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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本期封面構圖以人類心思細密之美麗為創作概念，我們的設計流露藝術感，詮釋科學與人文的完美平衡，贊嘆大腦神經系統連接線路的浩瀚。

本期導讀 

在世界各地的辦公空間裏，幹擾幾乎從不間斷，成為常
態。我們在交談中發短信，開會時發郵件，縮短午休時
間，爭取時間工作，總是希望做得更快、更多、更用功，
卻往往沒有註意到過程中耗費了多少腦力。

幸好，我們還是有方法挽回註意力。憑借大量的神經科
學研究，現在我們可以實際認識註意力的本質、運作原
理，了解如何培養註意力並加以有效善用。

Steelcase的研究人員進一步鑽研研究結果，對人腦
如何塑造思維、情感和行為有了嶄新洞察，並且應用
這門新科學，構思完善的空間設計，幫助員工駕馭自
己的註意力。

假如我們充分發揮人腦和環境的潛能，可以在工作中思
考得宜。結果也許遠超您所想。



70 各位同學，妳們可以專心聽講嗎？
每位老師都希望學生可以全情專註投入。但
首先妳要在課堂裏引起他們註意，並幫助他
們保持專註。根據一項最新研究，我們提出
七大洞察，助您一臂之力。  

探索辦公場所的研究、 
洞察及發展趨勢

360.steelcase.com

54  阻擋外界幹擾的空間設計
幫助員工專註工作 

86 給老師上課
位於以色列卡茨林的Ohalo師範大學展現創
新精神，改造教學空間、教學方法和技術，為
新一代的教師上課，在教職人員發展和培訓
工作中，充分穩占優勢。

93 現代工藝的人性面
流行文化中，手工制品正在復興，但是工藝在現
今的辦公空間中仍然乏善可陳。Coalesse深受
創客運動啟發，正采用全新材料和技術，重新定
義現代工藝，用藝術方式打破常規，為辦公空間
加添人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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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點燃創業文化精神
您在辦公場所裏點燃或重拾“創業文化”精
神，真的可以嗎？只要目的明確、意誌堅定，
加上一點勇氣，我們相信 “絕對可以”。我
們分享當中秘訣，幫助您開展創業文化。 

111 人+使命 緊密相連
使命感是員工投入工作的基石，然而許多企業
無法明確表達或貫徹本身的使命。Steelcase 
應用研究顧問團隊正在幫助企業善用空間、
流程和技術，給員工日常的工作體驗註入使
命感。

118 獨領風潮
 一家人體工學績效的顧問公司善用空間組
合，促進員工的身心健康。 

 分類
 4  專家觀點
 6  360 趨勢
 85  全新學習模式
 117   可持續發展焦點
 124   聚焦亞太區

34 印度和中國“成長”的煩惱
在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市場中，企業沿價值鏈
的上遊環節快速爬升，並且從事更為精密復
雜的項目，因此工作性質也在不斷改變。企業
創建靈活彈性的辦公空間，可提升員工的身心
健康水平，也是挽留人才的關鍵。然而，資源
局限，加上市場不斷變化，企業要改善辦公空
間，將要面對重重挑戰。

8 思考中的思考 

facebook.com/steelcase

twitter.com/steelcase

youtube.com/steelcas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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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發送電子郵件到  

360magazine@steelcase.com

360雜誌是Steelcase Inc發行的季刊。15-
0000855，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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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請預先告知我們，好嗎？

 
身處這個時代，我們都深深渴望可以專註思考。
無論哪個地方的員工，似乎都覺得自己沒有充
分發揮潛能，總有太多幹擾，無法集中工作。雖
然問題已經顯而易見，但是大多數人對此都感
覺無能為力，只能不斷努力讓自己集中精神。另

一方面，神經科學的研究帶來曙光，以便了解這
根本問題，提供了實際可行建議，幫助我們在
工作時集中註意力。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的研究團隊
緊密結合神經科學上的發現，並長期調研員
工行為以及工作性質的變化，綜合兩者的研
究成果，提供了新的洞察和想法，運用創新方
式重塑辦公空間，幫助員工優化大腦表現。

上IPAD閱讀360

通過報刊分類搜索 
《STEELCASE 360》雜誌。 
iPAD兼容，需要IOS 3.2 

或者更高版本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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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向您介紹本期雜誌 
提供不同信息和想法的部分專家

Andrew Kim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經理

Andrew Kim一談到學習空間就興奮不
已。他在學時研究教育環境，也定期在
全國各地參與關於教育問題的演講和研
討會。他近來更倍感欣喜雀躍，最近研究
發現有關人腦和身體之間的聯系可影響
學習，而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和學生 

（包括他的三個孩子），也直接得益。“在
規劃和設計學習空間時，我們必須充分
考慮認知工效學的需要。這門科學仍然
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但已經表明我們身
處的物理環境能影響我們思考，甚至幫
助我們找到更佳的思考方法。”

John hAmilton 
Coalesse 設計總監

身為工業設計師，John曾接受工程訓
練，負責帶領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舊金
山地區的Coalesse工作室的設計和
開發團隊。John在產品開發方面擁有
國際經驗，曾參與多個項目，發表一系
列創新產品，支持全新辦公方式。由
顛覆傳統到精通技巧，他對此設計過
程有獨到見解。“設計就是挑戰界限，
用新想法顛覆固有概念，然後熟練掌
握新技巧。這就是現代工藝，給世界
帶來影響。”

donnA Flynn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副總裁

Donna擁有豐富人類學知識，現正帶領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團隊。這
支全球研發隊伍致力了解工作方式，將洞
察成果轉化為創新意念和產品。之前，團
隊曾調查認知負荷以及它如何影響人們在
工作中的註意力，促使團隊成員開展一項
更為集中的學習項目，以便理解神經系統
科學，揭示專註過程中的大腦活動。“神
經科學極為復雜，也比較難以理解，卻為
我們的每個行為提供最根本的原因。人
腦如同文化和社會運作模式，不斷塑造
我們的行為。這就意味着我們在設計辦
公場所時，也需要滿足大腦活動的需求。”

BeAtriz ArAntes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高級研究員

Beatriz在巴黎工作，專門研究人類情感
和行為背後的心理學，以及它和工作還
有辦公環境之間的聯系。最近，她更參
與有關辦公環境身心健康的廣泛研究，
結果發現理解大腦的運作方式並加以
利用，可兼顧生產效用和身心健康，神
經科學對此提供有力證據。“大腦不是
電腦，無論工作多久都保持一樣的表現。
我們了解到有些事情在辦公環境中普遍
被誤解成罪不可赦，比如小休、和同事社
交、放松精神，有如流水行雲，其實這些
活動都在幫助我們重整思緒。假如專註
是工作的唯一方式，我們將無所適從。”

michAel held 

Steelcase 亞太區設計總監 

原籍德國的Michael曾在五個國家工作，
擁有工業設計學位，領導Steelcase亞
太區設計團隊。Michael在亞洲多個國
家生活並工作十多年，他現在負責率領
區內多個產品開發項目，專註發展成長
型市場中的業務。“成長型市場的環境
獨特，爭奪人才的情況頗為激烈，開發
周期更短，不再墨守成規。企業在這些
市場運營，需要積極制定策略，以應對
這些挑戰，同時也需要提供合適的辦公
空間、家具和科技，創造靈活以及可適
應不同情況的辦公環境。”

tim Quinn 

Steelcase 應用研究顧問(ARC)副總裁

Tim身為ARC的領導，常常和客戶一起合
作，解讀企業文化，並提出建議，締造更
優秀的辦公體驗。“假如辦公場所能為員
工提供更優秀的體驗，企業就能達到營
商目標，而我們則用意義深遠的方式幫
助企業實踐。” Tim籌組傑出團隊，並
領導他們應對復雜的挑戰，且樂在其中。
他求知若渴，洞悉環境，幫助客戶建立舉
足輕重的業務聯系，達成目標。

JenniFer JenKins 

Steelcase 應用研究顧問(ARC)實踐
領導人

Jennifer摯誠服務ARC的客戶，憑借熟練
的綜合技能，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她
領導內部改革項目，並善用設計思維，提
升用戶辦公體驗。“我喜歡說故事，分享
研究和所得的洞察，加強與客戶的互動。
我們積極尋找當中的模式和動態，幫助員
工融入空間、工作流程及技術，也是我們
工作的核心所在。”

elise VAloe 
Steelcase 亞太區 WorkSpace 

Futures 經理

Elise熱衷於探索洞察，發現機會，推動
Steelcase在新市場中的發展。她負責領
導Steelcase在亞太區的研究項目，目前
正帶領一支設計研究團隊，專註於理解用
戶、改變行為模式，以及新興科技對成長
型市場的影響——這些都是Steelcase

創新的關鍵因素。“成長型市場中的工作
不再局限於呼叫中心。本地產品開發勢
頭漸長，因此市場需要更有創造力、擁
有高技術的知識型員工，而這情況也同
時改變工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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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趨勢

