
旨在鼓勵活動的辦公空間將改善員工的身心健康水
平，並提高生產效力。這一投資在這個維度上得到了
回報。

在員工搬入新辦公樓層之前，研究人員先收集了各項
基准線數據，如體重、膽固醇含量、員工一天內坐着
不動的時間、以及活動的時間。員工在大腿上佩戴裝
置以測量他們每天在辦公室以及家裏坐着或站着的
時間。在手腕上佩戴加速傳感器來跟蹤移動、物理活
動和睡眠狀態。搬入前的測試數據將和搬入後四個
月內收集的數據進行比較。

尋找鼓勵員工在一天中多動一動的方式對員工的身
心健康尤為關鍵——這點已經日漸清晰。在亞利桑
那大學，衛生解決方案學院以及護理和衛生創新學
院的管理人員決定應對這一挑戰，他們計劃為員工提
供一個全新的辦公場所——對整個第5層樓面進行
重新改造，此大樓為學校所擁有，坐落在鳳凰城市中
心。整個樓層是一個完全開放式的布局，諾大的窗戶
外能看見美麗的風景，這樣好的基礎仿佛提供了一塊
空白的畫布供設計者作畫，管理人員要求設計團隊
充分利用每一處空間，讓員工受益，提升他們的身心
健康。

“我們的願景是營造出一個注重效益、追求巔峰績
效的氛圍，”護理和衛生創新學院的院長Teri Pipe說
道。“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讓自然光滲入空間，員工
能向外眺望，看見美麗的沙漠風光。另一個重要的概
念是讓不同背景、不同職業的人湊到一起工作，讓大
家體會到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我們還想確保大家在
工作時能有機會動一動，因為健康、創造力、長期或
短期記憶、能從不同視角看事物的靈敏度——這些
都和我們在一天裏的活躍程度緊密相關。”

“作為健康教育領域的領導者，我們希望自己的物
理空間和設計能體現出我們是身心健康的供給者，
而很多例子往往都是反面教材，”衛生解決方案學院
院長兼執行副教務長Keith d. Lindor說道。“我們用
一種積極正面的方式來給大家做出示範，這點很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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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辦公空間裏都配備了
帶有低隔板的辦公桌，
讓鄰座的同事站起來就能合作辦公，
坐下去就能專注于個人的工作。

在搬進新辦公室之前，員工就可以選擇
自己將來在新辦公室裏的
桌子是高度可以在坐和立之間調節的，
還是傳統的坐着辦公的高度：
80%的人選擇了高度可以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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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比較體重、血壓、生物標記（葡萄糖、胰島素、膽
固醇等）、活動水平和睡眠狀態，研究人員也會衡量
在工作中移動和站立是否能提高反應速度、決策水
平、多任務處理能力、對工作的滿意度以及總體辦公
場所生產效力，包括缺勤情況是否變少。

研究人員也從控制組收集數據，控制組是一群在另
一幢大樓裏工作的員工，他們的辦公空間與之前相比
只是貼了一些“人體工學幹預措施”——健康小貼士
和信息，但是沒有對物理空間有什么改變。

通過比較不同組的數據，研究人員希望能夠得到量
化的結果用來證實——鼓勵頻繁活動的辦公空間對
人們的身體、精神和心理健康有重大且積極的影響。
這個項目為研究辦公整體環境的變化（而不只是一
個辦公桌）所帶來的影響提供了獨特的機會，aSU

營養和健康促進學院的副教授Matthew Buman說
道。Matthew也是此項目的首席調查員，他的研究主
要關注辦公場所的久坐行為。

要改變身體習慣則首先要改變思維習慣。為了鼓勵員
工利用新空間裏的裝備，項目組發出了鼓勵工作間多
活動的倡議。除了印制傳單，他們開設了一個基于電
子郵件的支持系統，給大家提供如何利用新辦公環
境的小貼士——而不是強行要求。

“我們運用的框架是：多站站，坐着也要多變換姿
勢，多走動。我們盡量讓這些貼士簡單易懂，”Buman

說道。“我們並不是在鼓吹鍛煉，只是多活動活動。事
實上，我們所有材料都沒有提到過鍛煉兩字。”

項目組還改編了Genevieve Healy博士和澳大利亞的
教授Neville Owen等科學家先前的研究資料，鼓勵員
工走到同事的辦公桌前進行交談，而不是發個郵件；
或者用耳機進行電話會議，這樣他們可以在會議中走
動，而不是坐着不動。項目組也給大家提供如何使用
Walkstation的詳細指南，指出可以燃燒掉的卡路裏和
其他健康益處。員工每兩周會收到一封簡短的“激勵
簡報”電郵，裏面有一個他們可以向項目組提問的鏈
接。

Buman強調，學院的高層管理人員引入並支持更為健
康的辦公空間這一行動。“這項倡議由管理人員提

出，這種高層的認同至關重要，”他說。“如果妳要為
員工提供這些設備和機會，妳需要表現出支持的態
度……告訴大家妳支持這項舉措，並且積極地尋求變
革。”

為了身體力行他們的理念並給大家做出示範，兩位
院長和員工一起在新辦公空間裏工作。他們選擇了比
標准規模更小的辦公室，並且共享一個會議室，而不
是一人一個，這樣騰出了更多公共空間供所有員工使
用。Pipe在她的辦公室裏用了幾年Walkstation，即保
持了身材又工作高效，因此她一直是這一舉措令人信
服的擁護者。

院長鼓勵員工每天離開辦公室1個小時（被稱為舞之
憩），而且他們自己也常常邊走路邊開會，並且攜帶一
張“會議進行中”的標志，以免人們上前和他們交談
時對他們不停下而產生誤會。行走式會議除了有鍛煉
身體和促進思維等好處之外，還附帶一個益處，Pipe

說：“當妳們在人行道上肩並肩行走時，妳們示意‘我
們正在一起走進世界’。這樣做帶來很多共同的使命
感，表現出妳們在一起解決問題。”

更活躍的工作方式 在工作時有意多活動

在搬進新辦公室（7月）之前，員工就可以選擇自己將
來在新辦公室裏的桌子是高度可以在坐和立之間調
節的，還是傳統的坐着辦公的高度：80%的人選擇
了高度可以調節。為了支持員工變換姿勢，並在工作
中常走動，這個裝修一新的1530平方米的辦公空間
還配備了將跑步機和工作台面結合到一起的details 

Walkstation®。新辦公空間裝配了兩台Walkstation，
所有員工都可以隨時使用。一台放在開放式空間裏，
靠近大窗戶，沐浴着自然光。另一台則安放在隔間
裏，提供私密性。

