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分布式團隊
釋放出潛能

一場關於空間的冒險
我們通往全新文化的征途

第69期
探索辦公場所的研究、洞察
及發展動向

360.steelcase.com

真正的工作
它会在哪里发生？ 
答案一定讓你大吃一惊。

為教育界的創客 
騰出空間
實踐型學習的新轉折

讓距離感
消失

第
 69 期

讓
距

离
感

消
失

S
teelcase

香港 +852 2520 0160  東京 +81 3 3448 9611  悉尼 +61 2 9660 5511  墨尔本 +61 3 9670 1555  上海 +86 21 6137 6288  北京 +86 10 5911 3988   
新加坡 +65 6738 5225  班加羅尔 +91 80 3055 0300  德里 +91 124 3077 200  海得拉巴 +91 40 67046400  孟買 +91226121 3500



 

  

本期導讀

相比以往任何時候，企業更加希望團隊在一個日趨互
聯和複雜的世界裡能從容應對各種商業挑戰。隨着競
爭日益激烈、投資環境更加風險化，創新不再僅僅是
市場領導者所要追逐的。它對任何想積極進取的企業
而言，都至關重要，而且它需要團隊合作來孕育產生。 

為了植入多元化的視角並且加速創新進程，現在許多
團隊由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員工組成。正因為实時看見
彼此能帶來很多益處，他們在日常協作中紛紛求助
於視頻工具。 

雖然相比其他技術，視頻工具能提供更為豐富的信息內
容，但是它也會加劇“存在感差異”——當遠程參與的
體驗相比在同一房間裡的人要差時，就會出現此類情況。 

存在感差異往往會給與會者雙方帶來誤解或忽視感
覺，但它的負面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可能會拖慢項
目進度，加重團隊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損害員工敬業
度。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則企業對技術設備上的
投資回報是相當負面的。

Steelcase通過對視頻會議中“存在感差異”的深入調
查和研究，將洞察轉換成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融
合空間和虛擬的雙重體驗，從而提升個人、分散式團隊
乃至整個企業的績效。



60  一場關於空間的冒險
企業領導人對自己企業在新經濟中的定位憂
心忡忡。移動辦公、科技突飛猛進、全球經
濟衰退後的復蘇讓每家企業都有點暈頭轉
向。Steelcase直面這一挑戰，通過空間來驅
動企業文化變革，幫助企業將人、文化和工作
流程統一起來，以適應這個快速變化的商業
世界。 

360雜誌是Steelcase Inc發行的季刊。15-
0000005，2015版權所有，違者必究。本刊中
所包含的商標屬於Steelcase Inc.或屬於集團
旗下各品牌各自所有。 

本雜誌中發表的文章不可經任何形式復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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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辦公場所的研究、
洞察及發展動向

360.steelcase.com

26  訪問 Ray Oldenburg
“第三類場所”這個概念妳一定聽說過無數次了，

可能也無數次光顧過這類場所——咖啡館、圖
書館、那些家和辦公室以外的社交場所。但是
妳是否有聽說過定義了第三類場所並將其納入
文化版圖的這位大師呢？Ray Oldenburg將為
您解釋為何第三類場所仍然是十分特別的空間。

 steelcase.com/oldenburg 

86 提升文化
Turnstone在2014年度《小企業文化報告》
中指出，講究真實性的辦公室文化相比以
往任 何時候都來得重要。快來了解一下辦
公場所裏的那些細小改變，如何對提升團
隊士氣 和忠誠度 所產生出的強大作用力。 

101  最喜愛的事物
全新的turnstone產品讓您將最喜愛的空間設
計帶入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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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為教育界的創客騰出空間
迅速發展的創客運動，為主動實踐型學習 
理念帶來全新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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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真正的工作
酷酷的咖啡館如今在很多企業環境裏都冒了
出來。雖然任何辦公室都可以裝上Wi-Fi和咖
啡機來模仿咖啡館裏的時髦元素，但是創建    
 一個優秀的企業第三類場所——滿足員工辦
公的真正需求——它需要的則遠不止這些。

worklifefit.com

steelcase.com/lisawaxman

ideo.com

steelcase.com/workcafe-ideabook

8 讓距離感消失
對於跨地區協作的團隊而言，視頻會議意味着
新的工作方式——也是新的復雜性。隨着互動
愈發虛擬化，辦公場所的設計對於培養高效能
團隊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cisco.com

steelcase.com/polycom

steelcase.com/fuze

steelcase.com/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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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介紹為本期雜誌提供信息和想法的 
部分專業人士。

PatRicia KammeR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研究員

Patricia擁有室內設計的專業背景，在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團隊中進行初步研究和標桿分
析。她的工作主要是對新萌生的行為進行深入理解，
然後將獲得的洞察轉化成策略性設計準則。目前她
正在領導一項Steelcase研究項目：在全球企業中賦
予創意工作更多能量。

cheRie JOhnsOn 
Steelcase 全球設計總監

Cherie領導了Steelcase全球總部翻新項目的室內設計，
她設計的新空間旨在讓一個全球分布的企業更加團結
統一。“移動辦公的員工可以從WorkCafé入手。在那
裏，妳可以看到領導、其他部門的同事、訪客、客戶等
等。妳可以和他們面對面交流，在整個公司層面建立
關系和信任。”投入使用三年後，公司在內部溝通、員
工對公司發展方向的理解以及敬業度方面都有了顯著
提高。“我們提供的空間能反映全新的Steelcase形
象——關註用戶、創新、設計思維的產物——由此，員
工可以更好地理解公司的發展方向，並且用更有效的方
式將這個願景化作現實。”

michelle Ossmann 
醫療環境總監, Steelcase Health 

作為一名擁有10年經驗的執業護士，Michelle今年
加入了Steelcase，關註醫療環境能如何影響病人的
康復結果和護理團隊的工作。“我希望在臨床醫師和
建築師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我能夠從雙方的視
角看待設計。我可以向建築師展示醫院的工作規範和
習慣，並解釋臨床醫師的需求。然後也可以轉換角度，
看看一項設計能如何幫助臨床醫生更高效地工作。” 

DaviD WOOlf 
總經理，Steelcase集成科技

David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生活工作了幾十年，親眼
見證了這個城市逐漸發展成一個欣欣向榮的技術中
心。David有充分的準備以總經理的身份領導並發
展Steelcase的技術集成團隊。在加入Steelcase以
前，他在可視化協作技術的領導企業InFocus擔任
營銷和工程副總裁。David仍然在波特蘭市工作，帶
領一支分布在美國各地以及德國的團隊。

Jim Keane 
Steelcase 總裁兼 CEO 

於2014年3月擔任Steelcase總裁兼CEO開始，Jim常
常聽到其他企業領導人對如何將公司的策略、品牌和
企業文化錨定在一個方向上表示擔憂。“我們知道大
家一般都不會記得公司的使命宣言和策略綱要裏寫了
些什么。然而通過和其他員工互動，可以從工作環境
所流露出來的線索獲得感知，員工反倒能理解公司的
發展方向和使命——以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Steelcase如何通過設計辦公空間來應對這一挑戰，請
翻至第60頁閱讀我們的特輯故事“一場關於空間的
冒險”。 

leW ePstein 
總經理, Coalesse

員工的需求正在不斷發生變化，企業面臨着在辦公場
所中將第一類場所和第三類場所中的最佳元素融合
到一起的挑戰，好讓員工在工作中全情投入。“如果
員工離開辦公空間去工作，他們會和同事、企業資源
和文化逐漸脫節。那些離開辦公園區到咖啡館工作
的員工如今也遇到了以前沒有料想到的挑戰，並看到

了只有辦公空間才能提供的優勢。我們正在將家裏的
舒適感和第三類場所的社區感帶入辦公空間，讓辦公
室成為最佳的工作地點。妳一旦這么做 了，它會改變
辦公場所的固有特征和社交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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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趨勢

視頻：新規範

單單依靠技術還不夠

辦公場所的設計能解
決遠距離協作的問題。  
 
欲了解如何為分布式團隊創造高效的辦公環境以消除距離
感，請參見第8頁。

效率和生產效用提升了 

視頻會議作為 
溝通工具的好處：

決策的影響力提高了 

79%的視頻會議依然 
發生在會議室 
美國Wainhouse調研和Polycom問卷

在世界各地的企業中，人們與多個地區的團隊成員合作共事，通過面
對面或者虛擬平臺來實時地應對挑戰、解決問題、共同創新。如今越
來越多的團隊正在依賴視頻進行互聯。

這些分布式團隊常經歷着“存在感差異”，遠程參與者和在同一個房
間裏的人相比有着大相徑庭的體驗。團隊越是分散在各地，彌合存在
感差異的缺口就越是重要。

全球團隊之困

分布式合作將繼續

彌合存在感差異的 
缺口

80%的企業表示要推動協作，但78%表示很難真
正有效地幫助人們協同合作，無論是通過虛擬平
臺還是面對面的方式。

IBM工作超越國界之研究

的財富500強企業高層領導預
計：通過虛擬平臺組建的團隊 

FORRESTER咨詢公司

的員工經常和其他時區和地域的人 
協同合作。
思科視覺網絡指數

培養互信對於全球團隊來說是非常關鍵
的，但同時高管們也認為這是最難完成的
任務。
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評論

6 7 

64% 88%94%

80%

78%

62% 56%

79%

美國Wainhouse調研和Polycom問卷

決策進程加快了 差旅成本降低了 

87%87%

在未來的1-3年裏 
會繼續增長。  

64% 的受訪者相信： 
和同事面對面地聯繫能促進關系
的建立
BLuE JEAnS 網絡研究

……但會議室的設計初衷通常是用
來讓領導主持演講，而非是為了提升
生產效率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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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團隊合作要比以往難得多。就在不太遙遠的過去，
團隊成員只要安排一個會議，大家聚集到會議室裡，就
能一起解決問題 —— 至少嘗試解決問題。這不是一個
完美的流程，但至少一點也不複雜。

如今，企業所面臨的問題更為棘手， 投資風險也越來
越大。有時候，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是所有員工都
在一個地點辦公，但大多數時候都不是。今天對員工提
出的全新技能要求是他們能夠跨越不同的地點、時區和
國家來順利開展工作。員工需要在跨職能、跨文化、跨
組織的分布式團隊合作中表現得遊刃有余。

隨便找個分布式團隊的成員問一下，他們就會告訴你這
個工作不好做。即便是在同一個地點協作辦公的團隊，
現在對於工作的要求也變得更高了：基本的期望就是更
快速、更智慧、更創新。想想和與你稔熟已久、一直並肩
作戰的團隊成員（你可以看見他們、聽見他們、理解他
們，工作內容就在大家身邊）協作已經挺難的了。現在
要和遠程辦公的同事（一些人你從未見過；一些人你並
不十分瞭解；一些人為了協作不得不工作到深夜，而你
也不得不一早來到辦公室，其實你很想再睡一會）一起
協作辦公，那會是怎樣一個情形？

 一覽

問題

隨着企業朝着更迅速、更智慧、更創新的方
向發展，人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
要。許多團隊都處於分布式辦公的狀態，通
過利用視頻工具來填補地區、時區和文化的
差異和距離。但是一個常常困擾他們的問題
是“存在感差異”——即那些跟遠距離同事
工作的團隊和肩並肩工作的團隊在工作會議
上有着大相徑庭的體驗。

洞察

會議“存在感差異”不是小題大做。這不僅嚴
重影響生產效率，也讓協作變得頗傷腦筋。企
業試圖通過對視頻設備升級換代來解決這個
問題，但卻時常忽略了“關於如何優化實體空
間裡的視頻技術”。

行動

為分布式辦公的團隊進行設計工作，應該始
於對他們不同與其他團隊的工作方式、工作習
慣上的理解和認知，然後才能創造出減少“存
在感差異”的解決方案，並讓分布式辦公的團
隊快速成為高績效團隊。

 

讓分布式團隊釋放出潛能

讓 距 離 感 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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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分布式團隊的世界——這儼然已經成為了最
新工作的常態。在當今的經濟格局下，企業不能允許
距離阻礙了有效合作。他們需要集結最好的人才來解
決棘手的問題，因此要求這些人坐在同一個地點辦公，
無疑會限制公司為項目召集到所需要技能和經驗的人
才而增加難度。 

然而，分布式辦公不只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障礙；事實上
它正是企業內部催化變革的強大力量。分布式團隊可以
消除冗余，通過在人才密集的地方建立衛星辦公點來
拓展企業的競爭力。有些企業把分布式辦公簡單理解
為加快項目進程的一種方式，好讓項目能日以繼夜地
開展；然而更大的機會在於充分利用企業的性質和規
模。想要做到這一點，企業需要找到消除距離的方式。

  你的團隊伙伴所發起的會議發生在他們的工作時段 
      內，而你必須晚歸或早到才能參加。

  你在電話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房間裡所有人都沉 
      默了。他們是對你的想法表示驚歎還是在思索？

  你老是覺得“真正”的會議在你下線了以後才開始。

另一方面，你也可能經歷存在感差異，即使你
和大伙兒一塊兒在房間裡，並且： 

  在電話那頭的人沒有意識到他在會議上吃薯片（或 
      者在機場裡走動，或者聽到他的狗在吠叫，或者……） 
     已經讓大家都分心了。

  你出現在視頻上，突然意識到攝像頭直接對着你的 
     鼻子，光線讓你看起來老了10歲。

  視頻會議的屏幕很大，另一頭的人看起來巨大無比， 
     像一個“老大”在監視你。

  你嘗試用移動設備上的視頻工具（你和家人聊天也 
      用它），因此不得不緊挨着團隊伙伴就坐，好讓大家 
     都出現在鏡頭前，儘管這樣擠着很不舒服。 

  辦公室裡的全套正式視頻會議系統看起來像聯合 
     國開大會一樣，你覺得自己坐得很僵硬，老是擔心 

     頭髮有沒有翹起來。 

  你已經在白板上畫了幾分鐘了，才發現攝像頭還對 
      着桌子。另一頭的團隊成員完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存在感差異”的問題所在

隨着分布式團隊越來越普及，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愈發
顯著。達特茅斯大學和馬里蘭大學商學院的研究員開展
了一項針對70個全球團隊的研究，並在麻省理工學院斯
隆管理評論中報道。研究表明幾乎沒有一個全球分布式
團隊給他們的表現評以高分。布蘭德曼大學受邀對135

家財富500強企業進行的一項調研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借助虛擬平臺進行的團隊協作被視為“不可避免的麻煩”
而非“增值舉措”。IBM《工作超越國界之研究》表明：
團隊每天依靠互联网技術進行協作，但是大多數高管
都承認讓他們的團隊在虛擬平臺上高效聯通並不順利。 