生理節律影響表現

早上，妳的自控力和註意力最強，因為大腦剛
剛得到了充分休息，前額葉皮質最為活躍。此
時妳應當處理需要註意力的工作；隨一天時間
過去，集中變得越來越難。

《時間生理學與治療 (CHRONOPHYSIOLOGY AND THERAPY)》 
“生理節律如何影響認知表現：對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意義 (CIRCADIAN 

RHYTHMS IN COGNITIV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FOR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工作時，請牢記於心

嘗試新途徑，提升表現 

冥想可以改變人腦的結構， 增加島葉中的灰
質含量，從而影響自我意識、感知和認知的機
能運作。冥想有何益處？可以增強同情心、記憶
力和創造力，同時減輕抑郁和焦慮。

RICHARD J. DAVIDSON和SHARON BEGLEY《大腦的情感世
界：它的獨特模式將如何影響思考、感知和生活方式——而妳又能
如何改變(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 HOW ITS 
UNIQUE PATTERNS AFFECT THE WAY YOU THINK, FEEL, 
AND LIVE—AND HOW YOU CAN CHANGE THEM)》

研究顯示，同時處理多項工
作會增加50%的錯誤率。
 

JOHN MEDINA 《大腦規則(BRAIN RULES)》

基礎大腦知識

點亮它吧！人腦的平均功率相
當於20瓦的電力——足夠點亮  
 一枚燈泡。

《發現雜誌(DISCOVER MAGAZINE)》“模擬人腦
的芯片也許能解決計算機面臨的一大問題：能耗
(BRAIN-LIKE CHIP MAY SOLVE COMPUTERS’ 

BIG PROBLEM: ENERGY)”

大腦僅占人體體重的2%，卻要
消耗超過20%人體每天所攝入
的熱量——比人體任何其他器
官都要多。
《預防醫學(PREVENTATIVE MEDICINE)》“鍛煉和飲食在預防神經
系統紊亂和認知障礙問題的綜合效用(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XERCISE AND FOODS IN PREVENTING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DISORDERS)”

50%

大腦與其他器官不同，非常精細，
好比軟綿的黃油般平滑密實。 
美國亞曼診所 (AMEN CLINICS)“新研究：單光子發
射計算機斷層掃描(SPECT)是診斷和治療腦損傷的最
佳方法(NEW STUDY: SPECT IS BEST FOR BRAIN 

INJU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科技日新月異，神經系統學家得以深入探索人體最重要也最耗費能
量的器官——大腦，並研究大腦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大腦探索無
疑是漫漫長路，但是最新發現已經給我們一些啟發，有助找尋直接
影響工作表現和員工滿意度的因素，甚至引導我們改進思考方法。

探索大腦

活動刺激大腦

有研究表明，與靜坐在辦公椅上的人相比，在跑
步機辦公桌前辦公的人正確回答理解問題的比
例高出34.9%。

《計算機在人類行為中的應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使用跑步機辦公桌對記憶力和註意力的延遲效應(THE DELAYED 

EFFECT OF TREADMILL DESK USAGE ON RECALL AND 
ATTENTION)” 

20%

2%

占熱量攝入的

占人體體重的

假如將大腦裏的血管首尾相連，可以環繞
地球4周——將近100,000英裏。

IDEA《10項大腦驚人事實(10 FASCINATING BR AIN FACTS)》 

信息以不同的速度在神經元之間傳輸：有些
看來在漫步（每秒前進1.5英尺），而有些如
戰鬥機一樣迅速移動（每秒前進400英尺）。

MICHAEL F. ROIZEN 和 MEHMET C. OZ 《妳是養育子女
的關鍵（YOU: RAISING YOUR CHILD）》

一粒細砂大小的腦組織中包含100,000個神
經元和10億條連接線路。  

美國亞曼診所(AMEN CLINICS)“保持大腦健康的12條良方
(12 PRESCRIPTIONS FOR CREATING A BRAIN HEALTHY 
LIFE)”

大腦中有60%為“灰質”，由神經元組
成；40%為“白質”由樹突和軸突組成，兩
者結合成網路，供神經元互通信息。

美國亞曼診所(AMEN CLINICS)“新研究：單光子發射計算
機斷層掃描(SPECT)是診斷和治療腦損傷的最佳方法(NEW 
STUDY: SPECT IS BEST FOR BRAIN INJU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10亿 條連接線路 100,000 英裏

40%60%

400 每秒 / 英尺 白質灰質

大腦與其他器官不同，非常精細，
好比軟綿的黃油般平滑密實。
美國亞曼診所 (AMEN CLINICS)“新研究：單光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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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新一輪競爭優勢

思考中
的思考

無論你此時對這篇文章有多大的興趣，一口氣讀完
整篇內容幾乎不可能。若你正在工作，這就更加變
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不一會兒，你可能會收到一條緊急短訊，或是一連串新郵件
的提示信息；而隔壁的同事又在視頻會議中提到你的名字，讓你
忍不住想要留神聽一下他們正在討論的內容。隨後，就在你抓緊
時間回復郵件的同時，老闆走到你的面前，詢問你的報告進度，
雖然過去一個禮拜你都一直想要完成它，你唯有上網查閱更多資
訊，但一旦上網，你卻又發現其實今天都沒有午休過，於是內心開
始抱怨起自己工作量太大，根本無法按時完成，辦公室周遭的環
境又讓你很難集中。然後你暫時拋開手頭工作，登錄了自己的微
博，突然發現今天是你大學好友的生日，便開始逐條閱讀她收到
的73條生日祝福，心想這下糟了，現在可要邊回郵件邊給她發個
微信紅包。等你回過神來，今天的第三場會議馬上就要開始了，這
時你不由地感到心力交瘁，於是不得不給自己倒上一大杯特意加
濃的黑咖啡，準備在開會時趕寫那份煩心的報告。

思考中
的思考

無論你此時對這篇文章有多大的興趣，一口氣讀完
整篇內容幾乎不可能。若你正在工作，這就更加變
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不一會兒，你可能會收到一條緊急短訊，或是一連串新郵件
的提示信息；而隔壁的同事又在視頻會議中提到你的名字，讓你
忍不住想要留神聽一下他們正在討論的內容。隨後，就在你抓緊
時間回復郵件的同時，老闆走到你的面前，詢問你的報告進度，
雖然過去一個禮拜你都一直想要完成它，你唯有上網查閱更多資
訊，但一旦上網，你卻又發現其實今天都沒有午休過，於是內心開
始抱怨起自己工作量太大，根本無法按時完成，辦公室周遭的環
境又讓你很難集中。然後你暫時拋開手頭工作，登錄了自己的微
博，突然發現今天是你大學好友的生日，便開始逐條閱讀她收到
的73條生日祝福，心想這下糟了，現在可要邊回郵件邊給她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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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氾濫 

對於大多數員工而言，工作中不斷受到干擾和遇上突
發狀況已經司空見慣。豐富的資訊讓注意力變得貧乏，
這樣形容很貼切。的確，大多數員工每天都感覺焦頭
爛額。與此同時，在信息氾濫的時代中，我們不得不快
速處理資訊、洞察問題、得出結論、做出決策或至少確
定下一步的行動。這時，我們的腦袋往往淩亂得像一個
廢料場，只好費勁地從中找出一些勉強能“湊合”的東
西，來應對壓力，快速行動。

然而，我們都渴望高效工作，因此時刻自我提醒：要集
中精神，用心工作。但事實上，無論我們多努力想去改
變都不太可能，因為大腦的工作邏輯根本不是這樣。人
類有別於其他哺乳類動物，我們擁有高級的認知能力，
也正是這種能力使人類在進化過程中能夠敏銳捕捉到
周遭環境的變化，也正是我們的生存關鍵。這就意味着
我們今天的工作模式處於矛盾局面：我們天生對周遭環
境的警覺，反倒令大腦更容易分散注意力。

注意力分散的現象在企業中越來越普遍，幾乎每個人
都在苦苦努力適應身處的辦公環境，卻沒有真正瞭解
注意力的本質、運作模式和獲取方法。幸好，世界各地
40,000多家實驗室中的神經學專家剛好對注意力的形
成過程提出全新見解，我們因此得到實際線索，瞭解如
何在辦公空間裡集中注意力。

有賴大量研究，我們逐漸明確知道，要解決諸多在工
作中面臨的挑戰，實際上都關乎我們如何善用三磅重
的器官──大腦。

過去一年，Steelcase的研究員和設計師一直潛心鑽研
這些神經學家和認知學家的發現，而他們自己也堅持
不懈地長期調研員工的行為和工作性質的改變，並綜
合專家的發現和他們的調研結果再次研究。研究成果
為辦公空間的設計帶來全新的觀點和看
法：如果辦公環境設計考慮周全，便可
以成為實際有效的工具，幫助員工更容
易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員工的注意力一旦
提高，企業也可提升各種競爭優勢，讓員
工更投入工作，改善他們的身心健康，激
發更多創意，推進創新，並提高企業的整
體業務成果。