整個辦公空間裏都配備了帶有低隔板的辦公桌，讓鄰
座的同事站起來就能合作辦公，坐下去就能專注于個
人的工作，而不再是如過去在封閉的私人辦公室裏工
作。此外，新辦公室也提供一系列共享空間——會議
區域、團隊空間、沙發、小廚房、寬敞的透灑着自然光
的走道、還有一個瑜伽房——這些布置都是為了讓
員工活動起來，有更多的互動。

“我們的領導決定他們要突破現有格局，在大學的環
境裏做一些創新的事情，”Buman說道。“作為健康
研究人員，我們希望充分利用這一決定，好好評估這
樣的改變對健康和生產效力的影響有多大。”

“如果我們能證實這種改變確實能帶來健康狀況的
改善，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帶來工作效力的提高……
如果我們能在一定規模上證實這些觀點，那么真的能
對全世界蔓延的肥胖症帶來一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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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為員工提供在工作中
更為頻繁地站立、移動
和行走的選擇，
 aSU全新的工作環境將
身體活動設計到辦公場所中。

“妳不能只是
   對他們說
   工作時多站站。
   妳需要
   為他們提供
   改變行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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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有關dash的詳情，請訪問steelcase.com

這就是

在details，我們的設計旨在改善員工的生理、心理和社交活動的健康發展。

dash® mini是最先進的LED工作台燈。dash提供了一組統一的光源，能夠降低對比度，
最大限度地減少強光和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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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大家有最好的表現

隨着大家對肥胖症危機越來越關注，Buman稱這個
項目是“雙贏”的——不僅惠及aSU員工，也對全世
界有潛在的益處。“我們希望能找到健康解決方案，
以及改善整個社會健康狀態的方式。”他說。

Buman提到，其他各項研究表明員工不太可能改變
他們的行為，除非總體基礎設施允許並且鼓勵這樣的
改變。

“很難讓大家站起來工作，如果員工沒有讓他們站
起來工作並且保持高效的方式，”Buman說道。“妳
不能只是對他們說工作時多站站。妳需要為他們提
供改變行為的機會。”

“他們將整個學院從一個相對靜止且傳統的環境搬
到了一個能真正滿足人們在工作中多活動這樣的需
求的環境中去。”Steelcase’s FitWork group市場推
廣產品經理Maren Channer說道。

“很多成年人似乎丟失了他們兒時在體育活動中建
立起來的習慣，”Lindor說道。“我覺得如果妳在
工作中也能培養起好的習慣以保持肌肉張力、骨
量——這些都需要從站立和鍛煉中培養起來——那
么妳更可能比實際年齡來得健康。我們知道如果人
們的生活太過于靜止，結果則相反。”

“我們從研究中獲知，”Channer說道，“當妳把這些
工具放到辦公環境中去，只要有一個人站了起來，他
們的鄰座也會陸續站起來。然後這會蔓延開來。他們
會互相挑戰。”

除了提高活動量，給員工減少壓力也同樣重要，兩位
院長都這樣期望。“我們一直會談周邊健康環境的重
要性，但是還有一個‘內’環境，我們的工作空間和我
們自身之間的互動是緊密相關的，”Pipe說道。“一個
有審美情趣、高效的工作環境會影響我們的壓力水
平，以及我們對工作內容的注意力。我們每個人都能
讓世界變得更為美好。如果我們的內在自我和外在環
境之間有一致性和平衡度，那么我們能更有效地為創
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

收集並分析這些數據要再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但是
院長已經開始看到變革和進步的初兆了。

“有時候看到整個辦公室裏的人都站着，這個景象
頗為壯觀，大家都在說新環境讓他們感受好了很
多，”Lindor說道。“我目睹了人們在使用這個空間後
人際關系的改善。人們每天都看到彼此，一天要打上
好幾次照面，會彼此間互動。以前大家都隔離在私密
的辦公室裏，這些行為從來沒有發生過。我覺得這真
的提升了員工們的士氣。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到
辦公室裏來幹些活兒，很驚訝地在辦公室裏發現還
有五個同事也在。我們真的創建了一個大家願意來工
作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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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

steelcase.com/educationsolutions

Verb：支持多種學習模式

小組學習 講座&測驗 討論 小組團隊

向您推薦VerbTM——第一款能支持課堂中主動學習的集成式教室家具系列產品。  
Verb很靈活、可移動，具有多種重組可能性——支持各类的教學風格。  
Verb在任何課堂裏都可以支持主動學習，提高學生的成功率。

教育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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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圖擺脫傳統意義上圖書館的影子。我們想要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場所，看上去不同，感受也不同，這樣天

才學生有不一樣的行為表現。”

“的確大不同。”GVSU大學圖書館館長 Lee Van Orsdel

說道。位于密歇根州阿侖代爾市的偉谷州立大學裏全

新的Mary Idema Pew圖書館和信息共享中心突破了

傳統大學圖書館的框架，一舉成為21世紀的學習中心。

圖書館不再是沉悶的圖書倉庫，而是一個集空間、家具

和工具于一體、支持主動學習的靈感空間，它支持獨

立學習，也支持協作學習，為學生提供獲得新技能的

幫助和指導，並且讓學生能自由獲取任何形式的內容。

GSVU為支持學習，
徹底改造了圖書館

96 97 

全新的
學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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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噪音控制這一概念
升華至一種藝術表現。”
Van Orsdel院長指出，
圖書館的東面比較安靜，
西面則讓學生在交談中
合作學習。

Steelcase研究人員和設計師為在
高等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圖書
館設立了關鍵設計原則，這些設
計原則同樣應用在GVSU圖書館
的設計中：

如何讓 
大學圖書館在 
21世紀依然有用

98 

→  設計一系列圖書館空間，支持學
    生社交化學習（同學之間、兩人
    小組或大組）

→  支持圖書館角色的演變，成為
    內容專家、IT服務提供者、合作
    者以及教育者

→  通過提供更好的靈活度和用戶控
    制，優化非正式空間的性能

→  為配合圖書館裏展開的一系列活
    動規劃好毗鄰空間

→  包含可供個人放松、專心思考和
    有安全保障的空間

→ 提供讓學生更易察覺並獲取 
    圖書館資源的空間

“幾乎90%的學習場景發生在教室之外，尤其是那些
能讓學生在畢業後獲得成功的技能：清晰地思考、溝
通、表達、說服、和小組成員一起合作的能力。這座
圖書館是一個學習中心，讓學生可以在課後繼續磨練
在課堂上學到的重要技能。”Van Orsdel說道。