Steelcase 研究員對分布式團隊進行了研究，發現常常
困擾他們的問題是“存在感差異”。這個詞很少有人聽
到過，但大多數都體會過。我們都知道親自現場出席一
個會議的感受，但是當我們遠程加入一個會議時，和在
同一個房間裡的人的體驗並不一樣。這種體驗不僅僅
不同，有時候還非常糟糕。。 

你一定經歷過存在感差異，如果你是遠
程辦公的話，並且：

   就你一個人在電話會議上，你的團隊忘記了你的存在。

   團隊正在白板前“頭腦風暴”，他們討論的內容你看 
     不到。

   房間裡的人語速很快，而且是在彼此商討時，他們 
     的對話聽起來像即興討論一樣。

   電話或視頻的連線時好時壞，老是掉線，打斷了 
     話題。 

和移動設備不同，
大型技術設備發揮作用的關鍵
在於它在空間裏所處的
位置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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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差異”絕對不是小題大做。它很可能削弱一個
多元化、分布式的團隊能為企業帶來的益處，並且影
響他們的工作效率。如果“存在感差異”的現實問題
不能得以解決，協作體驗可能變得令人煩惱，參與者
會在身體上、精神上、心理上都倍感壓力。與此同時，
工作的節奏在不斷加快，人們往往覺得自己處於“存在
感交織”的工作模式中——他們實際上身處在一場對
話中，但同時又在虛擬的平臺上利用各種科技工具（短
信、實時通訊、BBS、郵件等）參與在一個或多個對話
中。干擾無處不在，工作流程遇到瓶頸和誤會，誤解和
衝突不斷升級。緊接着是混亂和挫敗感而至，工作流程
的減緩甚至處於完全脫軌的工作狀態。

視頻工具來支持？

在彌合存在感差異的探索中，企業意識到視頻擁有
解決分布式團隊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的潛能，因此大大
增強了視頻的使用率。思科（Cisco）預測2018年視
頻將占到互聯網IP流量的80%（2013年達到66%），
隨着越來越多的企業接受視頻工具，將進一步推動
這塊業務的成長。 

隨着需求規模越來越大，企業相比以往更加依賴視頻
會議或網真技術 (Telepresence)。Infonetics 研究公司
表示，2013年後期，對視頻能力的企業級需求“前所未
有地高漲”，然而增長速率僅保持在5%左右，那是因為
企業剛開始在辦公空間內採納這些大型解決方案，他們
仍然在大型和小型視頻會議選項中反復斟酌。大型解
決方案的業務增長將在未來提速。

因為大型視頻會議系統對實體環境有重大影響，企業
需要理解如何在他們的辦公空間裡優化此項技術。如果
執行不到位，技術可能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讓這個
解決方案顯得又貴又不討好。 

“是的，你可以把視頻會議系統塞到某個房間的某個角落
裡，技術上是行得通的，”Steelcase技術集成總經理
David Woolf說道。“但是它可能無法給企業帶來足夠
大的影響。和移動設備不同，大型技術設備發揮作用的
關鍵在於它在空間裡所處的位置和方式。” 

94%
 

效率和生產效用提升了 

88%
 

决策的影响力提高了

80%
 

人們所接收到的信息中， 
80%來自於肢體語言

為何選擇視頻會議？

視頻會議的重要益處

87%
 

差旅成本降低了 

4% 

4%的人在視頻會議中在
處理其他工作 

57%
 

57%的人在電話會議中
在處理其他工作

 一些團隊會使用為個人通信設計的技術工具，這些工具
通常安裝在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和筆記本電腦裡，可能
對某些互動起到積極作用，但也會造成一系列令人尷尬
或挫敗的時刻。根據視頻和語音會議系統的主流提供
商Polycom在近期進行的一次調研：遠程協作最大的
障礙是糟糕的音頻和視頻的品質，其次是分享內容很
困難。這些挑戰在使用小型或移動設備時更為突出。 

為了幫助員工互聯，若干個針對商業環境中的視頻及
內容分享的軟件解決方案應運而生。它們能很好地滿
足一部分需求，但也受到規模的限制：一次無法接入
多個參與者（如，最多只能接入6個人），內容分享則
僅限於主機上的內容。捕捉白板或房間裡其他位置上
的內容非常笨拙、時好時壞，無法成為一個理想選擇。

87%
 

決策進程加快了

美國Wainhouse調研和Polycom問卷

2014 FuzeBox 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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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傳播媒介，視頻技術能提供更為豐富的信息
和內容。視頻技術作為一個新型通訊工具，其大部分的
作用歸功於“目光的接觸”。倫敦大學“大腦和認知發
展中心”研究所科學家們正在舉證這個觀點：無論從生
物學還是文化角度，目光接觸是人與人聯繫的基礎。一
項針對“神經認知機制的感知和回應”的研究表明：與
他人目光接觸，會激活大腦中被稱為“鏡像神經元”的
部位，它的反應在人和人面對面的溝通中最為強烈，在
通過視頻接觸的過程中反應則稍弱。鏡像神經元讓我

目 光 接 觸 的

能 量

們可以通過目光接觸“讀”出他人的意圖，從而促進
相互理解和認同。美國西北大學的一項研究也對這
個洞察做出了驗證：醫生和病患之間的目光接觸能帶
來更好的治療結果。美國康奈爾大學進行的另一項
研究表明：即使是一副畫，若上面畫着一雙注視着你
的眼睛，也會對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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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視頻界面上的呈現也是應用技術上的一大難
題，糟糕的光線和攝像角度讓一些人對開視頻會議充
滿了擔憂。Steelcase的研究指出，58%的員工覺得自
己在鏡頭前顯得蒼白疲憊，這並非虛榮心作祟，而的
的確確是一種視覺幹擾；72%的人會一邊開會，一邊
留意自己在鏡頭裏的形象，這不僅會分散他們開會的
註意力，也讓他們在鏡頭裏看上去不自然，對會議的
投入程度造成影響。

據Steelcase研究員Ritu Rajaj所說：如果視頻會議環
境的設計不夠人性化，人在鏡頭裏會看上去不自然。Ritu

對一部分頻繁使用視頻工具的分布式團隊成員進行了
研究。“我們發現人們在視頻會議中往往表現得過於
生硬或拘謹。他們正襟危坐，仿佛自己是新聞播報員，
並且不敢有多余的肢體活動，”她解釋道。研究人員
還指出，人們在視頻會議中很難做到目光接觸，因為
他們會不自覺地看着屏幕，而不是攝像頭。如果攝像
頭的角度沒有得到精準調試，會讓妳覺得鏡頭裏的人
們沒有看着妳。很多視頻會議室的布局，都是為了滿
足人們坐着開會的習慣，因此與會者為了不跑出鏡頭，
就不能在房間裏隨意走動，也因此讓他們在白板上畫
圖或做筆記，變得不切實際。 

對於分散式團隊而言，設計
目標應該確立在消除“距離
感差異”上。


視頻會議：企業案例 

除了視頻會議能給員工日常交流帶來的利弊，還有其
他企業因素讓它變得尤為突出。大多數企業會把視頻
會議作為削減差旅成本的解決方案，其他一些優勢也
在逐漸顯現。Polycom研究表明：絕大多數人會將提
高生產效率列為首要益處(94%)；討論更有成效(88%)

以及它讓決策進程加快了(87%)，這和削減企業差旅成
本(87%)的認可度不相上下。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預計：視
頻會議將在2016年前，取代電子郵件和電話會議，成為
員工更喜歡的協作工具。 

“實實在在的業務需求才是驅動視頻會議不斷發展的動
力，”Polycom行業解決方案總監John Paul Williams

說道。他見證了視頻會議使用率的急劇增長，尤其在產
品開發領域。Williams說，企業正在使用視頻媒介來分
享復雜精細的設計、模型和結構化分析，並實時進行
設計評議，這就需要視頻畫面的辨析度一定是高精度
的，尺寸足夠大，可以看到更多細節。對於這些產品開
發業務的發展，團隊合作需要爭分奪秒，不允許出錯。
因此僅僅在移動設備上開展簡單快速的交談，並不是
理想的協作方式。 

研究還指出視頻會議的另一個優勢，是它解決了多任
務處理時遇到的障礙。2014年，FuzeBox對2,000多
名員工進行了一項調研，結果指出：只有4%的人在視
頻會議上處理多任務工作，而在電話會議上，57%的
人通常一心多用。

企業正認識到，“電話”已經阻礙了工作的完成，同時發
現視頻會議的價值，這便激發出了一場全新的工作勢態。

對那些由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成員所組成的分散式
團隊而言，視覺層面的工作聯繫尤為重要。“相比西方文
化，儘管亞洲員工在社交文化中會回避他人的目光，但
是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都渴望目光接觸，並會對此做
出回應，從而讓溝通體驗更豐富，更容易建立起互信。” 
擁有環境心理學高等學歷的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研究員Beatriz Arantes說道。

視覺信號能瓦解全球團隊之間的語言障礙。不同的口
音、方言和語意都可能造成對某些詞語和短語的理解
偏差。如果此時能看見對方眼中的困擾，您便立刻可以
從這個視覺線索中察覺：其實別人沒有理解您剛剛表
達的意思，您需要再表達一遍，或是詢問下對方的看法。
這樣 一來，溝通的雙方都能更好地交流，並對雙方的社
會文化差異變得更為敏感。

但是，視頻會議並沒有很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近期，
發表在《管理決策》(Management Decision)雜誌中
的一篇研究表明：在工作面試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視頻
會議，無論是對雇主還是應聘者都帶來了很多不利因
素。通過視頻進行面試的應聘者，通常得分比面對面
面試的應聘者來的低，被雇傭的可能性更小。同時，應
聘者也表示面試方表現得缺乏吸引力和風度，不值得信
賴，顯得不那麼稱職。

隨着視頻會議成為日常工作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規劃出能支
持視頻會議的空間顯得尤為重
要。TeamStudio是一個全方位
的會議空間解決方案，專為分散
式團隊設計，為您模擬出共處一
室、並肩工作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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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分享內容

儘管每項新技術都有其獨特的優點，但是簡單地植入
某項技術，卻不考慮它對空間和人類行為所產生的影
響，則註定植入會失敗。 

關於空間能如何通過主觀的設計而提升創新，並瓦解
分散式團隊同事之間的距離感，Steelcase最新的研
究為大家帶來了突破性洞察。研究人員和設計師通過
對團隊行為進行研究，開發出一系列產品和一系列空
間，並建立起模擬空間投入運用，來驗證設計概念。這
些被稱為行為雛形的空間，引導着我們設計出投入應用
在Steelcase創新中心內以及其他空間中的解決方案。 

他們發現相比視頻技術剛被推出之時，如今對於視頻
的需求要高出很多。在視頻會議的早期發展階段，大
家關注的是可以看見並聽見對方。而現在呢，實時分
享內容，才是關鍵。分散式團隊需要對各種數字和傳
統書面形式的內容進行分享和互動。事實上，在分散
式協作的環境中，內容即時分享在一個視頻會議體
驗中至少占到50%，Polycom公司的William說道。 

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Steelcase全新
創新工作室中的media:scape協作環
境設置，讓在裏面工作的人們和分布在
世界各地的團隊伙伴保持互聯。

Steelcase的專家對此說法表示贊同。“我們正在探索
的問題不再局限於幫助人們互相看見或聽見，”Woolf

說道。“分散式協作的同事如何能即時地分享彼此工作
內容？我們如何能模擬共處一室的真實感受？這對體
驗空間民主化有什麼意義？” 

“分享同一個實體空間的團隊在解決問題、任務協調、評
估和學習方面的表現可以大大提高，”Steelcase對全
球團隊進行研究的Patricia Kammer說道。“集中在一
處的團隊能快速認識大家，自發地互動。他們可以活在
自己的內容裡——這在空間內部是持續不斷的。而對
於分散式團隊而言，設計目標應該保持在消除“存在感
差異”上。這意味着要盡可能將真實和虛擬體驗融為一
體，這樣一來，即使他們不在一個房間裡，也可以有“共
處一室”的水平表現。”

在視頻會議的早期發展階段，
大家關注的是可以看見並聽見
對方。而現在呢，內容的即時
分享是關鍵。

有時候視頻會議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其原因在於許多
企業沒有意識到對空間和視頻體驗進行設計的必要
性——模擬出大家“共處一室”的工作體驗。Polycom

指出：會議室是視頻會議最常發生的環境(79%)。然而，
典型的會議室裏通常擺放了長桌，讓人際互動變得困難
重重，並非視頻會議的理想之所。人們在長桌邊上只能
正襟危坐，無法讓每個人都集中出現在鏡頭內。通常情況
下，會議室裏只有一個屏幕，讓數字內容分享變得困難，
聲音接入也因位置遠近變得不平均。此外，受限於攝像
頭角度和有限的空間大小，當有人站起來或隨意走動時，
這些行為對會議進行都是具有幹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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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Steelcase的研究，我們專為分布式辦公設計了空
間，在協作前、中、後各個階段都能支持團隊成員。在
這個空間裏，人們可以收集並羅列信息，可以根據會議
的長度按照自己的需要隨意變換姿勢。燈光、攝像頭和
麥克風的位置都經過在雛形空間裏反復測試後，最終
定位。處理不同類型工作的團隊，規模也不盡相同，針
對這些情景，media:scape系列解決方案能從容應對，
提供各種有效的環境布局。media:scape的設計初衷
就是讓實時分享在視頻會議或者共處一室的團隊之間
變得簡單。它讓人們憑借一個PuCK連接器或是最新
推出的虛擬App應用程序，便捷地將自己的移動設備
連上屏幕。這樣一來，跨地區分享數字內容就變得和
共處一室的分享一樣簡單，這無疑是一大技術突破。 

例如，TeamStudio是一個全方位會議空間解決方
案，專為生產型協作的分布式團隊設計。雖然它看起
來和典型的會議室差不多大小，但相似度僅僅如此而
已。TeamStudio裏沒有長桌，取而代之的是兩張相鄰
的桌子，其形狀和尺寸專為視頻會議而設計 —— 鼓
勵人們四下隨意走動，並營造出一個便於成員上前展
示的“中央舞臺”。攝像頭的擺放優化了視野範圍，確
保遠程參與的成員不僅能看見團隊成員，也能看清白
板上的內容。media:scape——讓雙方實時分享數字
內容，變得這么簡單便捷。