WorkSpace Futures團隊的副總裁 
Donna Flynn表示：“現今員工工作時更需要集中注
意力，因此優化認知資源越來越重要。通過研究神經
學家的發現，我們明白到清楚認識人腦如何塑造身體、
認知和心理三個方面的健康，有助理解人們對辦公空
間的各種需求。我們正在研究如何利用這些新科學，
幫助人們在工作時的思考有方。”

3 分鐘

辦公室員工工作被打斷或
受到干擾的頻率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23 分鐘 

工作被打斷後，員工再次集
中精神所花的時間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2.4 億
每分鐘發送的電子郵件
MASHABLE 

8
每位員工平均在電腦上同
時開啟的窗口數
“THE OVERFLOWING BRAIN: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LIMITS OF WORKING MEMORY,” 
TORKEL KLINGBERG

 我們為什麼 
 會分心： 

概述 

問題

許多員工都會在辦公空間裡受到干擾，因而無法
集中精神，影響工作效率、投入度、身心健康以
及總體表現。隨着工作越來越需要注意力集中，
在處理眾多工作的同時努力保持專注，成為了一
項艱巨任務。一心多用的情況在辦公室非常普遍，
但卻缺乏效率。

洞察

神經科學研究證實：集中注意力並非易事。因為大
腦的能力有限，一個人要整天都保持全神貫注，並
且保證工作品質，從生理角度上來說是不可能的。
抽空放鬆心情、恢復精力、轉換思維、活動身體等
活動非常重要，可以幫助大腦保持最佳工作狀態。

行動

通過理解大腦的運作，我們會更留意思想、情感
和行為形成的方式。我們可以跟據洞察得出的結
果，將辦公空間設計成有利大腦運作的工具，讓
員工認識到思維能力在一天當中的高低起伏，幫
助他們管理注意力，增加工作效率。

30
辦公室員工每小時查閱郵箱的
平均次數
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221次

英國一般智能手機用戶每天瀏
覽手機的次數
 TECMARK 

49 億 

2015年使用的聯網設備數
GARTNER 

200%

自2012年起人們花在移動設備
上的時間增量 

GLOBALWEBINDEX

49%

無法根據自己的工作需要而選
擇辦公地點的員工比例
STEELCASE對全球17個國家進行的身心健康調研

豐富的資訊讓注意力變
得貧乏，這樣形容很貼
切。今天，大多數員工每
天都感覺焦頭爛額。

|      第70期      |      360.steelcase.com10 360.steelcase.com       |      第70期      |   11 



當然，不是所有干擾源都來自外部，我們也會被自身
的思想和顧慮所干擾。麻省理工大學的神經學家Trey 

Hedden和John Gabrieli發現，我們自己的思維和他
人的行動會觸發前額葉皮質的一個特定部分，稱為內
側前額葉皮質，因此我們自身會造成注意力衰減。內
側前額葉皮質是大腦默認網路的一部分，當我們的注
意力沒有在別處時，就會調動這個部分，是自然發生
的一種思維狀態。

注意力也是人體運動趨向的一個功能部分，會受到我
們和感官刺激源的遠近影響，距離越近，我們對刺激
源的關注程度越高。例如，座位靠近老師的學生相比
坐得遠的學生比較容易專心，交談中的人會自然地往
前探身並注視着講話的人。即使在電話會議中，參與
討論的人也可能始終看着電話機。

 何謂注意力：

科學家證實，當我們認為
自己在同時處理多項任務
時，其實往往是在事物之
間快速轉換注意力。

 關注大腦的注意力 

字典簡單解釋了注意力的意思，總體而言，就是將一些
事情放在腦子裡。但是認知學家提供了更加詳細的定義，
他們根據大腦被激活的不同區域，將注意力分類。例如，
知名的瑞典卡羅琳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認知神
經學中心教授Torkel Klingberg醫學博士，描述了兩種
不同的注意力類型：受控的注意力和受刺激源驅動的
注意力。前者關乎有意識地主動管理注意力；後者則
關於注意力被其他事物所吸引。 

現在大家認識到注意力涉及多個生物學機制。前額葉皮
質好比大腦的行政中心或者大腦的總主管，是注意力的
總指揮。它是人類進化史中最後一塊發展的人體主要組
織，讓我們能夠選擇注意某些事物。但是神經學家指出，
注意力涉及的大腦部位不止前額葉皮質。

WorkSpace Futures研究員和組織心理學家Beatriz 

Arantes解釋：“要真正理解注意力，我們需要全面瞭解
大腦的多個功能，並考慮各種情境因素，例如大腦正在
處理的信息、我們的身體狀態以及環境情況。”

注意力會隨着我們不同的覺醒心理狀態（即警覺程度）
而變化，因此覺醒心理狀態是影響注意力的重要因素。
當我們疲倦瞌睡時，很難控制注意力；而當我們高度興
奮時，思維也會跳躍不定。維持注意力需要適度的“最
佳”覺醒狀態。

大腦內的邊緣系統，即大腦內部管理情感的分散組織，
是另一個影響注意力和覺醒狀態的關鍵。邊緣系統比
前額葉皮質區更原始，使我們對引發恐懼或興奮心理的
刺激源產生反應。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進化分子生物學家John Medina致力研究
人腦進化，他寫道：“人類不會關注乏味的事物。”換言
之，人腦天生就會關注意料之外的事物，以致我們容易
分心。從進化角度而言，適應環境的變化對人類的生存
至關重要，因此我們依然保留了這種自然傾向，會留意
周圍的聲音、活動和刺激源。

 受控的注意力：有意識地指導思維

•  激活前額葉皮質，好比大腦的行政中心或者大腦的總
主管

• 與較高級的認知能力有關，如分析、排序處理、規劃
等。

 受刺激源驅動的注意力：思維不自覺地被意料之外的
事物所吸引，尤其是感官資訊

• 激活大腦邊緣系統；和生存本能有關的大腦分散部分

• 和情感、激勵以及其他多種大腦主要功能有關

插圖根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繪製，展示大腦構
造概念。

數據來源﹕芝加哥大學《注意力的挑戰：干擾對
持續注意力的影響之連續動脈自旋標記研究》

（Challenges to attention: A 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distraction on sustaine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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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史以來人腦
第一次需要追蹤那麼
多數據。”
Edward M. Hallowell
Author & Psychiatrist

 人腦在工作時如何運作 

《科學通訊》期刊（Science Communication）中的一
篇文章指出，大多數人仍然以為神經科學研究只是為了
最終找到治療如阿爾茨海默病等精神疾病和精神紊亂
的良方，卻沒有認識到它其實直接影響我們日常生活。
事實上，病理學研究已經提供豐富資料，說明我們改善
身體健康，而神經學研究則提供了研究資料，提高我們
的日常認知功能。

Steelcase研究人員指出，神經科學的三項重要發現，
大幅影響我們的工作表現。

大腦也會疲倦 

企業普遍認為，注意力是生產力的基礎，因此期望員工
盡可能一天至少8小時保持專注，時間越長越好。

然而，神經學家告訴我們，注意力是一項有限資源。和
身體其他部位一樣，大腦也要消耗能量，吸收葡萄糖和
氧氣作為燃料。受控的注意力尤其如此，需要前額葉皮
質不停工作。分析、排序處理、策劃和其他運用批判性
思維的腦部活動，都會大量消耗能量。隨著能量供應減
少，大腦就會疲倦。

由於人腦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久而久之人們便進化
出某些生理學機制，確保我們不會浪費有限的能量供
應。所以，當前額葉皮質處理一項艱難或者不相關的
任務時，人更容易分心。這是簡單的節約能量機制，就
像關掉恒溫器一樣。

Arantes說道：“我們大腦的工作效率有高低起伏，在消
耗能量和補充能量之間來回運轉。大腦和身體生來就能
適應這些節奏，時刻保持警覺，應對重要的環境信號。”

 一旦我們在大腦疲倦時試圖保持專心，問題就來了。
我們會突然覺得干擾無處不在，不得不避開困難的工
作，學到的有限，記住的也少，還會出
錯。隨着壓力攀升，情感驅動的綜合症
開始發作，在面對挑戰還是選擇逃避
之間不斷糾結，導致神經系統裡的皮質
醇和腎上腺素大量上升。在過度興奮的
狀態下，我們不但無法高效工作，在壓
力之下，憤怒、內疚、消極和其他負面的
情緒更會逐漸消耗能量。

著名精神科醫生兼作家Edward M. Hallowell指出，現
今環境變化多端，直接引起了人腦的一個神經學現象，
他稱之為“注意力缺乏症”。他說：“這是有史以來人
腦第一次需要追蹤那麼多數據。”聰明的員工的工作
效率低下，人腦線路負荷太高是主因。我們只是一味地
期望大腦能處理更多工作，殊不知大腦已經沒有能量。