這個 轉 型 的 開 始 相 對 比 較 保 守 — — 圖 書 館 將
150,000本書籍開架擺放，供學生隨意瀏覽閱讀。另
外有600,000本書借助一個自動存儲系統存放在圖
書館之下；妳只要在線訂閱一本圖書，它就會在一分
鐘之內出現。還要更多？圖書館裏有近100萬冊電子
圖書。

這個策略讓圖書館書籍占地面積從5570平方米減少
到了325平方米，釋放出來更多的空間給學生、教職
員工以不同的方式在大學圖書館裏工作學習。

這裏有各式各樣的學習空間，有沉思冥想的地方
（Van Orsdel稱其為“有點像單元隔間，學生可以在
其中尋得庇護的地方”），也有供小組主動分享和創
造內容的空間。“我們將噪音控制這一概念升華至一
種藝術表現。”她指出，圖書館的東面比較安靜，西
面則讓學生在交談中合作學習。

一套聲音系統將預先設置好的聲音通過線路輸送到
合作空間區域，在那裏的學生可以自在地用正常的音
調說話。在東側，白噪音則遮蓋掉講話聲音，以減少
幹擾。此外，圖書館還提供幾個戶外空間，包括階梯
劇場、室內咖啡館、室外露台、以及一個位于三樓的
閱讀花園。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100 101 360.steelcase.com       |       第67期       |   |       第67期       |      360.steelcase.com

“幾乎90%的
學習場景
發生在
教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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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圖書館就是一個沉悶的藏書庫了。
Mary Idema Pew圖書館是一個集空間、
家具和工具于一體、支持主動學習的
靈感空間，它支持獨立學習，也支持協作學習，
為學生提供獲得新技能的幫助和指導，
並且讓學生能自由獲取任何形式的內容。

 1530 
平方英尺

 1,500  
個座位

 19  
個小組學習房間

 10臺 
media:scape  
合作配置

29  
種座椅類型

 15  
萬本開架陳列的圖書

60  
萬本在自動存儲  
和獲取系統中的圖書

 100  
 萬本電子圖書

250  
台電腦

50%  
節省50%的能源  
（相比同等面積的 
其他圖書館） 

$6500 
總成本6500萬美元 

Mary Idema Pew  
圖書館和信息共享中心 
——數字一覽

回到學習過程的核心

傳統的大學圖書館其設計出發點圍繞的是印刷品資
源，而如今隨着電子內容的爆炸式發展，它的角色重
要性逐漸減弱了。GVSU于五年前開始規劃新圖書館
時，他們對圖書館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學習
過程本身發生的變化進行了再思考。GVSU大學和
Steelcase公司以及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研究小組對GVSU的實地研究展開了合作，參與合作
的還有SHW Group——一家教育環境專業領域的建
築和工程公司。

“大學圖書館可以成為學生在課後進行主動學習的重
要地點。在教室裏，雖然學生參與了實踐學習，但是老
師還是主導。在圖書館裏，學生發現信息、分析並共享
信息，他們自己是學習的主導。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大
家可以無拘無束地選擇獨立學習還是和他人合作學
習。這樣一來，圖書館脫胎換骨，從一個閱讀和存書
的地方轉變成了一個主動學習的中心。”Steelcase高
級設計研究員Elise Valoe說道。Elise所在的研究小組
在全國範圍內對私立和公立大學中的圖書館進行了
研究。

研究人員對學生的學習模式有了全面的認識，包括 
“我們之前聞所未聞的學生的生活節奏一說”。Van 
Orsdel說。每個學期似乎都有其固有的節奏——學
生的活動會在期中考試和論文交期前後增加，但與
此不同的是，“我們發現學生每天也都有一定的節
奏。學生們白天大多數時候都會單獨學習，但到了晚
上，學習小組就形成了，小組也常常會打亂重組。他
們不會就坐到一張桌子前，或走到一個房間裏，他們
整個晚上都在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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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分

GVSU的學生給Mary Idem Pew

圖書館和信息共享中心

給出了很高的評分。

學生的姿勢在一天之間也會有各種變化。如果他們
手頭有任務並且要去趕課時，他們會筆直地坐在桌
前的座椅上。如果他們在等一個朋友，則會拿着電話
或平板電腦，放松地坐在高腳凳或沙發椅上。到了晚
上，他們希望家具擺設是可以移動的，便于他們參與
項目小組。大學還發現學生小組和大多數小組不同的
是——他們常常在早上10點到下午3點之間碰頭。

學生各種奇特的學習習慣給設計帶來了挑戰：是為他
們在白天獨立學習設計空間呢，還是為他們晚上的
小組學習設計空間？GVSU相信他們找了理想的解決
方案：空間裏的家具是可移動和重構的，提供各種尺
寸和形狀，包括20種不同的座椅、數量充足的白板（
有固定在牆上的、也有帶滾輪的）、以及在圖書館裏
的多個空間裏都配備好的media:scape合作設備。

“基于電子化內容的合作往往意味着一個房間裏有
6個人，各自帶着筆記本電腦，為了看到共同的信息不
得不不停地旋轉屏幕、扭轉身體。而media:scape讓
人們可以專注于共同創造和學習的思維過程，不需要
每個人都在自己面前放個終端設備。”Van Orsdel說
道。

她相信這樣的設計讓圖書館固有的靈活度有了意外
收獲：“萬一我們的設想和實際情況有差異，我們有
足夠多的靈活度根據學生的需求進行調整。”

MIPL中另一個著名的概念就是知識市場——它通常
位于入口通道，在那裏，訓練有素的學生可以幫助他
的同學提高某項技能。“大學往往不能無縫地提供好
這項服務，因為大學根據教育學範疇將知識都分隔
開來：英語、寫作、研究、技術、演講等等。知識市場
則將這些資源都規整到一個地方，讓學生可以培養所
有未來雇主覺得重要的技能：書寫、表達、演講、研
究。學生自我管控他們的學習，在需要幫助的時候選
擇所需的方式。”

知識市場是一個開放式區域，位于主通道旁邊一條
不會錯過的小路上，從晚上6點開至深夜12點（“合作
的行為通常發生在這個時間段內”）。信息亭、視頻
顯示器和屏幕等裝備鼓勵學生走上前去、提問、快速
合作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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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教學空間能大大影響  
學生的投入程度