在當今商業環境裡，距離不應當
成為任何渴望創新、無畏競爭企
業的協作障礙。

顯示屏加載在V.I.A.墻上，它的尺寸和位置經過精心
設計，讓分布式團隊能自然地出現在“桌對面”。此
外，V.I.A. 墻上還有LED光帶，角度恰到好處，既能填
補陰影，又將光反射出墻面。V.I.A.卓越的音響效果將
團隊的討論聲保持在室內，並隔絕外部噪音，減少幹擾。

其他解決方案：media:scape可以和FrameOne長桌相
結合，在有限的空間裏為多至8人的團隊創造一個協作
式環境。員工可以在獨立辦公和小組合作之間頻繁切換，
方便地找到需要的人和工具，對信息進行評估，並快速
地做出決定。有些員工需要頻繁地和其它地點的團隊成
員進行自主交流，對於他們而言，這是一個理想的“蟲
洞”環境(Wormhole)——視頻始終保持連接狀態，無
須再預約會議或打電話，擡起頭就能交談。團隊成員無
論是在桌子對面還是地球對面，也無論哪個時間段，溝
通並解決問題就是那么自然、輕而易舉。

有個關鍵點需要註意：團隊並不需要時時刻刻投入協
作狀態中。他們往往先聚到一起，然後解散，各自完成
分工任務，接着再聚到一起。這樣的過程通常有着他們
各自的節奏和模式，在團隊的整個項目周期裏不斷循環
往復。因此，當這樣一個團隊分布在各個地區時，就要為
這些團隊復制同樣的“共處一室”體驗，1對1、兩人對兩
人的視頻會議就變得很普遍。media:scape kiosk針對
坐高和站高兩種姿勢，提供最優質的屏幕尺寸和攝像頭
距離，能很好地滿足這些需求。

Catusapicid ma 
vendior iorecae nullaut 
moiorecae nullaut 
mos a si

如果團隊是分布式的，必須考慮彼此雙方
的視頻體驗至關重要。每個地方的設計都
應該為分享數字和傳統書面內容而考慮。

其中一個挑戰便是意識到採取不同形式的協作，也
需要使用不同設計的空間。為了創造良好的視頻會議
體驗，企業需要針對以下三種形式的協作進行思考。 

信息型協作 

分享信息、協調任務。它的會議時間通常較短——30
分鐘到1個小時，目的在於讓團隊成員都瞭解項目最新
動態。在這種協作形式中，看見並聽見彼此和即時分
享內容同樣關鍵。 

評估型協作 

對各個項目選項進行反復斟酌並做出決定，這種協作
形式需要團隊成員能對多種內容進行評估，並進行民
主且熱烈的討論與爭辯。

生產型協作 

結合知識、解決問題和創新。這個過程通常會花費幾
天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作為最複雜的一種協作形式，
它需要非常全面的設計解決方案，便於人們建立信
任、舒適互動，在別人的想法上繼續添磚加瓦。此外，
這個解決方案還需要讓人在房間裡能隨意走動舒展，
以便在接下來更長的時間內保持全身心投入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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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集成在Steelcase產品開發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們最新的分散式團隊空間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這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技術中心。

波特蘭市的工作室裡有14名員工。儘管空間不大，但支
持各種活動的環境選擇卻一應俱全，無論是分散式辦公
還是非正式的並肩協作，都能找到匹配的空間。視頻會
議有兩種環境設置，大多數在波特蘭工作室的員工大部
分時間都在視頻上，和位於德國、密西根、佐治亞的團
隊成員進行協作。作為一個分散式團隊，他們擁有完備
的技術支援，能融為一體，從頭腦風暴到預算分配，事
無巨細，都可跨地區開展緊密互動。Woolf說道。Woolf

是波特蘭工作室項目的負責人，目前在波特蘭市工作。 

“距離不應當成為我們團隊協作的障礙，也不應當成為
在當今商業環境裡，任何渴望創新、無畏競爭企業的
協作障礙，”他說道。“這個空間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巨大的成功。除了能有效地幫助我們開展集中式工作，
還幫助我們在全球範圍內跨地區進行協作。它促進工
作效率，讓精英人才彙聚到一起。它也關乎跨越距離、
建立員工之間紐帶和信任，滿足他們的社交需求，這對
初創團隊而言至關重要。總之，技術和空間的這一種積
極集成方式強化了員工敬業度。”

融入現實的視角

在一個分散式團隊中工作無疑是一種挑戰。不同的語言、
時區和文化往往都是障礙。此外，雖然技術讓人彼此互
聯，但技術也給自己帶來問題——例如“存在感差異”，
分裂“我們”和“他們”，對團隊和諧造成破壞，即使是目
標一致的分散式團隊也不例外。

然而，這種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分散式團隊也可以成
為高績效團隊。忽略辦公空間的重要性是不可能解決 

“存在感差異”問題的，也許這聽起來有些出人意料。即
使團隊以虛擬的形式進行互動，他們的辦公場所如何
設計同樣起着巨大作用。

“我們都知道，如今的分散式團隊要獲得成功，需要讓
知識和想法能自由地流動傳播，” Kammer說道。“在
物理學裡，流動性是在外力作用下不斷變化的形態。同
樣地，團隊需要能助其保持精力和適應力的空間，讓他
們隨着市場的快速變化，迅速轉變工作方式的場所。” 

亦如簡單憑借技術無法讓分散式團隊感覺更緊密，簡
單地憑借實體空間也不能做到。但是當兩者結合到一
起時——基於對人們需求的深入理解，將技術有的
放矢地整合入辦公空間——則有可能大大彌合“存在
感差異”，讓距離感消失。 

沒有什麼可以替代親自體驗，至少當下還不行。然而，
當合適的技術以合適的方式植入辦公場所時，我們將
助分散式團隊一臂之力，讓他們可以建立信任，傳遞
知識，綜合想法，最終開發出許多企業都渴求的突破
性解決方案。 ° 

深入了解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瞭解，由
本文中所提到的思想領袖完
成的這項頗具洞見和趣味的
研究，請從以下資源列表中
獲取：

cisco.com

steelcase.com 
/polycom

steelcase.com/fuze

iBm報告:工作超越國
界（Working Beyond 
Borders） 
steelcase.com/ibm

尤其對於生產型協作的團隊，借助
media:scape kiosk進行的1對1的
視頻會議能支持成員在小組討論的
間隙，私下專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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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散式團隊
設計的六大考量

64

1 

2

認真考慮攝像頭和麥克風的位置。設計佈局要讓
所有用戶都可以出現在鏡頭內，並可以被清晰地聽
見。考慮採用多屏幕佈局，讓用户可以同時看見對
方和分享的內容，確保人們可以隨意走動卻不偏
離鏡頭，也不會打斷互動的進程。

創建讓人們在小組合作和私密工作之間自由轉
換的分區空間。協作團隊中的員工在一天當中要
不斷地在這些模式之間來回切換。房間裡的玻
璃牆既能隔音又能讓人保持視覺接觸。緊挨着
團隊空間的固定工作位，讓團隊成員無需離開
就能暫時抽身。

設計確保可以隨意活動並且經常變化姿勢的環
境，讓員工保持體力充沛、全情投入。高腳椅高
度的桌子鼓勵人們站着工作，且不偏離鏡頭；或
者作為轉換空間，讓人準備回到會議中去。帶
有視頻會議的休閒區設計是鼓勵活動和休閒的
另一種有效途徑。

充分考慮與會雙方的體驗。為所有地區提供相似的
視頻會議環境，配備相同規格的工具和技術控制。
配備足夠的白板和垂直介面展示傳統的書面內容和
數字信息，幫助分布式團隊分享共識。
 

思考空間能如何幫助人們建立信任。例如，在
團隊房間之外，設置一個始終保持聯通的“蟲
洞”(wormhole)即時視頻系統——仿佛一扇窗
戶，可以隨時打開——無論人們進進出出，隨時
進行對話。 

考慮不同規模的團隊會採取不同視頻會議形式進
行交流。無論是1對1、兩兩合作、還是分工協作，
這些工作模式和整個團隊坐在一起的合作一樣的
重要。盡可能在空間裡多設置一些選擇——例
如，毗鄰團隊空間的視頻會議亭、位於其中的私密
角落、甚至是移動解決方案——充分利用辦公室
地產資源，鼓勵使用各類科技設備。
 

3 5

理解分散式團隊的壓力能讓您領會設計的“契
機”。Steelcase對於分散式團隊的研究所得出
的洞察引領我們得出以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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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和辦公室之外還存在着“公共社交空間”這個想法已經存在了幾個
世紀，但是直到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在他1989年出版的一書《絕
佳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中才充分考察了這一現象，“第三
類場所”最終成為了一個正式詞匯。自那以後，它從未淡出人們的視線。 

第三類場所這一概念經常在專業討論中被引用，從社區和社會關系到
空間的重要性——話題覆蓋面十分廣泛。此書一直在再版中。甚至連
星巴克也曾經邀請Oldenburg為他們的咖啡館代言。（但他婉拒了。） 

第三類場所和第一類場所（家）以及第二類場所（辦公室）一直有所
區分，近年來隨着企業發現了第三類場所在辦公室內的價值，又為它
增添了新的光彩。辦公室中的第三類場所包括咖啡區和非正式空間，
員工在裏面能啜飲咖啡、茶甚至是啤酒；或在一個放松的非正式環
境裏和同事保持溝通。 

Oldenburg是位於彭薩克拉市的西佛羅裏達大學的社會學榮譽教授，
他說《絕佳的地方》一書他創作了8年之久，其靈感來自於舉家搬往佛
羅裏達住宅區的一次經歷。 

Ray 
Oldenburg

訪問

360雜誌與定義了“第三類場所”
的社會學家開展的一次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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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什么樣的第三類場所最重要？

圖書館、聯誼廳和教堂、改造後的YMCA以及咖啡館，
大家現在都消費得起了。每當我出差到一個地方，我
總是會在到達目的地前20-30分鐘從主幹道上下來，因
為這樣會讓我看到真實的本地生活。有時妳會對買到
的食物懊悔，但大部分時候妳會很高興能體驗一回。 

社交媒體是第三類場所的新形式嗎？

第三類場所是面對面的交流。電子化的溝通形式所形
成的一個虛擬第三類場所則具有一定的誤導性。“虛
擬”意味着在本質和效果上和某個事物相同，而在這
個情景中則不然。當妳走進一個第三類場所，妳會向
所有人敞開心扉。他們可能和妳完全不是一路人。如
果妳不了解妳的鄰居，妳可能心存疑慮。如果妳心存
疑慮，妳的行為會流露出妳的擔心。這樣的話妳不會
表現得很友好。妳知道對此時和妳相處的人，妳不會
感到憎惡，就是那么簡單。

妳覺得企業應該做更多的努力來鼓勵更多第三
類場所的構建嗎？

我覺得那樣做會有利於留住好的人才，讓他們心情愉悅。
此外，我覺得這對公司也有利，讓員工擁有更多的機會。
在多元化的世界裏，朝着增進多樣化、互動性向前邁進了

一步。我說的多樣化包括很多方面：種族、宗教、
民族、出生地、社會經濟差異等等，讓人和人之
間表現得不同，卻又彼此吸引。 

辦公空間裏設立內部第三類場所有什么
好處？ 

咖啡可以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嗎？當然可以。但
是人們有時還是需要擺脫一些固有的事物和
格局。工作可以收獲很多友誼和良好的人際關
系，但我覺得妳不應該把自己困在其中。在辦
公場所中的第三類場所裏，可以邂逅各式各樣
的人，這對妳個人發展有好處。這樣的空間可
以讓妳在其中更舒服地體驗多樣性。人是社會
的動物，喜歡聚集在一起。如果妳有一個第三
類場所，妳會有更多的朋友。朋友越多，妳在
此地停留的時間也越長。雇主應該讓員工有機
會擺脫固有的辦公室格局，讓他們盡可能多的
和優秀人才接觸。 °

“管理人員發現，如果他們讓員工選
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生產效率反而
會提升。”

推進民主

就如John Dewey曾經寫道：“民主的
核心及其最終保證，在於人們能在街頭
巷尾自由地聚集，彼此之間討論，自由
交流。” 

睦鄰團結

本地聚集地讓人們有機會互相認識，建
立起人際紐帶。人們知道遇到什麼事情
可以找誰幫忙，消除彼此之間的陌生感
和猜忌。

多重友誼 

想擁有多個朋友並且常常會面，附近需要
一個中立的、便於聚集的樞紐場合。在這
裡你朋友越多，想居住的時間也會越長。 

精神寄托 

“生活樂趣”或“樂活主義”此類文化，
源自於公共場合中的頻繁社交。這一點
可以從城市街邊遍佈大大小小的咖啡
館看出。 

援助平台 

當安德魯颶風席捲弗洛裡達州時，很多
人都急切地想提供幫忙，卻不知道應該
去哪裡，因為那時社區已經沒有聚集地
了。在災難面前，民間援助通常會遠遠早
於官方，也更意義深遠。此類情境中，第
三類場所讓人們可以在這裡互幫互助。 

社交資本積累 

擁有不同技能和興趣的人們互相認識、
彼此信賴。這對經濟而言是一股積極
的力量。在傳統南部，允許經營小酒館
的地區相比不允許經營的地區有更好的
經濟表現。 

更低的生活成本

典型的第三類場所將各式各樣的居民、
人才和技能彙集到一起。通常，某人需
要怎樣的幫助會是小群體閒聊裡的第
一個話題，如果小組中不止一個人能提
供幫助、工具和建議，那麼人人都會伸
出援助之手。在第三類場所裡遇到的大
多數人群都屬於“弱關係”，但在很多方
面，他們比親密的朋友更能為你提供切
實有效的幫助，比如，找工作。 

更充實的退休生活 

如果住所附近有個第三類場所，退休後 
“離開家”的需求每天都可以被滿足。 

個人發展

家和辦公室讓我們和相似的人保持着日
常接觸。第三類場所卻把不同職業、背
景、不同社會經濟地位、觀點的人聚集到
一起。和這些人接觸，我們可以更全面地
瞭解世界，和社區成員更和諧地相處。

 

智慧論壇

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和許多事項都可
以被定期討論，以這種非正式的方式，
井然有序地進行商討。參與者在輪到自
己發言之前都會認真思考，考慮欠周的
評斷往往會招來一片反對聲。 

1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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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場所的
10大功能
Ray Oldenburg發現了絕佳的地方擁有10個重要的功能。隨着更多
公司的辦公環境包括所謂的內部第三類場所（咖啡店、咖啡果汁吧、
其他聚集地），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地方能提供和外部第三類場所  
 一樣的功能嗎？我們歸納出覺得適用的功能。 