薩克生物研究學院（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計算机神經學家Sergei Gepshtein主要
研究大腦如何處理視覺刺激。他表示：“其實大腦也會
呈現類似拮据的狀態，如果在這個工作上貢獻了70%的
能量，那麼在其他地方就只能貢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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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以有效地同時處理多項任務。 

近年，員工同時兼顧多個項目和職責，已經成為辦公
趨勢。我們的工作依賴大量的信息和人際互動，需要
和不同的人頻繁協作，才能推進每一項工作。但同時
管理這些事物卻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迫使我們不得
不一心多用──在會議中回復郵件，在交談中閱讀短
信，並在打電話時瀏覽一下網頁。

儘管我們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但是密歇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腦認知和行動實驗室中

的科學家已經證實，當我們認為自己同時在處理多項任
務時，其實往往是在事物之間快速轉換注意力。密歇根
大學教師兼多任务處理的研究專家David Meyer表示
有一個例外，假如我們處理的多項任務是利用大腦完全
分離的途徑，比如同時走路（體力任務）和說話（語言任
務），便可以在不影響注意力的情況下完成。但是在現今
的辦公環境中，各樣事項都會佔據我們的注意力，紛紛
要求全面動用大腦，可是我們的大腦一次只能處理一項
要求。Meyer表示今天人們一心多用的行為就類似過去

我們對吸煙的態度，幾十年後才知道吸煙對肺部的損害。
同樣，今天人們還沒有意識到一天之中不斷一心多用致
使思維退化的程度。輕之，郵件書寫出錯，詞不達意；重
之，則導致嚴重事故，比如邊開車邊發短信。

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博士將與一心多用
正好相反的狀態稱為“心流 ”，即不間斷地埋首在同一
項任務之中，這也是很多人認
為最高效的工作狀態。“心流”
狀態不會無意發生，也無法一
直維持。在“心流”狀態中，我
們埋首在任務之中，全情投入，
專心致志。壓力只會釋放出觸
發恐慌的化學物質，而心流則
是一種令人愉悅也富有成效的覺醒狀態，也是員工和雇
主在現今的辦公空間中夢寐以求的狀態。 

正念狀態有助鍛煉大腦。

無論“心流”狀態有多麼吸引，對於今天大多數員工
而言，要真正實現這種思維狀態都是一項艱巨的挑
戰。Linda Stone身兼作家和顧問兩職，自從她在約
20年前定義了“持續性局部注意力”後，這種現象就
越來越普遍。“持續性局部注意力”是指人們不願意
錯過任何信息。Stone寫道：“任何時刻，我們都在不停
搜尋機會，找出最適合的機會、活動和聯繫方式。”在高
度戒備的狀態下，我們總覺得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什麼
事情都很重要。然而，持續性局部注意力一旦成為主要
的注意力模式，就會讓我們長期處於危機感之下，感到
不知所措，缺乏成就感，對此也無能為力。我們試圖和
所有事物都保持聯繫，但結果就是每樣都只觸及皮毛。 

神經學家最著名的一個發現也許非神經的可塑性莫
屬，證明人們可以通過創造、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神經
網路，在人生任何一個階段從生理上改造大腦。這
意味着我們可以不再因為要同時思考太多事物而受
到干擾。相反，我們可以“鍛煉大腦”，讓大腦養成
積極思考的習慣。

在正念狀態時， 思維會沉浸當下，這看來是鍛煉大腦
的最佳方式。Richard Davidson博士是Waisman腦
成像及行為實驗室（Waisman Laboratory for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和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健
康心智調查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ng Healthy 

Mind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負責人，也是冥
想科學的先驅，由他領導的團隊發佈了一項矚目研究。
團隊採用數字成像技術觀察多年來一直練習冥想的
佛教僧侶，瞭解他們大腦的特性。這些僧人積累了至
少30,000小時的冥想時間，他們的腦部掃描顯示出
強大的伽瑪活性，代表他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這
些僧侶的伽瑪波相比由大學生組成的對照組要強上
30倍。他們的大腦因受過鍛煉，能按照自己的意志
達到專注狀態，而不受思緒和環境干擾。

今天，人們還沒有意識到一
天之中不斷一心多用致使
思維退化的程度。

|      第70期      |      360.steelcase.com16 360.steelcase.com       |      第70期      |   17 



當然，每年花幾千小時來冥想，對辦公室員工並不現
實。精神病學研究雜誌（Psychiatry Research）中
的一篇研究指出，根據神經成像顯示，持續8周每天
花30分鐘保持在正念狀態，可以從生理上改變大腦。
正念狀態除了有助大腦建立並強化連接網路外，還
能降低大腦對偵測威脅的敏感度。

Arantes解釋：“保持在正念狀態其實是一種訓練，
讓我們可以意識到自己溜號，並重新引導我們的注
意力。通過客觀觀察思維，有助鍛煉大腦，讓你平
靜下來，穩定情感。練習越多，效果越明顯。”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
2015年1月發表的一篇報導表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和德國開姆尼茨
工業大學（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科學家組成團隊，最近從20多項研究中搜集數
據，發現大腦中至少有8個不同的區域持續受到正
念狀態的影響，而這種狀態是一種冥想的方式，越
來越多人正在練習。文章的三位作者說，企業專家
最感興趣的是冥想對前扣帶皮質的作用，前扣帶
皮質是額葉後一個和自律相關的區域。相比不練習
冥想的人，常練習冥想的研究物件在自律測試中表
現更加優秀，前扣帶皮質的活躍度也更高。另一個
能通過冥想改善的大腦區域是海馬區，它位於管理
情感和記憶的邊緣系統。

顯然，企業正開始推廣這種有助進入正念狀態的培
訓。不但位於硅谷的穀歌為員工提供冥想相關的情
商課程，其他知名公司如安泰保險（Aetna）也着手
在公司內為員工提供免費的瑜伽和冥想課程。美國
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主編Adrianna 
Huffington因睡眠不足在家中倒下之後，喚起了大
家對不間斷工作模式的關注，企業於是在紐約的辦
公室裡設置午睡房間、瑜伽室和吸氧室，並制定政
策鼓勵員工下班後不要發郵件。

 

 改變現有模式， 
 強化大腦功能 

Steelcase研究人員綜合他們深入研究神經
科學的主要發現，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員工要一天8小時裡不間斷保持全神貫注，並
且保證工作質量，從生理角度上來說是不可
能的事。大腦很容易疲倦，嘗試一心多用往往
沒有成效，也構成壓力。儘管正念狀態被證實
可以強化大腦功能，但是大多數辦公空間都沒
有足夠的支持，讓員工休息充電。

Steelcase的研究人員表示，要提高生產效率
和創造力，方法不是嘗試完成更多需要專注的
工作，或是多點加班，而是我們應該更熟悉我們
的大腦，理解大腦的局限，知道如何充分發揮
大腦的功能來指揮注意力，並在一天當中用不
同的方式啟發自己，迎接挑戰。 °

 商业中的  
 正念狀態案例

持續性局部注意力一旦成
為主要的注意力模式，就
會讓我們長期處於危機感
之下，感到不知所措，缺乏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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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

當我們需要喚醒自己時，移動身體就成為關鍵。在學
校裡，我們知道要時常保持安靜，但其實靜坐會阻
礙我們集中精神。多項研究證實，活動身體有助將
氧氣和新鮮血液輸送到大腦，觸發荷爾蒙釋放，從
而提升注意力。活動不僅有益身心健康，神經科學
還證實活動能提高認知水平。

來自哈佛大學的John Ratey在他的著作《點燃希
望：鍛煉和大腦的革命性新科學》（Spark: 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中，詳細探討身體鍛煉和大腦之間的
關係。他解釋道，當身體活動時，會刺激製造蛋白
質BDNF（源於腦部的神經營養因數），他形容為“
大腦的肥料”，有助加快新神經元的生成。 

此外，最近在《計算机在人類行為中的應用》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中發表的一項

研究，也證實了活動的益處。這項研究得出以下結
論：對比靜坐閱讀的學生，在踏步桌前閱讀的學生
回答問題的正確比率要高出34.9%。這些學生學
習時也更加專心，腦電圖顯示他們的注意力更集
中，記憶力更佳。

 尊重大腦的  
 作息規律 

我們分心的原因一部分在於我們自己，而我們本身也可以掌
握化解辦法。通過改變習慣，我們可以更有效控制大腦，以
至我們的生活。隨着更清楚知道大腦的運作原理，並且對
注意力的高低起伏更有概念，我們越發容易意識到大腦在
何時需要什麼。steelcase的研究人員以及設計師總結出
三種大腦模式，每一種都在不同的行為和環境之中發生。

專注

當我們需要非常專注執行某件事情時，應該盡可能
避免不必要的干擾。無論干擾來自外部還是我們自
身，每次轉換注意力都需要消耗有限的神經資源，
讓大腦邊緣系統有更多機會中斷我們的專注狀態。