107 106 

Steelcase Education Solutions（教育解決方案）研

究中的新數據表明，專為主動學習而設計的教室會對學

生在課堂上的投入程度起到正面影響。

這項涉及了四所美國大學的研究對不同的教室設計如

何影響學生的課堂投入程度進行了評估，學生投入程

度被公認為是教學成功與否的一個可靠指標。

 “提高教學質量是全球共同的目標，但是如何得以實

現卻依然在研究和爭辯中。雖然近幾年完成了一些

引人關注的研究，但是有一個變量經常被忽視，那就

是教室設計所扮演的角色。”Steelcase Education 

Environments總監Lennie Scott-Webber博士說道。  

     “我們為填補這一重要缺口在繼續推進研究，創建可

靠的評估工具，並且為學習環境和學生成功之間的關

系貢獻大量的知識。”

憑借由Steelcase Educations Solutions團隊開發的 

評估調查工具，參與者將比較他們在傳統排列座位

的教室裏的體驗和專為主動學習所設計的教室裏的

體驗。專為主動學習而設計的教室配備有Steelcase

支持主動學習的產品：Node®座椅、Verb®教室系

列、LearnLabTM以及media:scape®合作配置。參與

者將回答他們在教室裏所發生的學習活動的投入程度，

並且評估教室的裝配對這些活動的支持程度。

依照評估工具裏的12個因素，大多數學生認為支持主

動學習的教室在各個指標上都要好過傳統教室， 而且

這個評估結果在不同的大學之間沒有明顯差異。總而

言之，支持主動學習的教室為學生和老師都帶來了主

動教學質量的改善。

總體研究表明：專為支持主動學習而設計的教室在多

個層面都提高了學生的投入程度。研究還表明，學生

覺得教室的設計對他們的創造能力、上課的積極性、

取得更好成績的能力、以及課堂上的投入程度都有

積極的貢獻。

 “這項研究得到了諸多重要發現，均說明教室對學生

投入程度有很強大的積極影響，”Scott-Weber說道。         

 “如今我們能證實Steelcase Education Solutions的

教室能鼓勵並幫助教學工作者實踐主動教學的方法，

即使他們沒有經過特殊培訓。由此，教育機構的決策

者、建築師和設計師能更加確信：投資于支持主動學

習的解決方案能創造出更有效的教室，學生的投入程

度也有更高的預見性。”

研究的第一階段結果（3所高校的測試研究）刊出在

2013年11月的高等教育規劃上。此期刊是由學院和

大學規劃協會發行的同行評審期刊。Steelcase團隊

繼續在北美的高校裏開展此項研究，為這一重要研

究領域收集數據、積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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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ie Scott-webber, 博士               
Steelcase education 
environments 總監 
教育解決方案

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教育環境，
深入探訪過的教室數不勝數。
我的熱情以及工作是
幫助人們理解不同的環境下
所產生的不同的行為，
並且為支持新的
教學方式創建教室環境。

請將您的想法、問題或點評
發郵件至lscottwe@

steelcase.com或推特
至Lennie_SW@twitter.com。

98%的學生希望
每堂課都可以
這樣活動身體。

坐着別動

全新學習心得
關于學習空間規劃和設計的想法

訪問www.steelcase.com/libraries，了解更多訊息。 教育解決方案

©2014 Steelcase Inc. 版權所有。本手冊中所使用的注冊商標均為Steelcase公司或相對應所有者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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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圖書館

今天的學生希望有選擇的權利，要求圖書館提供多樣性的空間，來支持他們多樣化的學習方式。
Steelcase和全球領先的教育機構合作，為可能發生學習的各種場景創建了多用途、高性能的空間。

活動是健康的、高效的——有益于學習。

如果我有選擇，我會在全世界範圍內下令禁止這句在
校園裏常聽見的命令。原因是：越來越多的研究和課
堂上的經驗表明，通常被稱為“坐着獲取知識”的學
習方式真是大錯特錯。事實證明，要讓大腦保持活
躍，我們需要常常活動。

活動能增強學習和記憶力，教育家david a. Sousa在
他的著作“心靈、大腦和教育：神經科學對課堂的影
響”（2010，Leading Edge）中寫到。身體活動會給
大腦輸送更多攜帶“燃料”的血液，當學習者四處活
動時，他的大腦更為活躍。

加拿大的高中教師allison Cameron在她的教室裏配
備了健身腳踏車和踏步機，並且將每節語文課分成了
兩個20分鐘的段落，一半鍛煉，一半教學。結果：測
驗成績提高了。一個8年級的班級寫作測驗比去年提
高了245%。另一個8年級的班級沒有鍛煉，40分鐘整
堂課都用來教學，他們的寫作成績相比去年反而下降
了。

活 動 讓學生 能 重 新 集 中注 意 力，並 提 高專 注 程
度，Lengel和Kuczala在“動覺課堂：活動中教學”
（2010，Corwin）指出。他們說，只要讓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能離開座位動一動，就會給大腦所需的新鮮
勁兒和轉換。

企業也在逐漸了解活動的好處。經濟學家期刊最近
報道“長時間不活動對人體健康有害，無論妳之後花
多長時間去健身房慢跑或狂踩踏步機。最新研究表
明，妳同時也需要經常輕度活動……即使只是多次站
立，也會調用到坐着不會用到的肌肉。”公司通過安
裝站式辦公桌、踏步機辦公桌或其他鼓勵身體活動
的辦公家具，給員工提供工作中活動的支持。但是，
學校的管理人員似乎還沒有拿到這份備忘錄。

密歇根州阿倫戴爾市偉谷州立大學運動科學的教授
John Kilbourne博士准備對此做出改變。

“學生也應該有同等的環境待遇，如果要他們為活
躍的辦公環境做好准備的話。為什么不通過創建更
活躍更有參與感的教學區域，讓學生為這個未來趨
勢做好准備呢？”

20多年來，Kilbourne都在傳統的教室布局裏教授
講課/討論課程：教室裏有30到40個座位，固定的課
桌，排列整齊。“因為受到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畢竟
我的課前後還有別人要上課，妳不可能去改變課堂
格局。”

終于有一天，一位競技運動曆史和哲學教授受夠了
這種“沉悶古板、又倍感束縛的固定課桌格局”，並
且獲得了一些贈款資金。于是他創造了有趣的教學空
間——他稱之為可以活動的教室——裏面有平衡球
和Steelcase Node®座椅。

僅僅用了一個學期，他通過評估學生記筆記的能力、
注意力、討論參與度以及考試成績對新教室的有效
性進行了衡量。結果非常積極。此外，98%的學生希
望每堂課都可以這樣活動身體。

在接下來的一年裏，K i lbou rne添加了站立式課
桌，去年他又為教室引進了Turnstone的新Buoy座
凳，Buoy能傾斜至12度，鼓勵坐姿保持活動狀態。 
“它和平衡球有些類似的特征，但又要結實得多。”
他說。