妳覺得呢？ 快和我們分享妳的想法吧  

 @Steelcase facebook.com/steelcase

自25年前出版以來，Oldenburg有
關第三類場所的著作一直再版增
印，對於人和空間的探討一如既往
的有意義和價值性。

搬到彭薩克拉是如何為《絕佳的地方》一書提
供靈感的呢？

我們第一處住址在一個年輕人聚集的新社區，我們常常
定期聚會。我們沒有讓它成為一個私密高檔社區。我們
的第二處家，也是現在居住的一個住宅區，它的私密性
妳簡直無法想象。我不禁想，幹嘛還要建造人行道呢？
從來沒有看見有人走在外面。

查爾斯頓的市長曾經說，美國人不懂得如何建造城市。一
個宜居的城市應該讓日常配套建設在行走範圍之內，而
我們搬去的地方離開日常配套如此之遠，辦什么事兒都
要開車才行。 

那么妳做了什么呢？

我把自己家裡一個可以停放兩輛車的車庫改造成
了酒吧，創建了我自己的第三類場所。我很幸運淘
到一個紅木做的實木酒櫃用來存酒。此外，冰箱
裏裝滿了啤酒，還有一個小小的紅酒櫃。我已經
不再喝很多酒了，但是我希望自己看上去是個好
客的主人。我們的酒吧有固定的開放時間：每個
周三和周日。各種各樣的人都會找上門來：大學
圖書館的管理員、姐夫、退休醫生等等。

在過去25年裏，關於“第三類場所”這個話題最
令妳意外的是什么？

最大的意外是企業界也開始註意到了第三類場所。以
前企業總覺得每個員工在辦公桌前逗留時間越長，他
們的生產效率越高。這個想法剛剛被顛覆。管理人員
發現，如果他們讓員工自行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生
產效率反而會提升。市場環境充滿競爭，搶占創新的
先機很重要。如果妳能讓員工坐到一起進行交流，創
新的進程會更快。我相信這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企
業，乃至整個行業都意義非凡。

深入了解

steelcase.com 
/old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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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覽

問題

如今的員工普遍工作時間更長也更辛苦，為了
讓辦公空間對他們更具有吸引力，越來越多的
企業正在公司內部創建令人放松的環境，如咖
啡區、咖啡店或其他“第三類場所”。 

洞察

盡管這些空間試圖營造出時尚的氛圍、茶點
也從不間斷，但大多數第三類場所並不能從
容應對多元化的辦公流程。擺放資料的空間有
限，Wi-Fi和電源時斷時續，私密性和安全性
無從談起，座椅讓妳很快就感到不適。 

行動

為了能更好地吸引人才並提高員工敬業度，企
業要提供能促進互動、激發創造力、並讓員工
隨時可以恢復精力的第三類場所。在創建此
類空間時，企業應該模仿企業外這類場所裏
引人入勝的氛圍，並在整個空間內置入一應
俱全的功能性。 

技術集成、迎賓設計以及接待服務是創建企業
內第三類場所的三大要素，這不僅讓它引人入
勝，具備一應俱全的功能性，也能提升員工身
心健康，並全面支持各類辦公活動。 

 

 
 真正的

工作
間。” 第一類場所和第三類場所特質的整合不僅是一
場辦公空間改革的潮流，更是反映全球辦公方式的長
遠變化。在過去的幾年，工作強度正在日益加大。今天
的商業任務變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具挑戰性，在一些國
家，員工的移動性更高，也更加分散。一些公司也開始
采納這樣的方法，即讓員工們在咖啡店工作，或者其他
的第三類場所工作。這樣做的理由有很多：員工們需要
可以放松地工作、不會被幹擾的空間；有的公司只是想
管理他們的地產成本，減少辦公室內的人數；而有些公
司強烈地感覺到員工們需要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創
新並完成他們的工作。在許多國家，“第三類場所文化”
或許存在，但並不能支持一大群人從辦公場所內撤離去
別處辦公。公司員工如今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也越發
辛苦，他們不僅需要能夠支持他們工作的辦公環境，還
需要能夠振作他們、激勵他們的空間。

但是，把咖啡店搬到工作場所就夠了嗎？這是不是滿
足了員工的真正需求？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相比
工作場所之外的地方，辦公室內的第三類場所能提供
更好的工作體驗，一個讓真正的工作得以開展的地方？

這家咖啡店Coffee Lab的設立表示了各家企業正致力
於改善工作環境，使得員工可以享受到家一樣的舒服感
覺（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把“家”稱為“第一類場
所”），同時也感受到街角咖啡店的生機（“第三類場所”
的典範）。領先的企業正積極地在工作場所裏結合起這
些元素（辦公室被稱為“第二類場所”）。 

Steelcase的高級應用部門經理Frank Graziano說， 
“谷歌的方法正好為員工提供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工作環

境”。最近他也去參觀了這個谷歌新開的咖啡館。他
說，“理論上來看，Coffee Lab成為了園區的第三類
場所，這是一個中立地帶。如果妳想要和外來的供應
商或者商業伙伴見面，這裏就像是整個園區的接待空

最近，谷歌在加利福尼亞的山景園區設立了第一家咖啡
店，店名叫coffee lab，裝飾風格容易使人想起星巴克，
同樣有溫暖的木質地板，舒適柔軟的座椅，黑板展示着每
天推薦飲品，還有不絕於耳的音樂。這已不是新鮮的頭條
新聞，我們都知道許多公司園區內也同樣設立了咖啡店。
但這正是辦公場所改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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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根據其內在的優點選擇第三類場
所——工作起來可以不受同事干擾，慵
懶休憩的沙發像家一樣舒適，周遭人群
的交談聲富有活力，美食觸手可及、休
閒氛圍引人入勝。

從本質上來講，第三類場所是一個幫助人們消磨時光、
並讓大家聚集到一起的公共空間，在西方文明當中一
直起到賦予創新和靈感，並鼓勵交流的作用。16世紀，
宗教改革起源於英國劍橋一個叫White Horse的小酒
館。在17和18世紀，歐洲的咖啡館盛傳各種新聞和小
道消息，以至於《經濟學人》雜誌都稱他們為“啟蒙
時代的互聯網”。

今天，我們應該感謝星巴克還有其他的咖啡館，提供了
現代生活的第三類場所，這已經打破了傳統的工作體驗，
引領了工作場所的改革。正如Oldenburg在他的著作 

《絕好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裏提到的，大
部分第三類場所都是圍繞着飲品發展起來的。研究表
明，快餐連鎖店的增長率為每年2%，而咖啡館連鎖店
的增長率則每年超過10%。咖啡館確實有一種魅力讓
人們聚集到一起並在裏面消遣時光。 

根據咨詢公司Flex + Strategy的說法，美國31%全職員
工的工作是在公司外完成的。在美國和荷蘭，第三類場
所的魅力，或在辦公室裏添加第三類場所的元素已經
成為一股強勁的風潮，並且這股勢頭愈發猛烈。盡管
其他地方的盛行程度還比不上美國和荷蘭，但這並不
意味着其他地方的員工沒有這樣的需求。

在亞太地區，有限的辦公空間並不允許加入一個完整的
咖啡館。但是公司都意識到第三類場所的重要性，同時
也希望在略小的占地面積上增加此類元素以獲得類似
的體驗。在很多歐洲國家，員工們並不經常離開工作位
去別處辦公，但是他們非常註重社交聯系，並且從支持
他們工作的辦公環境中獲益。

Coalesse的總經理Lew Epstein說：“當員工們離開工
作位去別處工作時，他們也從同事、組織資源和文化當
中分離出來。”他提到，員工們離開辦公園區去咖啡店
辦公時會遇到超越他們控制能力的挑戰，他們正逐漸
看到只有辦公場所才具備的優勢。“我們把家的舒適
感和第三類場所的社區感帶到工作地點，讓辦公室成
為最適宜辦公的地方。”他說，“當妳這么做時，會改
變工作場所的有形特征和社交體驗，進而促進辦公文
化的轉變。”在一些國家，即使那裏人們的工作和個人
生活已經涇渭分明，員工們還是自主選擇或者勉強同
意更好地整合工作和業余生活。這種正在改變的態度，
以及今日的工作強度，促使公司要徹底反思自己的工作
空間，同時把第一場所和第三類場所的優勢聚合起來，
提高員工的敬業度。

第三類場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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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真正工作”的第三類場所必須提
供良好的技術解決方案。整合了技術的
空間將會被重點使用。在用於分享和回
顧信息的展示空間里，無論是以電子還
是模擬的方式，都能幫助團隊更好地彼
此理解、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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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根據內在的優點選擇第三類場所——工作起
來可以不受同事打擾，慵懶休憩的沙發像家一樣，周
遭人群的交談聲富有活力，美食觸手可及、氛圍極具
吸引力。但是這樣的空間也存在弊端。當妳在舒適的
沙發上坐了一天，妳同樣會感覺不舒服。技術設備並不

一定能順利使用，場合也不合適分發參考材料。周圍的
交談聲也許會讓人分心，也缺乏私密感。由於很難通
過視頻的方式分享和展示內容，電話會議幾乎不可能
開展，超過兩人的會議效率非常低。 另外，每個人都
切身感受過在公共空間連接無線網絡的困難程度，電
源插口資源匱乏就更不要說了。有時工作還沒完成設
備就沒電了，打斷了工作進程。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現實
的問題：如果妳要上衛生間或者只是起身走一走，妳
的私人物品怎么辦？它們安全嗎？ 

僅僅有意大利濃縮咖啡
是不夠的

“我們看到這種移動辦公正在面臨困境，當辦公場所變
得更加智能並且提供咖啡店沒有的舒適度時，人們開
始想要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工作。”Steelcase Inc的設
計總監Cherie Johnson說：“建立一個高效的企業第
三類場所不僅需要提供美味的咖啡和便捷的無線網絡，
還需要對工作和生活進行融合。這要求創造一個能在身
體、認知以及心理層面都能支持員工身心健康的環境。” 

“對於公司來說，他們有機會提供一個比當地咖啡店更好
的辦公環境。在企業園區內有充分的機會為員工提供辦
公目的地，裏面除了有酷酷的氛圍、美味的咖啡、營養的
美食，還有功能性極強的空間設置讓員工高效地工作。”

一個高效的企業第三類場所不僅需要
提供美味的咖啡和便捷的無線網絡，
還要包括對工作和生活特性的融合。
要讓員工能根據自己的情緒和任務來
自由選擇工作空間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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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三類場所到底為何物？它的魔咒又在哪裏？佛羅
裏達的室內設計教授Lisa Waxman發現人們渴望咖
啡館裏有整潔的環境、香氣、充足的光線、舒適的家
具、並且看得到漂亮的外景。這些特征構成了情感上
的聯系，也描述了“氛圍”這個模糊的概念。Steelcase

發現49%的員工說他們沒有這樣一個具有氛圍的空間，
能夠讓他們恢復精力、振作精神、並開展工作——而這
樣的一個空間對需要與疲勞抗爭、長時間工作的員工至
關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其他適用的功能性，僅有這樣的
氛圍也是徒勞的。

除了氛圍之外，員工也希望他們的能力和決策力能
夠在恰當的工作環境中與他們的工作活動相匹配。 

“在上班時間裏有機會活動活動很重要。”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Group的首席設計師Julie 

Barnhart-Hoffman說，“為員工提供一個能夠讓他們
從常規工作空間中離開、稍事休息的空間至關重要，
讓他們可以在個人空間到大型團隊空間之間自由選擇，
並與同事、企業保持密切聯系。這將讓妳的身心得到放
松，並更好地投入工作。擁有為進行中的活動提供恰如
其分設計的空間將促使相關活動更加高效地進行。”

“園區內的第三類場所的益處很多，因為妳能夠直觀地
觀察到更為休閑的工作情況，並且能夠在人群當中，感
覺到自己與他人的聯通。由於這裏身處園區內，妳也會
感覺到這裏兼備了固有的私密感，這是公共場所所沒有
的。妳可以開展重要的對話而無需擔心他人窺視妳的
屏幕或者偷聽到妳的談話。”Barnhart-Hoffman說。

第三類場所
的益處 

第三類場所的
氛圍 

 整潔

 氣味芬芳

 充足的光線

 舒適的家具

 戶外景觀

佛羅裏達州立大學，室內設計學院， 
Lisa Waxman教授

雖然對於公司的第三類場所來說，
氛圍的作用非常關鍵，可是沒有適用
的功能性也於事無補。讓員工可以自
行選擇和控制工作的地點和方式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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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Steelcase發現位於密歇根州大激流城公司
總部20,000平方英尺的食堂是一個尚未開發的機遇，
可以借此來優化地產並改變其企業文化。食堂本來只
在午餐時間或者休息時間才投入使用 —— 一天裏的
其他時間都是空置的。食堂位於大樓的最底層，只有一
段狹長的走廊。而壓抑的燈光和1983年勃根第酒紅色
的配色方案也難以激發靈感。

Steelcase的一個團隊將此空間翻新成為了如今的
WorkCafé，通過創造一個企業內的第三類場所從而
改造了這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地產，讓員工在這裏會
面、工作、拓展人脈、社交以及放松身心。與典型的公
司食堂不同，WorkCafé的環境結合了工作和用餐的
需求。除了健康又有創意的餐飲選擇，它還為員工提
供一系列工作環境，包括個人辦公環境，也有讓大家
從事各種小型和大型團隊合作的工作空間。 

“在WorkCafé或者其他企業裏的第三類場所，員工的
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因為他們擁有自己需要的工具。” 
Barnhart-Hoffman說，“這裏沒有不舒適的座椅，卻
有着一應俱全技術工具。但是吸引力最強的還是它的
休閒氛圍，它能夠將員工和同事、他們的工作以及企
業聯系起來。”

理論測試

第三類場所是讓企業員工匯聚在一起並
獲得歸屬感的重要樞紐。該空間不僅鼓
勵開展社交互動，這對於員工敬業度影
響也至關重要，在方便員工會面和協作
的同時，讓他們享受到充滿活力、吸引力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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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的第三類場所不僅在用餐
時間提供食品和飲料，也全天候的
在工作期間提供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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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元素創造出了企業第三類場
所的文化氛圍，並影響到員工的情
緒。工作空間應當讓員工感覺賓至
如歸，體會到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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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第三類場所的
成功要素

創建一個企業第三類場所不是單憑辦公家具企業或
者設計公司一己之力能夠完成的。這也並非只適用於
擁有閑置空間企業。這一理念可以應用到各類企業當
中，無論占地面積大小都可以具有伸縮性。關鍵在於
采取一種成功策略來規劃企業內部的“第三類場所”。 

steelcase高級應用團隊歸納出了三個關鍵要素：技
術集成、設計屬性和接待特性。

技術集成 

最為重要的是，企業第三類場所必須能提供強大的技
術解決方案。用戶會來這裡放松，並期待該空間能夠
滿足他們實現高效工作的所有需求，因此技術設施必
須能快速接入並且方便使用。每個移動工作者都常常
碰到無法連接Wi-Fi或者插口有限的困擾。技術設施
必須通過無縫集成來支持第三類場所的有效應用，進
而促進每位用戶實現卓越績效。