越來越多專家在書刊、訪談以及在線媒體上向我們
提供寶貴的建議，指導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讓
大腦有效保持專注，例如暫時關掉手機、徹底重新安
排日程，或是睡上更久（見第30頁）。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雖然自我管理受控的注意力非常重要，但我們也要認
識到，分心有時候也可賦予大腦休息的機會，讓思緒
自由馳騁。工作時做白日夢也許有點負面，但此時大
腦在我們不知不覺間仍然運作。

Flynn說道：“當神經元在形成新的通路，而不是在關
注已經吸收的知識的時候，也就是洞察開始在你的大
腦裡形成的時候。成語有雲“一葉障目”，當一片樹葉
擋住了眼睛，連面前高大的泰山都看不見；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太着眼於眼前，而看不到整片森林；還
有我們常常會在洗澡時或上班路上這種不經意的時
候，突然“靈光一現”，這些其實都是有科學依據的。
神經科學告訴我們，有時候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是暫
時放下問題，讓大腦潛意識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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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現今工作越來越講求協作，大多數辦公場所的環境難
免有落差：開放式設計的辦公空間過剩，而支持專注工作的
空間卻遠遠不足。

如何設計辦公空間才能支持並強化人腦的功能，而不造成
損害？關鍵在於提供選擇，讓員工可以更有效控制周圍的
刺激源。

我們可以將辦公空間分成不同的區域，擺放不同的設置，從而
形成生態體系，讓員工可以在一天當中根據大腦的模式和活
動，選擇合適空間。

我們每天都會涉及各種各樣的活動、人物和大腦模式，工作
日程不可能一成不變，也無法嚴格按照計劃行事。現在就來
看看一個人一天的生活，還有他的大腦。

 大腦模式  
喚醒

 
放慢腳步／移動。成日里坐着
工作，感覺需要站起來走出
去進行一個電話會議。

 大腦模式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建立和發展關係。和高層領導
一對一非正式會面，尋求職業
發展的建議。 

 初步構思見第26頁。

 大腦模式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午餐。和遠道而來的朋友共
進午餐。

 大腦模式  
專注

 
思考工作。特意花點時間整合內
容，完成彙報。 

     初步構思見第24頁。

 大腦模式  
專注

 
放慢腳步／私人電話。找一
個隱私空間回電話，和家裡
也通個電話。

 大腦模式  
專注

 
項目檢討。透過個人視頻會
議軟件，遠程與同事一起檢
討項目進度。

 大腦模式  
喚醒

 
啟 發 思 維。和 團 隊 進 行
SWOT優劣分析，並把成果
貼在牆上，作為未來工作的
參考。

     初步構思見第28頁。

 大腦模式  
喚醒

 
放鬆心情／規劃日程。早上
去健身房，一邊跑步一邊規
劃今天要完成的事情。

 

 專注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喚醒

大腦模式 

如何設計出一個可以讓我們專心工作、恢復
精力、尋求靈感和喚醒的辦公環境？初步構
思見第24-29頁。

 大腦模式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踫面/咖啡和小吃。泡咖啡時
碰見同事，她和你分享會議
上的難忘經歷，為你接下來
要做的項目提供靈感。

360.steelcase.com       |      第70期      |   23 |      第70期      |      360.steelcase.com22 



 配置Hood的media:scape Lounge營造隱
私空間，有效阻擋視覺幹擾，使用者的控制
感更強，仿佛遠離群體，感覺安全舒適。 

身處配置Hood的 
media: scape Lounge，
使用者可以看見戶外景
觀，同時阻擋外界干擾。
（左） 

1 屏風阻擋噪音，消除視覺幹擾

2 個人辦公桌支持單獨專註工作；此空間也適
合一對一工作

3 戶外景觀提供宜人的環境轉換 

一系列佈置支持專注工作，創建不同邊界設
計，控制外部刺激源，包括聲音、視線、燈光，
配合個人偏好和眼前的工作需要。

Lexicon辦公桌配備 
Divisio側屏風，提供具個
人空間感的隔間，有助專
註辦公。（右）

全神貫註時，需要避免來自外部或自身的不必要幹擾。

在開放式的辦公室裡，我們往往無法避免噪音和不斷
被打擾。為了防止噪音干擾，這個圖書館區內禁止使用
電話，並限制交談。

此外，圖書館區也設有各種隔音和阻擋視線的屏障，營
造心理邊界感，滿足使用者對專注工作的各種偏好。

設計目的: 

專註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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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處舒適的休息室，員工可放松姿態，成為平靜思
考或者輕松交談的理想空間。

2 空間提供書籍和其他刊物，員工可閱讀不同信息，
獲取靈感。

3 咖啡吧提供踫面和交談的機會，推進同事間的溝
通和協作。

3

這個社交區域位處辦公室的中心，適合進行各式休閑活
動，例如泡一杯咖啡、休息一會集中精神、和同事輕松
交談，或者簡單深呼吸一下恢復腦力。  

空間設計應方便員工溝通，提供飲料小吃角落， 
讓員工放松思緒，釋放腦部負荷，吸收新靈感。

設計目的: 

恢復精力、尋求靈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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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空間讓員工在電話會議期間也可以起來活
動，保持頭腦清晰，放松身心。

3 Sit2Stand讓用户在工作中可以采用各種
辦公姿勢，您可安坐、站立或是四處走動，
靈活選擇和控制自己的工作方式。 

4 接觸自然光和自然景觀能抑制壓力激素，
幫助員工高效思考。

5 白板能清楚展示資料和構思，幫助員工理
解有關內容，促進創意思維。

1 隱私的休閑空間讓員工沉醉其中，與自然
融為一體。

2  turnstone Campfire系列布置讓員工暫
時離開工作氛圍，獲取靈感，減少各種感
官刺激源，用户可放松和集中精神。此布
局也同時提供非正式隔間，適合團隊進行
會議，而個人也可利用這隱私空間工作。

身體活動被證實可以激發大腦思考。企業可為員工提
供方便的合適空間，鼓勵他們在工作時多加活動，喚
醒思維、身體健康。

設計目的：

喚醒

3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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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是最近的熱門話題，不少新書也以此為題，
嘗試利用對大腦內部運作的認知來解釋我們身處的
世界。我們在眾多書籍中，挑選了一些尤富洞察力的
作品，與您分享作者在書中探索的“重要理念”。

神經科學
告訴我們的事

“每小時將專注力轉移10次（一項研究顯示辦公室
員工通常每小時將專注力轉移20次），那麼你只
能發揮腦部潛能內一小部分的高效思維。大腦能
量一旦減少，理解力、決策力、恢復力、記憶力和
自製力都會降低。”

David Rock 
《大腦在工作：為你提供全日克服干擾、重拾專
注力 、並且高效工作的策略》 

（Your Brain at Work: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Distraction, Regaining Focus, & Working 

Smarter All Day Long)

“越來越多人感到自己拼命地向前奔跑只是為了維持
現狀，而有關記憶力和注意力的認知神經科學，對人
腦及其進化和局限有更深入的理解，幫助我們適應
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 

Daniel Levitin 
《思維井井有條：在資訊氾濫的時代中冷靜思考》
（The Organized Mind: Thinking Straigh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最大的干擾源不是
周圍喋喋不休的交
談聲，而是我們自己
反反復覆的思緒。”
 Daniel Goleman 
《專注：卓越背後的推動力》 
（Focus: The Hidden Driver of Excellence)

“事實證明，肌肉活
動能製造某種蛋白
質，通過血液傳輸
到大腦，而這些蛋
白質在大腦最高階
的思維過程中起了
關鍵作用。”
 John J. Ratey
 《點燃希望：鍛煉和大腦的革命性新科學》 
（Spark: 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

“我對冥想者進行的研究顯示，鍛煉思維可以改變
大腦活動的模式，有助提升同理心、同情心、樂觀
心理以及身心健康水準……我在主流情感神經科
學領域的研究指出，這些在大腦中較高階的推理
區，正是改變大腦活動模式的鑰匙。”

Richard Davidson 
《大腦中的情感生活：大腦的獨特模式會如何影
響你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方式，而你又能如何改
變大腦的獨特模式》 

（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 How Its 
Unique Patterns Affect the Way You Think, 
Feel, and Live—and How You Can Chang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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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GESTURE
識別識別
你的身體你的身體你的身體你的身體
首款為促進人與當今科技高效互動的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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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煩惱

印度和中国

20多年前，科技咨询公司巨頭埃森哲（Accenture）
在印度開展業務，當時的管理人員大多關注成本。同
時，行業內價格競爭非常激烈，如印孚瑟斯（Infosys）
這樣的本地新貴也紛紛挑戰埃森哲這樣的全球大
型企業。

企業爭奪技術型員工的情況也日趨白熱化。埃森哲
知道，他們要加倍努力，才能吸引並且挽留優秀人
才，而一個先進完善的辦公環境就是關鍵所在，可
以幫助企業吸引並且留住寶貴的人才資源。