“曆史上很多教學過程都是可以活動的，而不是坐
在一個地方。我無法想象哪門課不能在可以活動的
教室裏受益，對于那些需要學生相互合作的課尤其
如此。”

學生不是唯一的受益方。活動性同時為老師和學生
提供了啓發性環境。Lengel和Kuczala說道。老師的
大腦也需要新鮮勁兒和轉換。

我們所有人——規劃和管理學習空間的管理人員、
講師、設計師、研究人員——都應該為教室配備移動
桌椅和鼓勵活動的設備給予幫助。

學生有責任在課堂上自律並且專注，但是我們可以創
造出不同的環境：是讓學生更有參與感、更有動力；
而不是讓他們覺得枯燥乏味、坐立不安。

請加入我們的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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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Kuske 
Turnstone總經理

tUrNStoNe

將樂趣 
帶進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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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妳是一個移動辦公者，某一天下午可以穿着拖
鞋，靠在自家沙發的舒適一隅，閱讀報表，處理郵件，
這個場景對妳一定很有吸引力。移動辦公帶來的靈活
性似乎可以說服一部分人：我們不需要社區化的辦公
環境，或者辦公室這個概念本身都有點言過其實。

我們是在自欺欺人嗎？去辦公室上班還有必要和優
點嗎？

在turnstone，我們相信答案是“有的”。因為妳出現
在辦公室不僅有利于團隊團結，支持合作，促進關
系，還能營造出一種氛圍、一種個性——大家聚集到
一起所呈現出的品牌象征要大于任何一個個體所能
做到的效果。在辦公室裏工作能建立起團隊成員之
間的聯系和信任感，從而激發出團隊的創造力，讓項
目上的合作更有成果。

那么我們如何才能創建出人們想來上班的辦公場
所呢？我們如何讓新員工相信我們重視他們在會議
上的想法以及在餐桌前的存在感呢？我們相信答案
是：“樂趣”。隨着移動辦公的比例不斷增加，將樂趣
帶入辦公室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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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oUt公司 
     首席執行官 Joe Fernandez

“每個人都會邀請他們的朋友
 過來坐坐——即使不是
 第二個家，也至少是妳首選的
 俱樂部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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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如果想要改變辦公室裏的氣氛，那么下面這些事情
可以讓越來越多的笑臉出現在妳的辦公空間裏：

用有趣的活動建立聯系。當妳突破常規，用有創意的
方式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樂趣自會油然而生。試
試看舉辦一個比賽：拿出妳的熱膠槍，空出一天來，
去搜羅飾面材料或建築廢料，把它們變廢為寶，做
成工藝品。釋放妳的創意思維，在廢物堆邊上不務正
業。妳也許會和當時坐在妳邊上的人擁有一段共有的
開心回憶。

動起來！妳不需要靠跑馬拉松來收獲常常活動所帶
來的益處。除了有利于身心健康，站起來動一動還鼓
勵人們相互之間有更多的互動交流。這些都有益于身
心健康，並且激發創造力。

Turnstone的首席品牌人類學家Kevin Kuske在最近
發表在Entrepreneur.com的一篇文章裏提出，“我們
的身體結構生來就不是為整天以90度的坐姿來設計
的。活動對身體和心理都有利。一個高效的辦公場所
應該提供各種空間和姿勢的選擇。它能打破用戶和
桌子之間的捆綁關系。”

引入像Buoy這樣的產品是另外一種活躍辦公室的有
趣方式。它讓妳的團隊了解妳並不是一個太過嚴肅的
人。Buoy僅重20磅，方便移動，能夠讓團隊根據他們
的工作打造最合適的布局，讓他們在一天中的工作效
能最大化，並且促進成員之間的互動交流。

創建妳自己的辦公室文化。創建優秀的辦公室文化能
讓員工在工作中保持真我。辦公環境中的真實性有利
于人和人之間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系，從而促進合作
和創新。但是促成這種吸引並留住高級人才的辦公室
文化並非無心插柳之舉——這需要付出有意識的努
力。

從維持一個中心聚集區開始，供大家聚餐或慶祝特
殊時刻。邀請妳的團隊把家人的照片或旅行途中的
照片帶來。引入不同類型的辦公桌、音樂和藝術，將
它們融入到妳的辦公空間中去。簡而言之，讓員工在
工作中保持真我，讓辦公室文化能夠體現企業重視員
工真實性的一面。

位于洛杉磯的Klout公司CEO Joe Fernandez是
Turnstone的一位顧客，她談到他們的辦公空間時
說：“每個人都會邀請他們的朋友過來坐坐——即使
不是第二個家，也至少是妳首選的俱樂部會所。”

Joe和他的團隊知道優秀的文化能吸引優秀的人才，
而樂趣是成功的關鍵。欲了解更多建立優秀辦公文
化的想法，請訪問我們的博客myturnstone.com/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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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oy， 
和妳一樣有活力。

 myturnstone.com    facebook.com/turnstonefurniture    @myturnstone 

活動對妳有好處，
因此Buoy能旋轉，

傾斜，轉動。
它讓我們的身體保持活動狀態，

讓思維保持敏銳。
如何？擁有這樣一個座椅吧。

Buoy是一種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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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一些色彩。關于色彩的應用我們已經談了很多
了，因為色彩的確是空間設計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人們使用色彩來激發靈感，表達和提升情緒，並將物
理空間和品牌聯系起來。我們色彩豐富的布藝和飾
面是獲得那么多初創企業和年輕的創業家擁躉的兩
大原因。位于巴爾的摩的創業孵化公司Betamore就
是turnstone的一個客戶。

當然，最強大也最經濟的一個改頭換面的方式就是
粉刷牆面。想象一下由一面明亮的焦點牆或者黑板畫
所引發的一段交談。讓妳的團隊來給他們最喜愛的
板報投票，看誰能贏出。人們會給妳的民主和格調加
分。

遊戲，遊戲，遊戲！即使妳不是智力問答主持人，讓大
家在辦公室裏放松一下參與遊戲也是建立階級情感
的一種方式。在為一個新項目做頭腦風暴、或投身于
新產品發布之前試試看做個小遊戲吧。

美國得梅因地區的Goodsmiths將一個台球桌引入了
辦公空間，讓團隊成員在交期將至之前釋放壓力，保
持冷靜。無論時是桌球、吃豆子、還是二十問，遊戲能
讓妳的團隊放松、歡笑、享受團隊時光。

我們每天在工作中花費那么長時間，如果對工作的內
容沒有激情，對工作地點沒有熱愛，是件多么痛苦的
事情。我們真心希望團隊成員每天都很高興來這裏
上班。我們的目標是讓團隊成員認為：優秀的辦公室
文化以及充滿樂趣的辦公室和在家辦公的自由度相
比，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