空間應當包括支持信息分享、內容創造以及針對本地
和分布式員工開展高效協作的技術配置。所有空間都
應當配置電源接口——戶外也不能例外。整合到共享
空間的日程調度技術能夠協助本地和遠程員工選擇
適合他們工作流程和模式的最佳空間。 

設計屬性

設計元素創造了企業第三類場所的氛圍，在很大程度
上能影響到員工的情緒。飾面、燈光、音樂、氣息、富
有靈感的工藝品——這一切的結合能夠營造出賓至如
歸的感受，進而吸引用戶前來。它們也會告訴用戶在這
個空間應該如何表現。“如果妳去星巴克，他們的品牌
和設計的體驗都在提醒顧客能做什么。”Johnson說，“
相較於傳統的圖書館，大家可以在星巴克裏談話。圖書
館的空間則會告知妳要保持安靜。”

“WorkCafé裏有一個咖啡館和營養餐吧，全天候為妳
提供食品。”Johnson解釋Steelcase是如何鼓勵員
工在全天候使用這一空間的。如果企業希望提供放松
的空間，但又不希望員工在這裏消極怠工，他們可以
適當減少工作椅的選擇。 

正如咖啡館提供報紙、雜誌和社區公告板一樣，企業的
第三類場所裏也有一塊媒體墻展示公司新聞，有助於讓
員工感到自己和企業以及其他地區同事始終保持聯繫。

接待特性

接待的終極目標是讓員工感覺到與企業和同事之間
有密切的聯系。熱情的接待和充分的技術支持能夠讓
員工感到自己受到重視，並知曉企業關注他們在一個
全天候且全球化環境下生活/工作所面臨的挑戰。該
空間必須提供自主服務和便利服務，來支持員工個人
以及工作的需求。 

就像任何人來人往的環境一樣，企業第三類場所也
需要保養。 “當每個人都在使用空間時，誰來保養它
呢？”Johnson問道，“誰來確保馬克筆和報事貼都備
足了？”在企業第三類場所，服務臺職員可以在員工工作
期間提供支持，正如酒店禮賓員為訪客提供服務一樣。 

建築元素、照明、藝術品、工藝品、聲音以及其
他整體設計元素創造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賓
至如歸的氛圍。

為員工提供包括接入電源接口、Wi-Fi、演示
支持、電子日程調度系統以及內容分享工具
是必不可少的。

技術集成

設計屬性

無論是自助服務還是便利服務，接待服務可以
包括打印支持、技術支持、辦公用品供給、餐
飲以及現場禮賓服務。

接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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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公司食堂是一個最佳選擇，可以創造企業第三類場所
並助您充分利用地產資源。但這不是唯一的答案。例如，一
家企業或許需要更多的空間來舉行會議。Johnson指出有
些項目組經常會離開公司去酒店開會：“酒店內的會議
空間能夠方便員工開展長時間會議，但並不意味着必須
讓員工走出去才能參加會議。”她說道。

Johnson同時建議企業、“關註社交區域。” 

園區內的第三類場所無需占據龐大的空間。例如，每
個部門都可以配備一張餐桌，或者在人更多的情況下
設計一個大型食堂讓大家找到家一般的感覺。“其實
只需要為一個鼓勵社交的空間就行。”Johnson說。 

外部空間的設計可以用於恢復精力，也可以用於專注工
作。那些與工作空間相鄰的庭院、天井以及屋頂露臺都
能提供電源、Wi-Fi以及家具來支持個人和團隊工作。“
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去尋求附近的戶外空間，為自己的工
作地點和方式尋找更多選擇和控制，”Epstein說。這種
戶外空間將成為社交中心地帶，用於休憩，能促進高效

工作。“當妳走到戶外去開會時，即便大家都有很多工作
要完成，妳還是會發現每個人都神采奕奕。”Epstein說。 

第三類場所不一定需要是一個面向全公司範圍的空間。
企業應該從“業務層面、社區層面和項目層面”來考慮
這個空間，Graziano補充道。它可以面向整個公司或者
園區，對規模較小的公司而言，則可以設置成部門休息
區、或者是一個讓團隊可以在緊張協作和放松休息之間
自如切換的區域。 

妳應該在哪裏安置
第三類場所？

Highly-effective corporate  
third places that accom-
modate  
real work must provide 
great technology solutions. 
Spaces should include 
technology  
that supports information 
sharing, content creation 
and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for local and distributed 
workers.

戶外空間將成為社交中心地帶，並讓人直
觀地看到更為休閑的工作方式。員工本
能地渴望尋求這些空間，因為它們可以促
進身心健康的同時，確保工作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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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創建一個企業內部的第三類場所，
轉化那些尚未利用的地產資源，員工可
以在裏面會客、工作、社交、休憩。創建
此類空間的最佳選址是那些易於人們
進行社交的場合，例如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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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企業對於地產的投資保有彈性，重中之重就是
要有流動性。還需要一個連續的反饋機制，確保公司
在未來可以隨時學習並改善空間。Steelcase會例行
通過研究來觀察員工對園區地產的使用情況，以了解
哪些方案是行之有效的，哪些還有待改善。Steelcase

發現WorkCafé中封閉的私人空間被非常頻繁地使用，
需要增加更多此類空間，並分散到其他工作區域和大
樓裏。公司一開始把咖啡吧的營業時間安排至深夜以
支持更長的工作時間，但是發現員工往往會呆在自己
的工作區裏或者回家去打晚上的電話會議。因此咖啡
吧的營業時間也根據使用規律做出了調整。真正提升
員工敬業度和生產效用的辦公室擴建從來就不會是一
個一次性完成的項目——在使用後需要不斷積累經
驗，調整，并逐步實施。 

另一個關鍵點是確保領導能夠通過以身作則讓員工
毫無顧慮地使用這些空間。正如Barnhart-Hoffman

所說：“當妳建立起這種空間之後，如果看到管理層
在用，那么其他人也會去效仿使用它們。”

有彈性的地產

媒體墻這樣的大型顯示屏幕能夠
有效地分享公司當前正在傳遞的
信息，並讓員工感到企業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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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優勢？當地產和財力都有限時，企業或許會質
疑在辦公室裏增添企業第三類場所是否值得。的確，
員工生產力、協作以及身心健康都是很好的理由，但
是真正促使企業認真考慮企業第三類場所的關鍵原
因則是員工的敬業度。

正如Epstein提出的問題：“在日益激烈的競爭市場中
對於績效的需求不斷成長，21世紀員工究竟需要什么？
哪些必須給創造人性化的環境讓路，來維持一個可持
續發展的21世紀團隊。我們將實體空間視作不可或缺
的基本元素，這依然是我們開始工作的基礎。” 

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曾經在30年前提出了第三類場
所的定義，他承認距離他從那以後，時代發生了巨變。“
如果倒退40年，企業的想法就是：我們讓員工呆在辦公
桌前時間越長，他們的生產力就越高。這一思想現在已

經被證實推翻了。”他說，“我認為企業第三類場所能夠
在留用優秀員工方面有一番作為……確保他們能夠獲
得讓自己快樂工作的動力。對企業也有着深遠的影響。” 

孕育更高質量的互動，讓員工得到放松，並幫助他們
獲取靈感將有助於提升員工的身心健康，並最終形成
更高層次的企業凝聚力、員工低流失率以及敬業度。
社區咖啡館或許能泡出美味的拿鐵咖啡，但卻無法實
現這些成果。 °

員工敬業度  
最大的優勢？

理解員工在認知層面、身體層面以及心理層面的身心
健康至關重要。理解這三者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能讓
企業創建出支持員工身心健康的第三類場所。

 

身體層面
要讓員工的心智和身體恢復精力，企業內部的第三類場
所不僅要在三餐時間提供餐飲服務，在早間和夜間也
應當提供餐飲，並讓第三類場所能通向戶外。同時它還
應當支持各種健康的姿勢——鼓勵員工在一天當中坐
着、站着、或者四下走動。

 

認知層面
創建一個多層次的環境，員工可以根據自己的情緒和
手頭的工作在裏面選擇自己所需的刺激源強度——從
明亮、高能量的區域到更加適合冥想的空間。能夠選
擇並且控制自己的工作地點和方式對認識層面的身心
健康至關重要。

 

心理層面
社交互動對心理健康很關鍵，通過幫助人們在喝咖啡
和用餐時候的交流，進一步鼓勵互動，方便人們在多
種環境設置中會面或協作，也為分布各地的用戶通過
集成技術保持互聯提供最便捷的方式。這個空間讓人
感到賓至如歸和歸屬感。

支持 
身心健康

深入了解

更多關於“第三類場所”的洞
察結果：

WorkCafé 設計創意: 
steelcase.com/
workcafe-ideabook

worklifefit.com

steelcase.com/
lisawaxman

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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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esse.com

CH 468 Oculus座椅-
由 Hans J. Wegner 設計

經典與高雅。
由Hans J.Wegner為Carl Hansen & Son
親自設計的—— CH 468 Oculus休閑椅，
煥發出高雅和精致之美，並讓妳享有放松
的舒適體驗。



問題

領導者都擔心由於自己的企業、品牌和文化沒
有保持一致性，從而導致公司無法適應一個全
球化、移動化和日新月異的世界。

洞察

通過反思企業如何利用房地產來實現投資回
報率的最大化，同時如何大幅提高員工的敬
業度和績效，保持品牌與策略的一致性，進
而提升企業文化。

行動

Steelcase通過重塑企業園區來實現可衡量
的變革：我們新的工作環境已經給我們的企
業和業務成果帶來了轉變。

一覽

 

一場關於 
空間的冒險
我們通往全新文化的征途

從重塑企業園區空間那一刻起，歷經兩年時
間，讓我們一同回顧成績和收獲。 

61 360.steelcase.com       |      第69期      |   |      第69期      |      360.steelcase.com60 



“自2009年，我們便開始察覺到經濟衰退對我們企業
所帶來的影響，而去年是Steelcase自那以後業績最好
的一年。這說明，我們不僅在全球經濟衰退中堅持了下
來——還變得更加強大、能更好的應對未來。

人們通常會傾向於在經濟衰退期間養精蓄銳，但是
Steelcase卻審時度勢，進一步加速企業的自我變革，
同時對未來發展進行了一項投資。正如：我們對自己
的品牌加以投資；將我們的產品平臺進行了全球化推
廣，使之成為一家全球整合型企業。

與此同時，當我們即將迎來企業創立百年紀念之際，我
們也面臨着其他公司同樣面臨的困難抉擇：過剩的地
產資源。一些全球主流企業甚至超前到提出“既然員
工可以在任何地方辦公，那我們到底還需不需要辦公
室了？”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們都意識到辦公室正處在變革中，但不會就此消失。
盡管我們不得不釋放出多余的空間，但還是試圖通過不
同的角度去審視這個問題。我們堅信，員工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需要一個能夠讓他們聚集在一起、感覺到彼
此，能建立起共同目標的空間。我們在制定地產策略
時給自己立下了不僅僅是削減成本的目標。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優化位於密歇根州大激流城企業總部地產資
源的機遇，借此來重新利用起那些長期閑置着的空間，
利用我們的辦公空間策略來加速推進企業文化發展。 

這成為了我們企業的轉折點。當我們領導團隊對房地
產戰略進行回顧之後，並展示了相關的財務數據，結
果就顯得簡潔明了了——房地產和成本被減半。從數
字角度來看，這是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從領導團隊的考慮層面上來看，如果此舉不能有
助於重塑企業文化的話，我們是不會貿然實施的。這也
是當時啟動這個項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迄今為止這
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員工們需要匯聚在一個能夠和
他們的同事、工作以及整個企業保持密切聯系的園區
裏。不可否認的是，這股潮流在這之前幾年裏尚未成形。 

全新的工作環境讓企業面貌煥然一新。包括訪客在內，
所有參觀過我們總部的同仁們而言，改變是顯而易見
的。他們都表示在我們的空間中感受到了Steelcase

的文化和品牌精髓。同時也促使他們渴望更多地去了
解Steelcase文化和品牌，亦如他們渴望更多地了解
Steelcase產品一樣。 

這便是我們的成功之道……”

Jim Keane 
Steelcase Inc.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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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金融危機時，公司高管首先思考的第一件事往
往與他們的辦公空間無關。除非辦公場所已被列入一
長串可以用來節省開支的清單上。2009年，許多企業
在目睹了周遭眾多企業經濟紛紛下滑後，作出了這樣
的舉措，將辦公場所列入收緊開支的項目中去。當時
到處都是不確定因素，為全球500強企業提供服務的
Steelcase更是在亂局中受到沖擊。

在這種經濟背景下，我們做出了一個困難的決定。與其
通過簡單地削減過剩地產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公司更傾
向於放眼未來。“我們將目光落在了一場重大的變革、   
 一種理念的顛覆上。其影響不僅局限於空間，還涉及科
技技術、工作流程以及企業文化。”負責Steelcase工作
環境咨詢業務的應用研究首席咨詢顧問John Hughes

說，“我經常聽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高管表示，難以有
效地讓戰略、品牌和文化統一起來。就像其他企業一樣，
我們寧願將資源投資在現實因素上，不願坐等衰退。” 

這便是被公司內部稱之為“Connect 12”的重塑項目背
後最大的推動力量，這是一項歷時多年的漫漫征途，通
過計劃重塑公司總部園區，並幫助全球各地的員工，無
論是從實體層面還是在虛擬層面上都能緊密互聯，并
利用2012年公司100周年作為變革的契機。該項目將
對公司總園區現有的大樓進行重塑規劃，包括停用的
生產設施和閑置的裝卸區地皮資源，從而建立起一個
互聯化的全球網絡和辦公空間。這些空間將會挑戰以

往辦公空間的用途，並用於測試全新的工作模式。“我
們的出發點是利用工作環境來改善員工的敬業度和對
企業的忠誠度，促進公司內部溝通，並讓公司文化煥發
出全新活力。”Hughes說。

“為了幫助我們開發出一個有助於實現企業目標的空間
策略，我們采用了以用戶為中心的研究。我們對公司
各個層級的員工進行調研，舉辦工作坊，利用人種學
和傳感器技術提煉觀點，搜集數據，並投入很長時間
用來觀察員工的行為。通過這些做法，我們終於能夠
衡量出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 