“早年，我們只要提供更具競爭力的薪資就可以了。” 
埃森哲辦公空間解決方案全球總監Patrick Coyne說
道。“隨後我們意識到，我們必須深謀遠慮才可留住
人才，因此我們積極思考如何打造‘員工體驗’——營
造小社區的感覺，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在印度、中國以及其他成長型市場，商業環境複雜
動盪，埃森哲的經歷越來越常見。由於經濟蓬勃發
展、受良好教育的人口迅速增長，以及消費市場興
盛，這些國家正在改寫全球經濟形勢，促使各行各
業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策略。

 

在快速變革中創造“以人為本”的空間

概述

問題

印度和中國等成長型市場發展迅速，不少跨國企
業和雄心勃勃的本地企業也因此面臨各種特別挑
戰。許多企業從事的工作變得越來越精密，因而
願意創建合適的辦公環境，幫助員工保持心情愉
悅，提高工作效率。可是，由於基礎設施不足、資
源有限，加上變化持續不斷，企業改善辦公環境
的工作變得越發艱巨。

洞察

成長型市場快速發展，當中的企業不再單單執行任
務型工作，而是轉向發展價值更高的職能，例如程
序工程，辦公 空間的靈活度和適應力因而變得關鍵。
假如辦公場所可以加強協作關係，提供個人空間，
讓員工能在繁囂的城市生活中得以喘息，便可以
大大幫助企業挽留人才，營造高效積極的公司文化。

行動

在員工密度高的辦公空間裡，企業要提升員工的身
心健康，一開始都從細節着手，例如員工可以自主
佈置個人空間、工作時可按需要轉換姿勢、按喜好
習慣存放個人物品，感覺能掌控環境。“一套”能
配合不同工作類型的空間可以激發創造力，促進
團隊合作，而“模块化”的辦公空間設計則可以確
保企業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擴張速度超過世界平均水
平，其經濟規模至少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一般
稱為成長型市場。這些國家的商業環境良好，更擁
有充足的實體和金融基礎設施，因此吸引國際投資
者。在亞洲地區，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符合條件，還有
兩大巨頭——印度和中國。此外，墨西哥、巴西、土
耳其以及其他數個東歐國家也名列其中。

這些快速崛起的經濟動力改變了跨國企業的發展
格局，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同時為企業創造
新機遇。過去不少企業將發展中國家視為低成本勞
動力的供給來源，如今他們將高技術工作轉移到印
度和中國等地，並將類似呼叫中心的基礎運營工作
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繼續發展，如菲律賓。與此
同時，本地企業也沿價值鏈快速上游，當中不少過
去曾是軟件工程以至廣告界的分包商，現在逐漸發
展成為成熟的全球競爭者。

 

本文探討影響現今中國和印度發展的幾股成長型
市場力量。

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定義，當一個國
家或地區的經濟擴張速度超過世界平均水準，
其經濟規模至少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即
為成長型市場。

中國

印度

印度尼西亞

韓國

俄羅斯

土耳其

巴西 

墨西哥

什麼是 
成長型市場？

現時的成長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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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steelcase研究團隊最近完成一項關於印度和中國
的深入研究，希望更清楚理解企業在成長型市場運
營時所面臨的特有挑戰。研究團隊發現了三大主要
力量，它們正在影響商業和工作模式。

基建不足 增速飛快

“全球十大最昂貴的房地產 
   市場中，有七個在亞洲。”

資源有限 

服務．系統．專業

首先，交通和公共事業的基建明顯不足，也欠缺
可靠的法律體系和政府架構。實體基建設施對
低成本物流至關重要，如公路和橋樑，也是有效
協助大眾上下班的先決條件。根據麥肯錫公司

（McKinsey & Company）的報告，印度每年需
要新增350至400公里的城市鐵路和軌道交通，
以趕上發展形勢，而埃森哲這樣的公司則組成自
己的私人巴士車隊，接送員工上下班。

供電不穩、規劃流程和建築規範有欠周全、法律
體系未能盡善、互聯網和通信服務千瘡百孔……
這些只是基礎設施問題中的冰山一角，卻足以摧
毀一家企業精心設計的發展計劃。此外，在缺乏
有用數據和市場信息的情況下，企業的前景變得
更為變幻莫測。

人口．轉變．動盪 

其次，印度和中國前所未見的城市化速度引發
難以預料的挑戰；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
將新增4億，印度則新增超過2億。

成長也源自迅速發展的中產階級。到2030年，
預計70%的印度人口將成為中產階級，當中將
包括數以億計80、90後的年輕人，如Steelcase
研究人員Elise Valoe所說：“他們沒有經歷過父
母輩所遭遇的困難”。尤其中國和世界各地繼續
加深交流，中國80、90後更加渴望變革。Valoe
表示，這群年輕人樂觀積極，他們沒有經歷過
劇烈的政治動盪，反而在消費市場蓬勃發展的
時代成長。

時間．預算．空間．人才

再者，資源缺乏也是一大挑戰。面對激烈競爭，
即使環境再好，利潤也很微薄，而維持低成本
運作已經在當地管理人員的理念中根深柢固。
沒有人會丟棄舊傢具，也不會搬辦公室。每個
季度的工作都堆積如山——管理人員的日程
也非常緊湊，他們不會花費大量時間處理非絕
對必要的事情。單以跨國企業為例，這些管理
人員更要維持企業的全球價值和標準，還要將
成本維持在低水平。

已經退休的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全
球設施管理董事總經理Scott Dorn說﹕“不同
地區和全球普遍的處事方式往往非常矛盾”。

這些成長型市場對人才的競爭日趨激烈。印度
的勞動力人口在迅速擴張，在未來25年到30
年裡，印度新增的勞動力人口將相當於美國人
口總和，但是企業還是求賢若渴，努力吸納擁
有技術專長並且英語流利的大學畢業生。中國
的人口則呈現不同的趨勢：即使政府推出了全
面的培訓和教育計劃，麥肯錫指出，中國受老
齡化趨勢影響，在2020年仍將面臨2,300萬高
技術人才的短缺。Steelcase的研究指出，在
印度和中國兩地，吸引並挽留高技術人才仍然
是雇主的一個龐大隱憂。 

中國和印度都受到房地產發展的限制。全球十
大最昂貴的房地產市場中，有七個在亞洲。因
此，在成長型市場中，企業只能為大批員工提
供有限的辦公空間，因此難以創建高效的辦公
場所，在增加空間方面舉步維艱。

現時84%的世界人口居
住在這些新興經濟體中

印度需要每年新增350至
400公里的城市鐵路和軌
道交通，以趕上發展形勢

400 公里  
 

84%  

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人
口將新增4億，印度則新增
超過2億 

6 億 

到2030年，預計70%的印
度人口將成為中產階級

70%  

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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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人談起在印度和中國的業務時，大多會認為
就是呼叫中心或其他單調乏味的工作。然而，即使
企業繼續在這些市場中運營呼叫中心，隨着高級技
能勞動力的擴大，當中不少都開展了更精密的業務。
例如，埃森哲在印度的業務曾經只是一個呼叫中心，
如今能接手更加精密的工作，如分析學和軟件開發。

“本地產品開發越來越常見，因此需要更有創意、擁
有高技術的員工，也需要改變辦公行為。企業不僅
尋求高質高效，也要發展創新能力。這些市場中員
工的工作類型和內容正在轉變，大大影響辦公空間
的設計趨向。”Valoe解釋道。

Steelcase的研究識別出四種企業形態：任務型
（task-based）、流程型（process-based）、職能

型（functional-based）、矩陣型（matrix-based）
（每種類型的詳細解釋，請見右頁。）

雖然許多成長型市場企業仍然努力追求順利完成工
作任務，以及打造卓越高效流程，但是工作性質卻
可能以非凡速度變化。事實上，無論一家企業或辦
公部門正在進行何種類型的工作，他們都面臨一個
共同挑戰，就是企業和個人層面上的不斷變化。辦
公空間因而需要應對很多新的要求，而理解這些工
作性質能夠幫助企業創造出具有競爭力的辦公環境。

任務型企業

企業的業務流程和服務相對較為簡單（如呼叫中
心），因此更加關注如何優化成本，專注成為此類
業務領域的中堅份子。 

挑戰
工作內容單調重複，較難讓員工主動投入

因素
非常着重人均成本；辦工空間密度極高；員工積極
性低；流失率高

辦公空間的目標

提升員工敬業度

職能型企業

這類企業集中激發提升創造力和相關能力﹐推進領
先的本土公司或業務部門的發展，進一步成為全球
市場的挑戰者，或者成為某項業務的示範中心。 

挑戰
缺乏專業人才，限制了業務發展

因素
不斷增長專門知識；留住人才；支援多種工作模式 

辦公空間的目標

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流程型企業

企業專注在相關領域中發展，如工程、採購和分
析，努力成為當中高效優質的精英份子。 

挑戰
不可預測的工作條件影響交付質量

因素
快速培訓龐大的員工隊伍；不斷進化的工作流程和
團隊；不可預見的破壞力量

辦公空間目標

培養適應力

矩陣型企業

企業另外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某種特別任務，此專案
小組與原來的企業結構配合，呈現行列交叉型態，
猶如一個矩陣。企業希望成為真正一體化的公司，
能夠抓住全球機遇，領導分佈各地、高度協作、多
文化的團隊。 