所以，花些心思吧。為培養團隊、孕育文化、裝飾共享
空間投入時間和精力。妳的努力也許無法被量化，
但是一定會被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員工——感受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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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的

身心健康
一場虛擬的圓桌360訪問

116 117 

澳大利亞的建築師、設計師和房產專業人士對于如

何讓辦公場所支持身心健康有一些頗具新意的想法。

事實上，有着2300萬人口的澳洲對延伸至亞洲、歐

洲、北美和南美有關工作環境中身心健康的項目有着

深遠影響。

澳大利亞本身在身心健康的世界版圖上就有自己的一

席之地。根據2013年的社會進步指數，澳大利亞在國

民健康排名上名列前茅；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的全球幸

福感報告，澳大利亞在生活平均滿意度方面名列第九，

在平均幸福感指數上名列第十一。在快樂星球指數涵

蓋151個國家的榜單上，澳大利亞在身心健康上名列第

八，預期壽命排名第四。

為了研究身心健康是如何融入澳大利亞的工作環境

的，360期刊訪問了5位澳大利亞辦公場所領域的思

想領袖，他們在世界範圍內各個行業都有涉獵。這些

談話集錦融合成了以下這場和專家進行的虛擬圓桌

360訪問，這5位專家在辦公場所規劃、設計和建設

方面的經驗加到一起要超過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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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coSter 

lAUrie AzNAvooriAN

Hassell知識和可持續性
領導人，擅長對設計進行
策略型應用來提高企業績效。

Geyer全球辦公場所部門領導、
建築師和顧問，
幫助企業像運用商業工具一樣
使用策略型辦公場所。

國際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集團
Lend Lease總經理，
領導開發創新並具有
可持續性的辦公場所。

BVN Donovan Hill的建築師、
負責人，並擔任公司在
悉尼工作室的總監。

內飾和建築工作室
Futurespace的建築師、
辦公場所策略領導人、
創始人。

StePheN MiNNett

GreG MccoUrt

Bill dow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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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tt：越來越重要。這裏的高級經理和其他地方

的人一樣，傾向于關注成本、效率、生產力——如今

他們明白身心健康對生產效力有影響，身心健康獲

得了更多關注。

Mccourt：工作環境應該能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的潛能，

幫助他們培養歸屬感，感到自己身處超越自身、更大的

使命中。客戶們如今都在詢問如何將這些問題一並解

決，既解決身心健康的諸多問題，又創造出讓人們聚集

到一起獲得特別體驗的社區感。

coster：客戶們都在意識到辦公場所不再僅僅只是面

積大小和辦公家具的事情，他們和人也有關。很明顯，

身心健康是讓人們在工作中有最佳表現的關鍵因素。

因此，當領導人意識到辦公場所能直接給員工提供支

持時，有關身心健康的問題才能更堅決地被提上議程。

coster：通常身心健康被理解成病假，畢竟相比健康

的征兆，生病的症狀更容易被描述和衡量。行業也只是

看到環境能消除某些病症的能力，好讓員工更加健康。

但是我希望我們能更進一步，用積極的意義來思考健

康。對比讓人們覺得不那么病懨懨的措施，到底什么能

讓人們覺得自己很健康呢？我們如何能超越解決衛生

問題，對人們的健康做出更積極的貢獻？

Aznavoorian：身心健康對他們來說意味着更好的

企業績效。在澳大利亞，企業能理解員工的身心感受

和其工作表現的關系。相對澳大利亞的國家大小，它

的人才顯得有限，因此企業雇主對吸引人才、保持健

康快樂的企業環境、以及敬業度有越來越強的意識。

此外，我們人口較少，因此靈活度更高。層級較少，也

沒有曆史包袱，因此變革相對更容易。澳大利亞關注健

康背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像北美和歐洲那樣

受到近期經濟衰退的影響。這給了我們空間去關注影

響績效的其他因素，比如員工的身心健康。

dowzer : 在澳大利亞，項目領導更多來自于企業部門

和人力資源小組。當他們領導項目時，會讓企業組織更

注重提供讓員工有選擇和授權的工作環境。

澳大利亞的大企業裏層級也更少。此外，我們和世界

其他國家的距離事實上是個好事兒。在開展這些項目

的前期，妳不會受到全球總部組織結構或做事方式的

影響。妳可以遠程把這些事兒用簡單快捷的方式完成

了，因為我們不在任何人的雷達監視範圍內。

Mccourt：追求身心健康不僅僅是一個理念，也是

澳大利亞的一個法律要求。我們有工作安全法案，其

中聲明了工作安全意味着要確保人們在工作中的健

康、安全和身心健康。

coster：澳大利亞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沒有舊社

會體制遺留的曆史包袱。它的文化裏有擁抱新事物的

基因，比如對科技就是如此。相比其他國家，我們天

性更喜好社交，社會結構也更扁平，這點在工作環境

裏也有所體現。大體來講，人們覺得公司裏的各個層

級之間都應該容易接近，我覺得這裏層級更少，部門

也更少，妳可以爭辯，也可以遵從。

這裏也有有關企業結構的事情：相比世界上其他

大的經濟體，在澳大利亞，租用辦公室的企業相

對較少。比起英國和北美的同行，這裏辦公場所

設計師的工作還涉及大樓設計。在這裏，讓企業

租戶參與到基地建設的設計過程中來非常普遍，

例如，通過將樓梯、中庭融入設計，來實現公司組

織之間的連通性。

為何澳大利亞顯得如此不同，背後有很多原因，這

些原因能幫助我們創建人們喜歡的環境，而這正是

健康的基礎。如果妳不得不去一個妳不喜歡的環

境上班，這個不能支持妳的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作為一個環境問題，對澳大利亞有多重要？ 身心健康對妳的客戶意味着什么？ 為什么澳大利亞會成為辦公場所身心健康的
思想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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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亞，
追求身心健康不僅僅
是一個理念。