通過這些活動，利用收集到的信息，我們建立起一個模
擬雛形空間，並對其進行測試，幫助員工理解變革的沖
擊。我們要求一些團隊在這個雛形空間中工作，以協助
驗證設計方向的正確性。

The Best Place to Work

我們的故事

全新的創新中心為項目團隊
集中精力構思新想法提供了
空間，並為如何讓分布式辦公
的團隊聚集到一起從事創新工
作做出了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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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了media:scape技術的環境能
夠讓身處全球各地的員工從實體層
面和虛擬層面更加緊密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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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策略很快就被歸結為：“最佳空間。”一個搭
配空間生態系統的園區環境，支持多樣化的活動以及
各類工作風格和偏好。新空間不僅能夠支持員工適應
日益移動化的辦公模式，還能夠吸引員工前來工作。 

“‘最佳空間’就是妳願意在這裏辦公的空間，因為妳可
以選擇工作的時間、地點和方式。”Steelcase全球設計
總監Cherie Johnson說，“我們的目標是讓空間更加民
主化，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辦公。” 

從本質上講將，“最佳空間”的概念就是從宏觀上能支
持員工的身心健康，同時能滿足個人心理、認知以及身
體層面的健康需求。通過一系列空間來支持專註辦公、
協作、學習、社交以及恢復活力。例如，如果員工有一個
需要特別專註和集中思考的任務，如果空間能夠支持這
種工作方式，他們的認知表現也會更好。不需要太多認
知需求的常規任務則可以在具有更多刺激源和互動空

間內完成。員工也可以根據他們的情緒，自由地選擇想
在哪種空間中辦公。有時候人們渴望交流並希望身處
活動當中，另一些時候他們則希望獨處。從身體層面
來看，人們需要在一整天的工作當中四處移動並調整
姿勢——不僅是坐着或站着，還有放松和短暫小憩。
移動對於維持能量水平和耐力至關重要。而身心健康
的三個方面——身體、認知和心理——對於建立起員
工的敬業度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空間的全球網絡包括個人專註工作區域和團隊分享區
域，其中有一些可由個人或者團隊根據需求“獨占”，還
有許多是可以共享使用的。有一系列混合的開放空間，
搭配封閉或者半封閉空間，這樣員工可以自行選擇他
們所需的互動程度。Connect 12項目團隊理解員工在
每天的工作中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私人空間和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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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空間”策略創建了一個搭配
空間生態系統的園區環境，支持專
註辦公、協作、學習、社交以及恢
復活力。



妳從哪裏開始呢？ 

“最佳空間”的規劃策略基礎和首個開放區域是一個將
被重新定義的空間。這裏在改變之前只是用於員工早
餐、咖啡、午餐和下午放松時間的食堂，卻搖身一變成
為了全新的WorkCafé，成為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

著作中提到的“第三類場所”，它適用於非正式和多元
化的員工群體。（詳情請見第26頁《訪談Oldenburg》以
及第32頁的《第三類場所》）。這裏不僅是園區的“樞
紐”，更是多個空間規劃新概念和應用方案的試驗地。

WorkCafé包括了適用於大型和小型團體使用的開放或
封閉空間、個人工作區、自助餐吧和咖啡間。WorkCafé

提供了一個精心策劃、功能完善辦公場所，又兼備休閑
吧的輕松氛圍。員工會在這裏會客、辦公、建立人脈、社
交以及恢復活力。“這一空間充分證明了我們所提倡的讓
空間更“民主化”的意義，”Johnson說道，“這不是一個
讓妳常駐的辦公區；但您卻在這裏可以得到放松、休息、
高效辦公或短暫社交，使得工作、休憩、協作和私人獨處
各類狀態切換自如。”

WorkCafé會全天候向員工提供食品和飲料，但它廣受
歡迎的最大原因卻是它擁有支持專註、協作、社交互動
和放松的各類場所，並讓員工能自由的選擇。尺寸為
24’x 5’的媒體墻不間斷地更新着來自公司內部以及世
界各地分公司傳來的最新資訊。這一理念不僅應用於總
部，也應用在公司的所有空間內，例如美國員工就能夠  
 了解到馬來西亞和莫斯科分公司的情況，media:scape

協作配置能夠幫助員工更高效地分享數字內容，而電源
接口和Wi-Fi接入也是無處不在。

WorkCafé提供了一個精心策劃、功
能完善辦公場所，又兼備休閑吧的
輕松氛圍。

與優先考慮個人辦公的傳統方法相比，當時引入像
WorkCafé這樣的空間策略絕對算是不走尋常路，它
卻顯然奏效了。

“毫不誇張地說，在Steelcase，每個人都會來WorkCafé，” 
Johnson說，“這裏是一個充滿活力、熱情好客的多用
途樞紐中心。妳可以看到管理層、來自公司其他區域的
員工、訪客和客戶。無需通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便能與
他人面對面溝通，有助於妳在整個公司中建立起默契
和信任。員工們表示這一空間讓他們感到自豪，它展
示了企業對員工真正意義上的重視。”

“我們建議每家計劃實施文化變革的公司都建立起
WorkCafé，並作為首推項目，”Johnson繼續說
道，“它能夠對整個企業園區乃至其他方面的重塑奠
定好基礎，給予每個人體驗民主化空間的意義，在任何
私人空間發生變化之前，我們先通過集體合作的方式
深入，希望員工能真正地接受這些企業文化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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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空間能夠讓員工恢復精力、
社交互動、并正常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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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全新的辦公室

在園區改造之前，我們總部95%的常駐員工都有固定
的辦公桌。但是考慮到當今移動辦公的特質，不是所
有員工都需要或者樂意在固定工作桌前面工作。大多
數時間都空置着固定工作位，使得企業房地產資源無
法得到充分利用，同時影響到員工的心態——坐在四
周無人的小隔間裏被孤立着，毫無意識地逐漸耗盡體
力。然而有些員工的工作則需要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端
坐在辦公桌前，他們需要屬於自己的辦公空間。為了
判斷哪些員工需要改變成移動辦公，我們召集了誌願
者。“讓員工感覺到他們能夠參與討論並影響到決策
是非常重要的，”Johnson說。毫不意外有一半員工選
擇放棄原有的固定工作位，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將會獲
得更大的工作靈活性。  

過去用作固定員工位的空間，現在都用來改變成不同
類型的辦公環境，同時支持專註和協作辦公，滿足員
工的社交需求。這一變革確保公司能夠將員工在更小
的空間中集合起來，同時還為員工在哪裏辦公以及如
何開展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例如，總部大樓面積
24,000平方英尺的一側區域本來只有一個部門，現在
改造重建後可以容納三個部門：財務部、采購部和質
量部。另一側也通過類似的改造容納了銷售支持團隊，
讓成員緊密地集中在一起，這是前所未有的盛況。這
裏還包含視頻會議空間，支持員工和遠程團隊開展日
常非正式的協作辦公。如今兩側都能同時服務更多的
員工，而員工則可以在園區的任何一處自由選擇辦公。

過去用作固定員工位的空間，現
在都用於適應不同類型的辦公環
境，能同時支持專註和協作辦公。

全新的工作環境為員工在哪
裏辦公以及如何開展工作提
供了更多的選擇。

這種非同以往的工作方式，要求經理和員工更好地理解
其背後的設計意圖。“我們采用了一系列活動和在線學
習來幫助經理理解並采納不同的領導方式，制定目標並
衡量績效，而不是計算人頭和座位占用時間。”企業人
力資源部總監Steve Wolfe說。 

首批參與的80名員工獲得了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並參
加了針對移動辦公模式的培訓。之後這組成員開始幫助
其他員工做好移動辦公的準備。“這不是管理層下達指
令告訴員工要怎么做，也不是人力資源部的通知，他們
都是同事。”Wolfe指出，“因此，員工反應頗為積極。”   

全新的辦公環境支持員工各種姿勢。而移動能夠給身
體帶來新能量並振奮精神。支持各種不同的工作姿
勢、室內的自然采光、戶外庭院以及其他與大自然的
接觸，Steelcase利用地產資源來提升員工身心健康
的方法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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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吧以及周邊辦公區域能夠幫助員工
恢復精力，並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中自
如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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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聯 

我們另一個全新改造的區域便是創新中心，它與我們
所有空間一樣，是一處用於測試全新工作方式的雛形
空間。它是因為企業力爭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經濟
環境中脫穎而出而出現的。“當我們擁有一支由不同
專業、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構成的團隊時，我們需要
確保有出色的創意。參與創新過程的員工會沉浸在其
他文化的感染當中，進而能從更深的層次來洞察當前
的問題。”Johnson說。 

創新中心為近300名本地員工和分布在世界其他各地區
同事提供服務。由於我們四分之三的產品開發項目都是
全球化的，同時我們在三大洲都設有設計工作室，該中
心為空間如何幫組企業塑造全球化、綜合性做出了示範。 

“創新是一項體力活兒。它取決於人際互動、探索以及實
驗，”Steelcase全球設計副總裁James Ludwig說。項
目團隊成員，無論身處何地“都能感覺大家處在同一房
間裏。流暢的互動避免了創新流程中的磨合，並提高了
員工通過互動，共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創新幾乎很
少是一個人在歡呼‘有主意了!’。它往往是員工在彼此
的信息和想法基礎上繼續添磚加瓦的積累堆砌過程。”

（更多有關支持分布式團隊的想法，詳情請見第8頁 
《讓距離感消失》。）

創新中心是一處用於測試全新工作
方式的雛形空間。當時Steelcase
需要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產品開
發團隊保持日常溝通，這個創新
中心正是在這樣的需求驅動下應
運而生。

創新中心裏的項目工作室能夠
將位於世界各地的分布式團隊
聯系起來。

小組空間是這裏的主導。項目辦公室只占用了40%

的碳足跡，而辦公區域的前方和後方閑置空間則
能支持多種小組活動。

我們的團隊成員包括設計師、研究人員、產品營銷
人員、工程師以及其他員工都能夠通過網絡遠程網
真保持日常接觸。為了避免太過正式而且顯得有
些尷尬的傳統視頻會議，員工可以為他們的項目辦
公室選擇多種配置，包括咖啡桌、休閑椅以及其他
家具，這樣與會者可以站着、坐着、倚靠或者走來
走去。近距離或一對一的交流使得手勢和面部表情

都能清晰呈現，有助於提高認知和理解。此外，每間
項目辦公室都有空間讓員工可以從協作中脫身出來，
但又可以隨時加入。這一切都讓視頻會議變得更加
放松、協作性更強、同時效率更高。

該中心還包括了研發實驗室、一個雛形工作間、訪客
互動會議室、移動社區、不固定工作位和一個咖啡
館。“它為員工提供了多元化的空間和他們所需的工
具，並且地面結構十分簡單，其設計也支持升級。我
們讓園區的空間能夠與使用它們的員工共同‘學習進
步’，這就形成了更具彈性的地產資源。”Johnso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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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回路

只有得到員工的全力支持，辦公區域才能夠“學習”、
適應並更好地支持文化變革。通過在項目現場對企業
文化進行重新定位，我們可以評估出企業文化如何進
步發展，並根據需要更好地適應空間。  

與我們一起合作的文化人類學家Arna Banack指出，
辦公空間會影響文化的方方面面。“空間可以直接影
響溝通和協作、員工對公司使命和戰略的理解、如何
代表品牌等等。”  

積極的變化已經開始顯現。評估顯示，我們在將公司
的願景落地轉化為現實上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改進。辦
公空間更好地反映出了公司的使命和目的。“由於我
們有一些辦公環境已經好幾年了都還沒有翻新，所以
業務變革走在了前面，無法體現出空間改善對員工績
效的積極影響，”Johnson說，“如果員工不能將自己
沉浸在品牌價值當中，他們就無法在工作中展現品牌
價值。現在，我們的空間反映出了全新的Steelcase形
象：以用戶為中心、創新、設計思維的產物。” 

首席財務官Dave Sylvester說，他所屬團隊的反饋是 
“好的出奇。”他有一半的員工是移動辦公，選擇共享辦

公位的工作空間作為每天的辦公駐地，而62%的員工報
告稱他們的辦公空間有助於吸引和挽留員工。

微調——重新配置這裏的空間，改變家具布局——同
樣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們了解到員工需要更多的私人對
話和專註辦公的空間，於是做出了相應的調整。項目團
隊也需要更多的空間，以便他們在一個項目周期中可長
期占用，所以我們增添了“我們/獨占”空間。沒有人知
道創意知識型工作在未來將如何改變，所以我們的辦公
空間旨在經受通過日常員工工作習慣測試，並不斷根據
這類員工的需求不斷進化。 

我們根據反饋研究發現，在第  
 一波變革之後，我們需要更多
的空間來讓員工專註辦公和思
考。所以我們在合作空間附近
增加了更多獨立不固定工作位

（如上圖所示）。

敬業度，用於衡量員工對企業發展的共同目的的投入
程度，也得到了提升。“它在2010年就已經成為了公
司的優勢，而現在更加矚目。它讓公司更緊密地團結
起來。”Banack說。  

Steelcase領導人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利潤提升。“我
們的銷售支持團隊已經連續兩年實現了兩位數的業
務增長，並且是在沒有增加員工人數的基礎上。這並
不是因為由於他們增加了工作時間，而是他們解決問
題更加便捷、協作和制定決策也更高效了。”高級副
總裁Eddy Schmidt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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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變革成為可能 

想要進行企業文化變革是很困難的。實體環境不是
唯一的影響因素，而Steelcase領導者也明白在其他
方面也需要下功夫。 

“變革空間規劃遠遠不夠，技術本身無法解決，鼓舞人心
的辦公環境也不能自發產生變革，”Ludwig說，“但是
它們能夠讓變革成為可能。這些空間讓信息分享更加
迅速，共同創造更加流暢。它們能更好地幫助員工和
品牌、企業文化以及彼此之間相互關聯。”

在初始規劃新的公司總部5年之後，大家都不會對結
果感到驚訝。“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這個成
果，就這么簡單而深刻。”Ludwig說道。 °

通過反思公司的地產策略，steelcase最終減少了總部園區48%的實際面積，同時也
減少了我們的環境足跡。而更為重要的是，項目開展前和開展後的《辦公場所滿意度調
查》顯示出的這些變革給員工、工作流程和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則更加深遠。