挑戰
全球分工模式非常複雜，限制了企業的發展速度和
靈活性 

因素
遠程協作；等級式管理和控制；資訊流不暢或受限制

辦公空間目標

建立信任

企業形態工作類型 
和組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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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對於呼叫中心存有刻板印象，因此也難以
在辦公室設計中發揮什麼創意：擁擠的辦公室、一
模一樣的工作間一排挨着一排，而當中的員工總是
換來換去。然而，呼叫中心就如一個複雜的小社會，
有些因為設立和運營妥善而得以高效運作，有些
則因為士氣低迷和高流失率而苦惱不已。相比員
工不快且關係疏離的呼叫中心，假如員工工作愉
快且全情投入，呼叫中心則可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如何吸引並且留住員工是我們每天思考的事情。” 
聯合健康集團的置業總監Bruce Bungaard說，
聯合健康集團在中國運營大型的呼叫中心。“總
體設計、交付質量、便利設施，這些因素都在很
大程度上影響員工對辦公環境的印象。我們的目
標是發展一個靈活又有適應力的辦公環境，在整
個租續期間都能支持公司的業務。”

他還說：“當資產拉低競爭力時，企業一定要小心。”
換句話說，企業改進呼叫中心的辦公環境以提高效
率的同時，也不應花費太多資金，正是關鍵所在。

工作環境擁擠的呼叫中心面臨一大挑戰，就是如何
協調Steelcase的研究人員指出的“關鍵工作模式”：
二人協作或者一對一協作，這情況在許多成長型市場
中運營的企業頗為常見。如果呼叫中心裡有一個操
作員在一通客戶電話中遇到了問題，她可能向經理
或者更有資深的同事尋求幫助，而這位經理或者同

事只要把椅子一拖，就可以坐到她身邊給予幫助。
這個過程應當讓每個人都能感到舒適方便。

 一些發展精密業務的企業努力改進工作流程，二人
協作的工作模式也很關鍵，以康明斯公司位於印度
普納的工程中心為例，那裡的員工為康明斯位於其
他國家的工程小組處理引擎分析；高效、準確、可
預測的工作流程至關重要。

那裡的工作模式和呼叫中心不同，工程師和分析員
同在一個小團隊裡合作，同一張辦公桌前還有一名
團隊主管。但是非正式的一對一協作仍然很普遍，反
映出團隊一方面要管理嚴格複雜的流程，另一方面
要高效地解決問題，可互相引發正面的工作效果。 

康明斯公司的團隊常常需要和世界各地的同事聯
繫，對辦公空間提出了另一種需求——推進與世
界各地的聯繫。此外，團隊的規模常常隨項目而
變化——縮小、擴大或改變，因此辦公室的設置
應能夠靈活改變。 

國際保險經紀公司威利斯集團位於印度的威利斯
加工分部首席信息官Mahendra Bangalore說，公
司招募的大學畢業生希望在一個“充滿生氣、明亮、
多姿多彩”的辦公空間裡工作。“我們希望給他們
這樣的感受﹕‘哇塞，我今天就想來這裡上班，每
天都想來這裡上班。’”他補充道。

威利斯正在開發一處全新的總部辦公室，面積達
130,000平方英尺（約12,077平方米），將成為威
利斯全球辦公室的典範。新落成的辦公室裡將劃
分出特定空間，同時滿足正式協作與非正式協作
模式的需要。

 工作環境擁擠的呼叫中心面臨一
大挑戰，就是推進二人辦公模式，
或者一對一協作。

Bangalore說，設計的另一個重點是確保所有空間
都有多用途功能，方便改造格局；大部分辦公室每
天都要倒兩到三班，工作內容常常變化，因此空間
的靈活度很重要。無論是屏風幕牆，還是特殊類
型的電源插口，都是“未來辦公室模板”實際示範
的一部分，這樣的辦公室將結合最先進的技術和
設計思維。同時，這個辦公空間也將沿用現在公司
總部的高天花設計和自然採光，營造宜人環境，也
強化企業重視“透明度、開放性”的公司文化，消
除傳統辦公空間的隔閡。

改變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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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遇到的挑戰，足以在辦公空間裡製造出新問
題。”Heredia說道，員工每天都要花很長時間來
回公司和家中，居住條件也往往差強人意。相比他
們每天在生活中經歷的挑戰，辦公室則可以成為他
們的避風港，所以“用更富有人情味的方式處理員
工密度的問題”尤為重要。

印度的情況尤其嚴重，公共交通可能是一場噩夢，個
人安全問題也依然嚴峻。因此，一家企業若想要員工
快樂又敬業，則要關心他們的生活——不是從他們
踏入辦公室開始，而是從他們離開家門的一刻開始。

企業還需要認識到，這些員工和他們在西方的同事
不同，他們沒有條件選擇何處辦公。在有些國家，員
工可以前往咖啡館獨自思考工作，或與其他人見面，
而在成長型市場，這些場所可能還不存在，或者要
費勁地穿過一條6車道的馬路才行——這在短短
的休息時間裡根本無法完成。在威利斯最新的辦
公樓裡，餐廳的設計能滿足工作和非正式會面的需
求——猶如企業的專屬星巴克。

對於一些致力發展卓越職能的企業，擁有高技能的
知識型員工就是他們最主要的資產。這些企業面臨
不同挑戰，不僅確保員工感覺舒適且工作高效，也讓
他們受到啟發和激勵。“員工的個人技能、專長和
想法對於建立企業的卓越職能非常關鍵。”Valoe
說道。“企業應一直啟發員工，其實跟保持員工積
極投入同樣重要。”

塔塔天空電視（Tata Sky）是印度巨型企業塔塔
（Tata）和福克斯天空電視臺（Fox’s Sky Television）

的合資企業，它為190名總部員工創建特別的辦公
空間，設有專門用來玩遊戲和社交的區域。其圓弧
的空間設計流露一種開放透明的感覺，並充分展示

了公司的品牌。辦公空間充滿了活力，經精心設計，
期望鼓勵創意和自發互動，並在員工中間逐漸培
養一種對公司的自豪感。

為了適應變化速度，公司需要整合各種類型的辦公
空間來支持員工的需求。“隨着這些成長型市場不
斷成熟，辦公空間的設計也應能夠適應業務轉變，
並且發展成熟。”Steelcase亞太區副總裁Jason 
Heredia說道。

但是提供多樣化辦公空間前，先要解決一個主要障
礙，就是人口密度過高，這也是影響亞洲生活的一
大主因，它不僅掌管了辦公室內的工作條件，也掌
管了員工在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員工每天上班

“辦公室可以成為 
  員工的避風港。”

啟發並激勵 
員工

Jason Heredia 
Steelcase 亞太區市場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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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

辦公空間應對上述挑戰的三種方式：

1. 即使在高密度的辦公環境中，提升員工
身心健康仍然重要 

2.  在有限空間裡創建一套各式各樣的區域

3.  需求快速變化、資源有限，盡力加強適
應力

今天，全球84%的人口在新興經濟體中生活。這些
市場的機會無限大，然而，挑戰也令人望而生畏。儘
管這些市場存在很多企業無法控制或左右的問題，
但是企業可以應用相應策略，在不穩定的環境中繼
續蓬勃發展。細看這些策略，設計優良的辦公空間
可以成為變革的催化劑。假如辦公空間能夠支持員
工今天乃至未來的工作方式，那麼最後也能夠培育
效率和創意，鼓勵員工表現最佳狀態，釋放他們的
潛能，並最終幫助企業獲得成功。 °

辦公室設計： 
變革的催化劑

無盡變化 有限資源 基建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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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員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辦公空間的設計
應能夠滿足他們在身體、認知以及心理層面的
需求，任何地方的辦公環境也如此，但對成長
型市場中的企業尤為關鍵，其中的員工每天都
在努力跟上快速的變化，他們對辦公空間的期
望也會隨之而抬高。

“現今的工作更着重員工的身體和認知能力，辦
公環境的設計應該能幫助員工應對這些壓力。” 
Steelcase亞太區的設計總監Michael Held說
道。“也許你無法降低空間密度，但你能為當中的
員工締造更稱心滿意的辦公體驗。”例如，在呼叫
中心的長桌盡頭設立“臨時辦公”空間，讓員工在
等待換班時能放下手裡的東西，更舒適地等候。

Held說道，假如企業讓員工在個人辦公空間裡感
覺舒適、掌握大小事物，則能夠營造更好的辦公
體驗。例如在呼叫中心，在員工的辦公桌前擺上一
塊可以列清單的書寫板，或者在他們的座椅上貼
上姓名牌子，都能給他們秩序感和歸屬感。其實，
如果企業能為員工提供存放背包或者換鞋的空間，
即使辦公室很擁擠，也會成為上長班或需要長時
間通勤員工心裡的另一個家。 