在澳大利亞，
企業能理解員工的身心感受
和其工作表現的關系。

120 121 

dowzer：對每個公司而言都不盡相同。有些公司需

要將較大的一塊平地面積設立為社交空間，以支持合

作和社交的需求。有些公司則需要將共享空間設立在

日光強烈的位置，這樣一來工作時間過長或不規律的

員工會得到生物鐘提醒，感到能量不足。有些公司需

要在辦公場所裏設置淋浴房，供午休時間鍛煉身體

的人使用，有些公司需要餐廳提供健康食物的選擇。

coster：我覺得有四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環境條件

和健康之間的關系。第二，環境設計要能意識到身體

活動是妳度過每個工作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此

做出支持。第三，心理健康。人們在工作的一天當中需

要各種不同的空間。可以對此做出選擇能在心理層面

上讓妳覺得對環境具有控制力，控制妳坐的方式、工作

的地方等等。無助感和缺少控制力是壓力和焦慮甚至

臨床憂慮症的症狀表現。如果妳能消除人們的無助感，

幫助他們通過自己選擇來控制結果，那么妳能讓他們

對抑郁症免疫。第四，在辦公場所表達對企業的認同

感——這就是我們的員工想去的地方，因為他們認

同公司的使命，並且希望為之貢獻力量。通過讓員工

對自己每天都要努力發揮作用的辦公場所感到積極

投入，妳能讓他們的身心更加健康。

Mccourt：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熱愛自然的天性，這

個概念認為人和其他生命系統之間存在紐帶，因此自

然元素，如植物，能讓人們感覺良好，能更好地進行

思考。在我們的倫敦總部，我們放置了4000多盆植物，

人均每人有8盆植物。這些植物能降低毒素，平衡濕度，

增強身心健康。很多設計師對熱愛自然的天性持嚴肅

態度，覺得它應該是辦公場所中身心健康的組成部分。

Minnett：最起碼，一個支持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應

該通過采用Green Star原則（澳大利亞版本的LEEd）

成為一個盡可能健康的內部環境， 例如，讓人能在辦

公場所接觸到自然光、新鮮的空氣、綠植。但是我們也

相信，一個更靈活的辦公場所能推進身心健康，因為人

們不會被要求在一個位子上一坐坐上一整天。他們能

坐着上班，也能站着上班，能去沙發區上班，也能在辦

公桌前上班。活動性和提供空間的各種選擇是促進身

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這不是做對一件事情就萬事大吉，

這需要很多方面都得以兼顧，並融入到一種更為自然

的、能支持身心健康的工作方式中去。

Aznavoorian：活動是身心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他

們說坐着不動相當于另一種形式的抽煙；因此，如果

辦公場所能提供各種不同的空間，則會鼓勵人們活

動。坐/立辦公桌、連接上下層的樓梯，以及限制打印

機的個數也是其他一些策略。我們在身體健康方面

已經有了一些作為，現在我們需要關注員工的心理和

情緒健康，讓當今的辦公場所充滿活力。

dowzer：有了活動，人體工學則更為重要：可以坐，

可以站，可以利用不同的工作環境，使用各種不同的

設置。還有就是通過物理結構，如階梯，實現企業內

的連通性。妳的工作環境越是開放、透明，妳的員工

越可能站起來走過去和別人交談，而不是發一個郵

件過去。將階梯和空位納入企業內部的建築結構，能

從物理層面上將員工聯系到一起，人們不用下意識地

跑到電梯那裏，就能在公司上下穿梭。這是企業策略

的根本，讓人們站起來，動起來。

Aznavoorian：如今的辦公場所越來越複雜。空間不

再是獨立因素，我們不能將辦公場所或身心健康和其

他各種影響因素割裂開來思考。我們需要認識到辦公

空間、技術和人（身、心、智）之間的相互依賴的關系。

結合到一起，它們能創造出給人靈感和動力的體驗，由

此讓公司收獲更好的績效。我們現在還能探索虛擬環

境怎樣和物理環境互動，讓這個體驗更好。

Mccourt：如果妳單個審視這些改善身心健康的策

略，那么它們很難被自圓其說。如果妳聽說增加更多

的自然光，生產效力就會提高一定的百分比，但事實

並非如此。一組身心健康策略一並得以實施，才會改

變現狀。但是每個公司的情況各有不同，同一套方法

未必對每個公司都有同樣的效果。有許多改善身心

健康的方法，放到一起來考慮一定會提高績效，但是

沒有一個一應俱全的神奇妙方。

coster：想想身份認同經濟學——人們做出經濟選擇

時，會同時考慮金錢因素和自我身份認同。比如，妳為

什么願意花更多錢買這輛車而不是那一輛，即使兩輛

車的技術性能一模一樣？妳願意支付的溢價背後是人

們對于品牌認同的差異。那么對于妳的辦公空間也同

樣如此。讓員工在一個他們認同公司的地方工作，還是

在不認同的地方工作，他們所願意接受的薪水會有所

不同。妳可以衡量出這種差別所帶來的成本差異。辦

公環境如果能體現出妳希望員工產生身份認同的價

值體系，則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妳節省一部分錢——不

然妳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酬勞讓他們為公司付出努力。

dowzer：快樂/高產的員工這一假設其內涵其實頗

為複雜。身心健康有很多種考量方式：士氣、壓力、工

作滿意度、組織性結果（如：缺勤、客戶滿意度、離職

率、撤銷、以及騷擾事件）。將環境設計納入身心健

康的考慮因素則帶來更多複雜性。我覺得，企業對于

身心健康的關注有一點是正確的： 除非員工能高效

率地工作，不然擁有一群快樂的員工也沒有太大的價

值。但是，如果一家企業的高效是以員工的身心健康

為代價的話，也沒有太大的價值。

Minnett：看下我們納入工作環境的因素——更多自

然光、更安靜的環境、為瑜伽、按摩、健身提供的空間、

支持移動辦公和活動的辦公室、以及在辦公場所裏提

供各種選擇——這些都在幫助員工改善工作/生活的

平衡和他們的身心健康。最終，這些因素會向企業自

我證實：病假天數減少，離職率降低，生產力提高。

辦公場所裏有哪些事物能增進身心健康？

企業如何能從支持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裏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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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舒適性、功能性和情感滿足度融合到一

起的環境能激勵員工有最佳的工作表現，

提高工作效力、滿意度和敬業度。

Coalesse團隊在研究基礎上，為您提

供如何將身心健康帶入辦公室的10個

小貼士。

健康工作
健康生活

Coalesse的10個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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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糊界限：能把辦公室和家的界限
變得模糊的空間，能創造出
舒服的環境，讓人們可以放松，
跳出條條框框，啓用創造性思維。

2 放松：舒服的工作姿勢未必是雙腳着地。
任何活動，或大或小，都是健康有益的。

3 順其自然：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這兒
幾分鐘，那兒幾個小時。
隨着完成工作的方式越來越多，“正確的”方式是讓
人自由選擇，順其自然。

4 讓人獨處：大多數人在一天的工作裏都要在
外傾和內傾模式之間切換。讓人們可以暫時放空、
思考或跳線的空間能支持精神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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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勵放空：一個非傳統的
“第三空間”布置讓人可以重新
獲取正能量，並且對進展感到樂觀，
尤其當他們可以在那裏方便地
接入電源時。