項目開展後
項目開展前

推動變革

我的辦公空間有助於吸引
和挽留員工

80%

89%

我能找到支持分享和交
流的空間

66%

75%

我的辦公空間支持我向自己
的同事和領導學習

61%

80%

72%

89%

在個人常用辦公地點獲得的自然採
光十分舒適

我對自己常用辦公地點周圍的
景色非常滿意

75%

86%

有各種各樣的空間，可以滿足我各類
日常活動的不同需求

56%

83%

我擁有能夠重新恢復精
力的休閑空間

81%

87%

我能夠為我的小組/團
隊合作獲取適用的技
術和工具

這一調查結果顯示員工需要平衡協作環境
和更為私密的空間，於是Steelcase馬上在
公司園區內增加了額外的不固定工作位和其
他私密空間

表示贊成的員工百分比
42%

70%

80%

89%

我的辦公空間有助於促進員
工之間的溝通

 

我的辦公場所能促進新
想法的創造

81%

80%

我可以獲得安靜、更加隱蔽的空間
來完成專註辦公以及/或者開展私人
對話 *

69%

63%

我可以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思考
和專註辦公 *

63%

71%

我們的新空間能夠幫助員工和
品牌、企業文化以及彼此之間
相互關聯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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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更多有關辦公場所文化以及文化和空間之間的
聯系這些方面的洞察，Turnstone最近對515家公司進行  
 了一番調研，這些公司的員工規模都不超過100人。對於
辦公場所的文化，該調研顯示：近90%的小型企業主或管
理人員讚同：文化是企業成功的基礎。此外，80%的受訪
者，無論其公司規模大小和所屬行業，都表示公司的自然
環境在促進充滿活力的公司文化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都在為 
“文化”歡呼喝彩？為何我們現在會聽到那麼多有關“文

化”的討論呢？

隨着小企業和大公司在人才競爭方面愈發艱難——尤其
在大企業有着優厚的工資福利，小企業憑籍“文化”的
制勝捷徑正日漸凸顯。小企業開始發現，文化在成就極
富靈感、互動力的環境方面可以成為畫龍點睛之筆，而
且這對80、90後一代人尤為奏效。更關鍵的是，小企業
逐漸意識到空間在推動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辦公空間的設計不能支持社交互動、健康的協作
和營造樂趣，那么文化將不堪承受辦公績效低下的壓
力，逐漸銷聲匿跡於企業內部。

Jason Macom是Orbea公司的營運經理。Orbea是一家
西班牙自行車生產企業，在美國也有分公司。Macom深
諳文化對他團隊的作用。文化不僅在公司內部推動了品
牌發展，讓員工認同企業信仰，還推動了人們對“單騎運
動”的熱愛和其衍生出真誠的人際關系。

“我們的文化讓我們對工作更有熱情，因為整個單騎
運動社區都對這項運動充滿了熱情，”Macom說道。 

“我們騎車去上班，公司提供淋浴，這樣人們可以舒服
地進入工作狀態，我們還讓員工在工作日程內安排健
身。如果我們的辦公空間文化不支持我們對於單騎生
活方式的投入，員工的離職率會很高，長期來看這會
影響企業利潤。”

諸如此類的看法在小企業主之間頗具代表性，也頗為
真實，盡管很少有數據可以支撐這些論點——直到今
天。Turnstone的《小企業文化報告》（Small Business 

Culture Report）中，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員工的熱
情正是源自對自己公司品牌個性和行為的喜愛，以及
企業如何使他們的辦公空間與眾不同。 

提 升 文 化
各家媒體正爭相報道着：文化，作為給辦公場所註入樂趣和活力的這
一“秘密武器”，正是當下最具影響力的首要因素，對助力小型企業提
升員工的積極性、生產力和忠誠度起着積極作用——但是我們是否

能證實“文化”確實有這些作用？

如今，我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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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ea的一切都圍繞着單騎話題，”Macom說道。“我
們的辦公室在一家概念店之內，所有工作內容都得到展
示，單車圍繞在我們周圍。我們的團隊裏只有一個人不
是單騎愛好者——身體力行對於我們的品牌個性和行
為就是如此重要。”

員工可以將 他們的喜好 帶入辦公室 這一想法與
Turnstone調研的另一發現十分契合：受訪者表示，真
實性——能在辦公場所裏做自己，僅次於員工的喜好
方面，這對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同樣至關重要。

Steelcase研究員Beatriz Arantes說道“即使在信奉
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重的東方文化裏，保持自我的
真實性以及能在工作中自我表達也變得愈發重要了。” 

事實上，談論到文化時，90%的受訪者表示：幫助員工
在工作中表現得更有效率和創意、幫助企業吸引並留
住客戶和頂尖人才、以及壯大業務、提升利潤方面，文
化對企業有着積極的影響。  

這種真實性、充滿活力的辦公室文化被證實為一個
有價 值的 商品，尤其 對於那些可能無法 提 供 優
厚工資和福利的企業而言。文化地位已經超過職
位高低和豐厚的津貼，讓企業的收益不僅僅是在
辦公室裏營造樂趣而已— —文化為工作本身增
添了深度和意義，為團隊成員提供了新的契合點。 

“我們在單車店裏設有咖啡吧，在那裏我們可以聚到一起
觀看重大的自行車賽事，比如環法自行車賽，”Macom

說道。“從工作時間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分享這份激動
時刻，能讓員工建立起深厚情誼，並增添一種社交元素，
讓他們喜歡來這裏上班。我們還組織始發地為單車店
的小組單騎活動，我們的員工會作為領隊，融入到社
區，並和當地的自行車愛好者互動交流。”

但是，如果沒有精心規劃的空間作為支持，這樣的“文
化”是不會開花結果的。管理者必須學會思考：加強哪
種價值觀? 提供哪些福利津貼? 是什么理念塑造了品
牌個性? 當員工看見他們的企業領導正在思考這些內
容，而實體環境也為踐行這些理論提供了平臺後，文
化才能茁壯發展。

Orbea的團隊成員圍繞專業單
騎運動而建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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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ea位於阿肯色州概念店裏的
開放式區域，激發協作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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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開放式的辦公環境裏，我能看見同事之間關系的
發展，”Macom說到。“妳能不經意地聽見人們的交談，
了解到新動態；團隊開展協作而非各管各幹活。現在我
們能看見新的空間讓團隊增進了溝通，這對我們在銷售
和物流上取得的成功有着直接的作用。”

Steelcase的研究表明辦公環境中的健康關系有助於
營造員工的歸屬感和使命感，而這會轉化成團隊成員
互相之間的信任和更好的協作。Orbea有意於推動此
類關系的時機，來塑造企業文化。例如，如果天氣不
錯，小組會騎車到本地飯館一起午餐。這不僅僅讓他
們有機會體驗自己的產品，也讓他們能在辦公室之外
的環境裏真誠互動。這些時刻正是強大的企業文化所
需的催化劑。

Fracture是一家專註於在玻璃材料上印照片的企業，
它也見證了空間對於辦公環境所起到的作用。Alex 

Theodore是Fracture的CTO兼創始人，他在佛羅裏
達創辦企業之後很快就發現了這一層關系。“空間是
萬物的情境。我的意思是，它也許只是妳工作的地方，
但它是妳在各個層次外部頻繁靈感的來源。” 

Theodore觀點是正確的。Turnstone的調研凸顯了實體
環境在塑造企業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擁
有一個促進真實性、而非抑制它的空間，一個鼓勵透明
性、而非封閉的空間，這是塑造具有吸引力的辦公室文
化漫漫征途上的第一步。

隨着新空間的完工，僅在一年內，Macom就看見了
Orbea企業文化的積極演變。他稱之前的辦公空間充
滿了隔斷和長通道，部門之間彼此隔離，團隊成員之
間也充斥着距離感。辦公環境裏到處都是障礙，他回
憶說，除了幾個性格強勢的人控制着辦公室，其他人
逐漸都不溝通了；同事關系的發展很明顯受到了抑制。

在那時他們知道必須做出一些改變。Orbea對空間進
行了新的暢想，隨着隔斷的拆除，文化被重新註入活
力，自然地生根發芽，企業也從中獲益匪淺。

“ 空 間 是 萬 物 的 情
境 。 它 是 妳 在 各 个
層 次 外 部 頻 繁 靈
感 的 來 源 。”

fracture，共同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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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作為一家成立只有5年
之久的小企業，正積極不斷地成
長着，努力尋求空間、創意、創新
以及靈感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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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Fracture的團隊未必對單騎運動有着同樣的熱
情，但是他們也有意建立起社區，通過將玩樂融入辦
公室文化，允許員工將寵物帶來辦公室。團隊成員將
其視為增進身心健康的福利，還能發展同事關系，讓
人在辦公室裏保持真我。

然而，像Orbea和Fracture這樣的企業並不多見。 
Turnstone的小企業文化報告指出，72%的受訪者對他
們現在的企業文化並不滿意。這會造成生產效率低下、
創意枯竭、缺乏歸屬感以及員工的負面情緒，所有這
些因素會將團隊的團結和身心健康置於危險的境地。

無論企業大小，妳都可以采取行動增進文化、強化團
隊。無論妳是一個成熟的企業還是剛起步的公司，“不
積跬步無以至千裏”是適用於各類企業的經營之道。 °

72%

80%90%

26%

47%的小企業讓團隊可
以將公司外的喜好帶入
辦公場所

90%的受訪者認同文化
是企業成功的基礎

26%的小企業表示，他
們的實體空間在社交聚
會方面需要改進

80%的受訪者相信公司
的實體環境在促進公司
文化活力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

72%的受訪者對現有的
公司文化不滿意

47%

Turnstone最近對515家公司進行了一番調
研，這些公司的員工規模都不超過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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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系列空間

Turnstone調研指出，不到1/3的企業
為員工提供各類辦公空間的選擇。在
對辦公空間做規劃時請考慮站立高度
的辦公桌、私密區域、協作空間和休息
區，讓員工可以選擇和控制自己的辦公
地點——這可以增進員工的身心健康，
而優秀的辦公室文化應該表示支持。在
設計各類空間時，記得考慮可以容納妳
的團隊進行社交互動的區域。26%的小
企業表示他們的實體空間在社交聚會方
面需要改進。在辦公空間裏安置一張大
桌，讓員工可以組織慶祝派對或聚餐是
改變的良好開端。

為身心健康點贊 

不到1/4的受訪者表示企業鼓勵他們在
一天的工作中離開辦公桌、變換姿勢、
探索其他辦公區域。兌現妳對員工身心
健康的承諾吧，為他們提供自然光，在
團隊成員需要進行散步會議時，表示贊
同。此外，記得真實性是身心健康的重
要組成元素。47%的小企業讓團隊將公
司外的喜好帶入辦公場所，不妨妳也成
為其中的一員吧。 

成為靈活辦公的擁護者 

盡管一些大企業大張旗鼓地號召員工回
到辦公室上班，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小企
業為員工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可
以遠程辦公、兼職工作或者在家辦公。
盡可能為團隊成員提供這些選擇。這
些對幫助員工在繁忙工作生活中實現
平衡的意願，會讓妳收獲一群投入又
忠誠的團隊。

款待妳的員工 

接近一半的受訪企業為員工提供休息時
間以及免費的點心和餐飲福利。讓員工
體會到報酬未必僅限於工資單上多的那
幾個零——它也可以以調休的形式給
到員工。當員工有出色的工作表現時，
找到新的表達欣賞和感謝的方式，對
於營造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培養快
樂員工很關鍵。

如 何 提 高
文 化 的 影 響 力

促進個人成長

前瞻性思維的公司會專門花時間思考如
何在職位發展上為員工提供幫助。幫助
他們尋找問題的答案和繼續深造的途
徑，在這方面不要害怕投入時間。讓員
工對影響他們工作的流程和環境能自主
做決定，以此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任。

比品牌投入更深遠 

有機會和本地社區或全球事業網絡產生
聯系，會讓客戶和員工對妳的品牌更有
親切感。找出對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幾
件事情，用獨具匠心的方式投入其中。
妳不僅會感受到企業利潤由此受益，更
加會從員工身上看見回報。優秀的文化
始於此處。 

Turnstone Paper Table 和Buoy 
為辦公空間增添奇思妙想，並為
即興會議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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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我 們 
最 喜 愛 的 空 間 
帶 進 辦 公 室

這很明顯：借助於科技，很多人現在可以在任何地點辦
公，將辦公室隨身裝入口袋、公文包或背包。此外，某
些員工突然從辦公室裏消失，出現在咖啡館、書店或
其他更放松更隨意的場合裏辦公，這樣的情景也越來
越平常。這些環境和辦公室不同，妳能落座在一張舒適
的椅子裏，或在吧臺前的高腳椅上休息，以一種不受限
制、自然舒適的方式辦公。

然而，大多數人很快就發現，盡管“任何地方”可以很
好地切換節奏，但是這種優勢是短期的。“任何地方”
肯定是嘈雜的，缺乏我們依賴的技術和工具，如便利
貼、白板、電源接口和打印機，而這些設備在辦公室裏
都隨處可見。此外，當團隊搜尋這些舒適的空間來做項
目時，則丟失了很多寶貴的當面交流的機會，有可能存
在團隊分裂的風險。還有，就如很多雇主親自體會到
的那樣，員工在辦公室裏呆着時間越少，他們全情投
入的可能性就越低。

面對這些趨勢，Turnstone產品開發團隊不禁問自己： 
“如果我們喜愛的空間可以帶到辦公室裏，那會如何呢？

如果我們的工作環境可以做出調整，而不是我們來適
應它，又會怎樣呢？” 

“隨着深入地觀察，我們越多發現人們喜歡用各種休閑
的姿勢辦公，那么為什么不把這些姿勢充分納入辦公
環境呢？”Turnstone總經理Brian Shapland說道。 

“人們需要有‘自主’工作的自由。如今很少還有人一整
天對着一臺臺式機一動不動了。人們會四處走動，希望
在辦公文化裏獲得靈活性，鼓勵自我表達和真實性。”

最終，Turnstone的洞察為我們帶來了Campfire™ 系
列和一些新的多功能座椅。組合在一起使用，將那些
引人入勝的元素帶入了辦公室，員工可以享用到自己喜
愛空間中最好的部分。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翻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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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後靠或把工作挪近一點；Turnstone

的Shortcut座椅能全面支持您的各種
工作模式。

受 到 當 今 職 場 人 快 節 奏 的 啟 發， 
Shortcut座椅、Campfire Slim Table和 
Bivi完美整合，煥發出現代感的風格，
卻又不失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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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fire Footrest擱腳椅鼓
勵用戶活動身體，促進身心
健康。

把腳抬高，不去理會嘈雜；您理想的辦公環境正在這兒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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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stone的Campfire Slim Table、Skate 

Table和Footrest促進充滿活力的辦公室文
化，通過讓團隊方便地聚集到一起討論新想
法，推進協作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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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古老的意大利諺語“A tavola non si invecchia”，
意思是“圍坐在桌前，沒人會變老”。當我們和周圍的
人互動分享時，覺得自己充滿了正能量和生機。 

我相信這對學習同樣適用。當我們和別人並肩而坐時，
這是一種親密的體驗。我們能更好地傾聽，更容易產生
共鳴 。當學生圍着課桌旁 （或在一個主動學習的場景
中學習），和他人圍繞某個話題展開討論時，他們能更
集中思想，提高互動，並投入到學習中。       

此時，在教學空間方面有經驗的老師和設計師會面露微
笑：原來妳也贊同啊。但是妳不禁要問：這個論點有什
么事實數據能證實那些被設計成適用於主動學習的課
堂，對學生的投入程度產生了實質的影響？要知道，在
課堂裏體驗這一猜想是一回事；而要說服學校董事會
或教務管理處可是另一回事，這不僅需要真實可信的
事實數據，而且其成果必須可以復制的。     

近年來研究已表明：建築環境的確能影響記憶力、註
意力和動力。促進主動學習的教室憑借其對學生的影
響力已被喻為學生的“第三位老師”。但是我們需要
得到一份可靠的使用後評估報告——去衡量一個不
同的課堂設計（如主動學習）能對學生產生怎樣的影
響。現在這份評估終於完成了。 

Steelcase教育部門於近期和加拿大的學術研究人員合
作開發了一個高級工具並在四所美國大學裏投入應用。
主動學習應用情況評估工具(AL-POE)可用來衡量教室
對學生學習投入程度所產生的影響，AL-POE工具作為
衡量學生成績的一個有效預測指標，已經被廣為接受。 

衡量“第三位老師”的價值

我們的評估結果提供了有說服力的數據： 
1. 相比傳統布局的教室（按排列的方式擺放座椅），專
為支持主動學習設計的教室以多種方式提升學生的學
習投入程度。

2. 大多數（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學生覺得新教室要比
老教室好，具體表現在協作、集中註意力、課堂內反
饋以及其他九項指標上。

3. 大多數學生認為新的教室對以下幾點有貢獻：更高
的學習投入程度、對高分的預期、更有動力和創造力。

我們的數據表明：為了支持主動學習而設計的解決方
案，將創建出更有效的課堂，進一步並提高學生在課
堂裏的學習投入程度。

 一位調研參與者Gary Pavlcechko是波爾州立大學卓
越教育委員會的前主任，他表示這項研究揭示了“學生
在互動學習空間和傳統課堂布局裏的投入程度差異是
具有統計顯著特性的。”  

許多教育工作者和設計師已經看到建築環境對人的
影響。現在我們能切實地用數據證明其帶來的影響
究竟有多大。 °

學習心得

lennie scott-Webber博士, 
s teelcase educat ion 
 (教育解決方案)教育環境
總監

 一直以來我都在研究教學環
境，我見過的課堂不勝枚舉。
我的工作以及我始終密切關註
着，如何幫助人們理解不同的
環境會衍生出不同的行為，致
力於幫助您規劃出真正支持
新教學模式的課堂。 

如您有任何想法、問題或者見
解，請發郵件至lscottwe@
steelcase.com，或推特至
Lennie_SW@twitter.com。

深入了解

如果妳想更深入地去了解這項
Steelcase Education研究，請
從以下資源列表中獲取：

教室設計能如何影響學生在
課堂內的學習投入程度 
steelcase.com/
classroomdesign

建築環境影響行為 
steelcase.com/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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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
育界

 

創客 騰出
空間

創客運動 

正闖入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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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裏的創客空間和傳統教室在設計規劃上大相徑庭。
出人意外的，這些空間和過去的藝術工作室也有所不同。
當然過去用於制造的機器，現在都更加高端精密了，但
課程背後的意圖也相較過去更加深刻，《Make Space》  
 一書的合著者Scott Witthoft和Scott Doorley表示，他
們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Hasso Plattner設計學院（也被
稱之為斯坦福d.school）學習空間的設計師。Doorley

這樣說道：“過去工業藝術更像在職業技能學校裏的課
程，而創客運動更強調賦予人們正能量，讓學生看到他
們通過自我努力可以改變世界。”

在教育界，創客空間在創新實驗室內或附近孕育產生。
創新實驗室裏的空間設計旨在讓人們投入到協作實驗
以及共同解決跨領域問題中去，這樣設計思維方式得
到越來越多的運用。無論探索什么領域，都講究采用
主動、協作的方式進行思考、應對挑戰。雖然設計思
維起源於設計和工程，但並僅限與此，其產出也並非 
 一定是實物——Doorley把它稱作為“原料”。無論人
們是在創造實物、系統還是創意，創客運動都和新的
教學理念不謀而合。關註從講課式教學向更主動、生
成式的教學模式，即“邊學邊動手，邊動手邊學”模式
轉變。Doorley這樣描述這個過程。

創客運動在各個領域極速地發展，不禁引發眾人對其
出發點和持久性的各種揣測。大多數人認為諸如3D

打印，此類大多數人都沒有財力擁有的高科技新事物
挑起了這項創客運動。但是越來越多人卻認同，這股 

“創客風潮”是對當下愈發虛擬化世界的一種文化排斥。 
“我們需要在一個可觸及感知的世界裏重新找回自我。需

要從大腦回歸到雙腳，從大腦回歸到指尖，從雲端回歸
到地球。”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Richard Kearney最
近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道。

無論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麽，隨着這股“創客風潮”的蔓
延， 它已經闖入教育界，尤其在高中和大學校園裏，創
客運動傳播新的觀點，強調“主動學習”這個已經流行
起來的教育界變革。

“創客運動關註協作和制作藝術，”Steelcase教學解決
方案的研究人員Andrew Kim解釋道，“我們在研究中
發現科技正在重塑教育，面對面教學的重要性正在與
日俱增，這為註重實踐的教學，而非全程講座式的教
學，提供了新的契機。”

創客運動——一群對創造飽含熱情的人們組
成了這樣一個社區聯盟，他們一起分享設備、空
間和想法——這已完全成為了一個全球現象。
創客市集（Maker Faire）、創客空間（Maker 

Space）和創客雜誌（Make Magazine）都是
稱為“自制主義”的外在表現——在這個社區
內，手工藝獲得復興，創客們分享資源，互相支
持彼此的創意。

在西密歇根藝術和技術中
心，高中生正在專為實踐型
學習而設計的“創客空間”實
驗室裏嘗試用創造性的方式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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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在一個
可觸及感知的世
界裏重新找回自
我。我們需要從大
腦回歸到雙腳，從
大腦回歸到指尖，
從雲端回歸到地
球。

通過自制來賦予能量——這一願景是位於大激流城
的西密歇根藝術和技術中心課後項目的基礎。在其藝
術和科技實驗室裏，從公立高中裏挑選出來青少年有
機會鍛煉他們的創造能力，他們在團隊環境中向專業
藝術家、老師們學習技能，使用專業工具和技術。這個
機構設有攝影、遊戲設計、陶藝、時尚、雕塑、動漫雜誌、
街頭藝術、影音制作的“創客空間”實驗室。所有這些
空間的設計都旨在支持主動學習，可以根據手中任務，
方便地對空間進行重新配置。每年參與項目的學生都
選擇一個社會問題，然後運用設計思維的技能做出一
些東西，用創意方式來解決問題。例如，今年他們關
註的社會問題是“恃強淩弱的行為”。在攝影組學習
的青少年正在探索捕捉每個人內在美的肖像拍攝技術。

“這既和流程有關，也關乎到產品，”執行主任Kim 

Dabbs說道。“通過對創造流程和學習技能進行再思
考，學生認識到他們可以對自己和社區做出積極的改
變。他們聽到了自己的心聲。”

全新的視角

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是另一所納入設計思維，創建
Think Center（思維中心）的院校。思維中心是一個
創新教學中心，為教職人員的發展和學生參與提供空
間和服務。其中有一個主動學習課堂可以接受任何一
位教授的預約，這個教室有各種非正式的空間設置，
帶有白板、馬克筆、便利貼和其他創新工具，供學生在
小組活動中使用或獨自使用。 

“我們鼓勵學生和教授進行實驗，發現各類選擇，對改善
教學體驗的策略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用全新
的視角對待他們，”思維中心協調員Bonnie Cooper說
道，Cooper在2000年投身於高等教育行業之前，在商
務領域當了15年的培訓師。“人們在這個空間裏流露出
的興奮之情是我們百看不厭的，充滿了正能量和活力。
我們發現原來學習也可以這么有趣。我覺得如果更多地
學生能這樣感受的話，他們的學習體驗也會更加豐富。”

在學術界內外，許多人都表示這一舉措將教育界未來
推向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我們知道在當今的職場裏，人們都對具有21世紀技能的
人才求賢若渴，這樣的技能包括創新、協作、用有創意
的方式應對變革，”Steelcase的Andrew Kim說道。“
這是更高層次的思維方式，需要付諸實踐而不只是紙
上談兵。通過教導學生如何進行協作和創造，學生才
會像企業管理者一樣，有着共同的目標。”

思考与實踐

全新的學習方式需要新型的空間，一些超前的大學正
在校園創新空間裏構造全新的學習環境。基於10多
年來對教學環境的研究和所收獲的洞察，Steelcase

能提供專為支持主動學習而設計的產品及空間概念。
舉一個突出的例子：一個由Steelcase研究人員和設
計師組成的小團隊和斯坦福d.school設計學院在空
間創造方面開展了協作。此後，它成為大家紛紛效仿
的創造性學習空間項目。

“要為主動實驗創造空間首先需要明確意圖，”和斯坦
福d.school設計學院有過合作的Steelcase研究人員
Frank Graziano說道。“空間如何讓妳偏向思考和實
踐？空間如何‘授予’妳更廣泛的權利？激活創意生
成、通過創建將抽象思維轉化成實物的方式為學生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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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它充滿靈感： 明亮的顏色、舒適的裝潢、接觸自然
光線、能走到戶外——這些元素都能激發參與度。產
生輕松氛圍的刺激源能促進創造性思維，而乏味的環
境只會激發乏味的成果。

讓它具有靈活度並且能定制： 讓老師和學生自己來配
置空間，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求，認識到不同的課程、不
同的項目階段對空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可移動的
家具是配置多種環境的必要之選。

創建分區： 創造和協作通常都會發出聲音，然而思考
需要在安靜的環境裏才能順利進行。確保布局和裝
修具有流動性，支持學生在協作時又能獨自學習。尤
其對於放置機器的空間而言，要將思考區和制作區盡
可能地分開。

為雜亂無序做好準備： 將材料攤放在眼前有助於團隊
對創意和可能性進行“大聲的思考”。確保工作桌面足
夠大，讓團隊可以聚集到一起，並且有充裕的存儲空間
放置材料和半成品。

利用白板進行展示： 在辦公桌前工作對於面前的人來
說是私密的，但是移動或固定的白板可以讓大家分享
正在醞釀的想法，並展示成績。說到白板和馬克筆，怎
么用都不會覺得多。

支持各種姿勢： 身體姿勢和活動移動能影響創意流程。
在小組中，站着能鼓勵互動和參與。對於獨立工作而言，
放松的姿勢或行走卻能促進新的思維方式。 

讓分享多媒体內容變得簡單： 越來越多的內容以多媒
體形式存在。選擇科技工具，方便參與者分享他們設備
中和頭腦裏的內容。

“創客運動並非為了創造而創造，”Andrew Kim總結道。 
“它是對於創新的一種理解和實踐。只要把握住這個核

心，它就值得在當下受到教育界的如此關註。”°

創建一個創客空間

基於對創造型學習空間的研究，以及在
Steelcase創新中心裏收獲的第一手經
驗，Steelcase研究人員和設計師為創建 

“創客空間”提供以下一些建議。

在WMCAT，從大激流城公立高中裏
挑選出來青少年有機會鍛煉他們的
創造能力，他們在團隊環境中向專業
藝術家老師們學習技能，使用專業工
具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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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報道：可持續發展

我們旨在激發人類內在潛能，從而做出更有針對性的選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
不能局限於自己的視野，而是要主動創造有利於開發人類潛能的經濟條件、自然環境
和社會環境。 

在我們最新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我們展示分享了在過去一年與我們的客戶、
供應商、員工、社區和自然環境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各項合作，同時擴大了我們企業
正能量的傳播範圍。

投資可再生能源

我們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總量已達到了我們在
全球範圍內總耗電量的100%，同時我們的能源策略
也從地區範圍轉向全球。我們還首推了獨創的新項目
鼓勵供應商購買清潔的可再生能源，並且供應商能夠
通過我們獲得優惠價格購買。通過投資和擴大全球對
可再生能源的需要，我們也進一步提升了對全球的影響
力。這對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客戶、社區以及我們所處
的環境都是有利的。

強化社區關系

去年，Steelcase Inc.以及我們的慈善部門Steelcase

基金會向Steelcase慈善合作伙伴捐贈了530萬美元，
其中包括國際聯合勸募協會（united Way）和一些城
市教育項目。在員工配額捐贈方面我們也創下了記錄，
達到485,000美元。我們的同事在社區基層努力是為

了幫助改善當地的社區，提供重要的援助，增進合作，
以及帶去我們的承諾。過去三年，Steelcase美國員工
的慈善服務時長增長了30%。

客戶合作

去年，我們與更多世界知名企業如巴斯夫股份公司、聯
想和威瑞森進行合作，幫助他們優化在全球幾百萬平
方英尺的辦公空間、促進員工團隊合作、提供私密空
間、提升品牌文化，從而進一步充實人才儲備。我們
與客戶在創新型終止使用項目上多番進行合作，幫助
他們進行二次銷售、使用以及回收，從而避免垃圾填
埋，延長有形資產的使用壽命。 

我們總是致力於加強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努力。現階
段我們持續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影
響力。當我們在擴大覆蓋範圍以及增強影響力的同時，
我們也極大地努力改善人類各方面的條件，把我們的
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 

我們希望今年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可以幫助妳
們更好地了解我們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進步。我們
也期待您的分享。郵件敬請發至sustainability@

steelcase.com，欲了解我們最新的《企業可持續
發展報告》請登錄csr.steelcase.com。

深入了解

請登錄csr.steelcase.com
閱讀《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 
csr.steelcase.com

擴大可持續發展


產品終止使用戰略

5000 萬
北美產品終止使用項目避免
造成垃圾填埋的回收總額 

26,440 
在歐洲回收、捐贈或重新銷
售的辦公桌數量

社區

$530 萬
來自Steelcase基金會的
投資

$120 萬
來自Steelcase Inc.的投資

未來三年，我們在全球範圍
內的風能和水力發電等可再
生能源的投資將從19%增加
到100%。 

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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