6 創造一個真空區：一個沒有網絡和電源的空間，
鼓勵人們互相面對面交談，讀一本書，
或讓眼睛休息休息。

7 開辟新天地：知識型工作
對員工要求高、壓力大。
小憩一下，或切換一下頻道，
是一個讓人恢複創造力
和身心健康的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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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把自然帶入工作：通過為人們提供到戶外工作的
選擇，將身心健康帶入辦公室。
新鮮的空氣和自然光令人神清氣爽，事實證明，
在戶外工作或者在自然光下工作能提高人們的
創造力、生產力和敬業度。

10 提供選擇：單人沙發也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
辦公桌。一應俱全的設置和轉換功能，
能適應不同的工作風格和姿勢。

8 表現情緒：不同的工作模式需要不同的
周圍環境。有些材料和顏色能激發創造性思維，
其他材料和顏色則讓思想集中，
適合沉思和休息。

 

為了
新一天的
工作

帶有存儲功能的Massaud沙發–
由Jean-Marie Massaud設計

亦工作。亦休憩。
帶有存儲功能的Massaud
沙發擁有舒適的設計，
又方便接入技術裝備，
辦公、沉思或放松的
可選的絕佳之所。

coales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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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時刻

FrANciSco loMeliN 

access Business Centers 總裁兼CEO

access Business Centers是一家提供行政辦公套

房和會議中心服務的國際化公司，采用全新的方式

為其客戶提供高效的辦公空間。access Business 

Centers達拉斯公司于近期開幕，選址出于策略考

慮旨在為國際客戶提供服務，達拉斯公司為美國中

型企業以及在美國開拓業務的國外企業提供辦公

場所解決方案。

www.accessbusinesscenters.com/ 
conference-center.html

360雜志和Access Business Centers總裁兼CEO 

Francisco Lomelin進行了交談，討論他的企業如何
幫助中小型企業從一個精心設計的高檔工作環境中
感受到策略優勢。

coalesse.com

Lagunitas–

為了
新一天的

隨處都可成為第三空間。
從常規設計到隨性設計，
Lagunitas系列能應用于
不斷變化的工作風格和
不停切換的辦公姿勢。

由Toan Nguyen設計

工作

access Business Centers的創始人Francisco Lomelin 

和Sonny Moyers相信高品質的工作環境會對個人和團

隊的工作表現以及企業績效帶來積極的影響。對此深

信不疑的他們認為——這個理念是公司于2012年3月

在達拉斯北部商業區中心開幕的新空間在設計和建造

時需要首要考慮的因素。

“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我們發現他們沒有舒服又高
效的工作空間。他們沒有相應的設備，也沒有多樣化
的辦公場所供員工選擇。我們的願景是為規模較小
的企業建造一個同樣具有洞察和創新意味的高端場
地，這些企業還不具備自己投資買下同等品質辦公場
所的能力，”Lomelin說道。“通過提供高端的技術、
接入、員工以及高品質的場地和設備，我們讓這些企
業能專注于運營自身的業務，發展自己的團隊，而無
需花時間在他們的置業上。”

access達拉斯公司位于能見度頗高的商業雙塔中的一

幢玻璃塔樓內，占據一整個層面（2230平方米）。access

空間有意選擇寬敞、靈活、多樣的設計，而不是盡可能塞

入更多的辦公室。其53間可拓展的私人套間能適配于個

人、雙人、甚至一個小型團隊所用。並且，所有人都能使

用各種各樣的共享空間——非正式團隊空間、會議室、

休閑工作區、視頻會議布置、接待區以及小廚房。其中一

些是高度刺激性的環境，其他則是低調的通道。這些共

享空間加起來占到整個樓面的50%。

我們的設計基于當今四種工作模式的理念：專注工
作、合作共事、培訓和社交。正因如此，我們能在辦
公環境裏提供多樣性。當一個員工在專注辦公的環
境裏感到疲倦，需要活動一下時，他們可以走去另一
個區域和別人進行社交互動。或者，當他們需要變換
一下氣氛，變得更為高效時，他們可以去到一個不同
的工作環境。我們采納今天一位普通的知識性員工
的理念‘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變化，這樣他們就不用去
咖啡店了。’在這裏，他們有一個可以隨時變化、隨時
活動的環境，每天他們都對自己工作的地方和內容感
到心情愉悅。

毗鄰空間也得到了充分考慮。例如，在一個經常用來
進行全天培訓或開會的大型會議室之外，一頭是一
個安靜的休閑區，另一頭是一個帶有電視的寬敞的
社交環境。“整天都呆在同一個房間裏會令人感到厭
倦，因此我們為休憩提供各種場所。”

另一個重要的設計決策是盡可能讓空間沐浴在自然
光下。所有私人套間都在玻璃塔樓的外圍線上，城市
風光盡收眼底，同時也沐浴在充分的日光中。此外，
這些套間的內牆上開有玻璃高窗，將自然光引入走道
和臨近空間。

access團隊認識到辦公場所可以對人們在心理層面
和身體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他們將這些共享空間用著
名的藝術家命名：叠戈·裏維拉、畢加索、達芬奇、梵
高、莫奈等。“我們希望對這些空間的命名同樣傳達
出創意、前沿、特別的氛圍。”

唯一一家搬出去的公司也是一個成功案例：公司發展
迅速，已經准備擁有自己的辦公樓了。除了為越來越
多的企業租戶提供服務，access也為會議或活動之
類的短期空間需求提供方案。

“我們抱着提高生產效力的目的設計環境，並旨在
提供一個更為講究的辦公空間。人們每天的反應和
感受也是我們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Lomelin說
道。“除了考慮規模較小的企業需要優化現金流並關
注業務重點這樣的需要，我們也考慮知識性員工的
個人需求，如何讓他們感到愉悅。我們將概念和洞察
融彙到一起，創建出全新的環境，滿足人們的所需所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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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自從Gesture座椅于今年年初上市以來，
Steelcase在世界各地都舉辦了大型慶祝活動。
這些活動吸引了10,0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來賓，
讓大家有機會試坐Gesture。

參與者在iPad上完成了試坐後的問卷訪問，
其中他們最常用到的一個新的坐姿納入了
Steelcase的研究範疇。

參入我們  
全球範圍的研究
6個簡單問題：
postures.steelcase.com

如您想要親自體驗試坐，
請聯系您所在地區的
Steelcase銷售顧問。

 悉尼

 倫敦

 馬德裡

新加坡

 上海

迪拜

孟買

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