企業也可以在辦公空間裡加入一些隱私元素，
也能更加人性化地處理辦公空間密度高的問
題。Held說，這不代表一定要設置實體隔間或
營造視覺上的邊界感。“一些簡單的事物，比如在

一張長桌上的兩個工作位置之間安放小擋板，就能
給人個人空間的感覺；或者讓員工可以個性化自己
的辦公空間，哪怕只是一塊貼着家人朋友照片的
插板；讓員工可以按需要轉換辦公姿勢——都
可以讓一個非常擁擠的空間變得充滿人情味。”

Held還指出，讓員工在一天當中變換姿勢，比如
靠在沙發椅上、坐在椅子裡或者站立，對改善他
們身體和認知層面的健康水準很重要，也能讓
員工保持專注和投入。此外，充分的自然光也可
以讓人保持好心情。

1 即使在高密度的辦公環境中， 
提升員工身心健康仍然重要 

打造更加無間隙的遠程式協作／員工交流方式，
讓分布各地的團隊感到平等，建立信任。加入鼓
勵變換姿勢的設置，幫助員工專注投入。

領導者的辦公空間設在開放
式環境中的顯眼位置，可加
快解決問題的進程，促進知
識分享。

策略性設立站高區，員工可以自然地看到彼此，
促進人際交流，創建適合簡短會議的區域。

 

請參見360雜誌第67期 
《身心健康—— 
  一個影響企業利潤的問題》 
獲得更多有關辦公空間身心健
康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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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為員工提供各式各樣的空間，讓他們可以
根據不同的辦公模式自行選擇，說明促進員工個
人的身心健康——從而提高人員留任率，並且推
進其它企業目標。

然而這個空間系列在高密度的成長型市場中很
不一樣，因為可用的空間更少。“只有單一用途的
空間在高密度的市場中太奢侈了。”Held說道。“
如果空間真的非常非常有限，各式各樣的空間就
不得不局限在更少的地方，同一個空間的設計要
滿足多種用途。” 

比如，一個長桌辦公環境的設計應該可以同時滿
足個人辦公和協作辦公的需求。

“空間更多並不代表更好。”Held強調。“優化空
間和鄰近區域是值得考慮的關鍵因素。”對於管
理人員而言，個人空間應當可以開展一對一的輔
導。即使管理人員和職員坐在同一張長桌前，一
張略大的辦公桌、一張備用辦公桌、一個略大的
存儲櫃、一把方便協作的備用椅，不僅可以體現
管理人員更高的職權（等級在印度和中國仍然是
重要的考慮因素），也能方便他們進行指導工作。

2 在有限空間裡創建一套 
各式各樣的區域

企業如能在長桌盡頭添加開放空間，也能為非
正式交談或一對一協作提供簡單合適的區域。

休閒空間對創意類工作尤為關鍵：奧美廣告在孟
買的辦公室裡，餐廳是慶祝生日和社交活動的集
中地——這對企業文化頗為重要。小團隊也常常
利用這個空間開展非正式協作，辦公室裡充滿活
力和自由的氛圍。

設計多功能空間：前臺區、大堂和咖啡室可以用來
開展非正式協作和社交。

設計附有遮擋元素的空間，身在其中的員工可以
獨立專心辦公，或者在安靜的環境中進行一對一
交談，無需佔據辦公室資源。企業可以放置多個
這樣的空間，隨時為團隊協作提供所需場地。

利用長桌上創建專注辦公的區域。設置一體化
的配件導軌，可以將監視器抬離桌面，騰出重要
的桌面空間。

在獨立的空間裡也可以進行二人溝通交流，鼓勵
同事之間快速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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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更多靈活實用的辦公環境：將非正式的團
隊空間納入總體設計，支持更複雜的工作，鼓勵
員工自發協作。

採用模块化規劃原則：快速應對不斷變化的需求。
長桌解決方案讓用戶可以添加或減去一些元素，
而無需移去基座。用戶還可以添加辦公桌面延展
部件和隱私擋板，支持團隊規模變化。

設計多功能的社交空間：結合多種社交格局，鼓勵
人際交流、也可以用來休息、充電，滿足員工一天
中的多種需求，讓他們可以自由進行社交活動，建
立信任，同時營造一種社群感。

在成長型市場進行空間設計，最後一個關鍵因素
是“適應力”。空間如何說明企業應對快速變化的
業務流程、演變中的辦公需求以及龐大的員工數
量呢？辦公模式快速發展以及不斷變化，要求辦
公空間能快速方便地重新佈局，而無需拆掉重來。

Held說，其實關鍵在於靈活度或模块化。利用模
块化的結構，空間重新佈局更為方便，適應不斷演
化的商業需求。例如，長桌解決方案讓用戶可以
添加或減去一些元素，而無需移去基座，這樣就可
以快速地改變格局。用戶還可以添加辦公桌面延
展部件和隱私擋板，支持團隊規模變化，或者幫
助用戶從個人辦公變為協作式辦公。

多用途空間不只支持一項活動，而是通盤考慮的
關鍵點。辦公環境設計應當連系多樣化的人物、資
源和工具，好比所有辦公空間的要素聚集一身，
這能促進同事之間集思廣益，在這塊集中地分
享想法和經歷。

3 需求快速變化、資源有限， 
盡力加強適應力

 

請參見360雜誌第66期 
《具有抗逆性的房地產》 
獲得更多有關模块化、聚集辦公
空間的要素和開發具有抗逆性
的地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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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種情境下反而令人不知所措。 

我們作為空間設計師，職責就是創建能減低這些幹擾
的環境，激發人們的最佳表現。我們設計的產品不單
是追求品味，背後更經過切實的洞察。我們觀察人們
直接、正在形成和隱藏的需求，然後通過恰到好處、一
脈相承的設計，致力滿足這些需求。

盡管每個人都會受到幹擾，但我們卻希望可以充分善
用自己的能量，在工作和學習中找到意義。長久以來，
這個矛盾一直在人類經歷的核心中存在。

在接下來的幾頁，我們將為您簡述我們的設計過程，幫
助員工解決這個根本的矛盾。

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 
而員工現時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就是幹擾。
每個人都希望處於“流暢”狀態，即使在工作時也可沉
醉其中，保持活力，甚至感到愉悅。然而，我們都遇到  
 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太容易受到幹擾。 

我們遇到的幹擾部分來自我們的自身，盡管我們渴求
保持“流暢”，但是我們天生就傾向尋找新奇事物，容
易被人群中的聲音以及周圍環境中的活動所吸引，幾
乎無法抵擋。情感能激勵並驅策我們，但是當我們發
覺對周邊環境的控制感越來越弱時，便會憂心忡忡，
倍感壓力。有時候，我們所遇到的最大幹擾，其實是
來自思維的內部運作。

我們的工作和學習環境同樣充滿幹擾，四周充斥着過多
的資訊、川流不息的人群、煩憂的噪音，不適感油然而
生。有些刺激源在某一種情境中可以為環境增添活力，

作者： 
Steelcase 全球設計部 
副總裁James Ludwig

幫助員工專註工作

阻擋
外界幹擾的
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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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祖先發展了周邊視覺功能，以對潛在的捕
食者保持高度警覺。因此，在現今的辦公空間和校
園裏，當有人從我們身邊經過時，我們總忍不住擡
頭看一眼。

Brody™,作為高效的工作環境，幫助員工避免這種
人類的原始反應，鼓勵他們集中註意力，專註工作，
進入“流暢”狀態。

BRODY 
Work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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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na親身體驗與實際大
小一樣的Brody原型，同時檢
視Brody的3D模型。

McKenna在速寫本上為
Brody設計雛形

“設計是一個循環往復、日趨完美的過程。
我喜歡先從草圖做起，讓我理清思路，最
快地將想法以視覺形成表達出來。通過
畫圖，我們可以驗證想要構造的內容。”

“Brody在使用者的後方設有屏障保護，讓使用者
覺得自己能控制在周圍環境中的曝光度，心理上
更有安全感。這有助妳放松下來，告訴大腦妳正
需要保持專註，促使大腦創建更多邏輯思維，激
發更多創意。”  

“我們對學生進行觀察，了解他們學習模式的變
化，並探討對未來辦公方式的影響。有時候，學
生的行為會比較極端，但是他們面對環境挑戰
時所采取的行為模式，可以讓我們看清楚問題
所在。我們觀察到一些連續的行為模式，讓我
們知道人們的糾結所在，以及對學習和工作所
造成的影響。

Sean Corcorran  
Steelcase Education 總經理

Markus McKenna
Steelcase Education 設計總監

Markus McKenna
Steelcase Education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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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休閑家具設計時並沒有考慮到用家需要使用筆記
本電腦或移動設備，因此很快便會讓人感到不適，不得不
彎腰駝背來盯着屏幕，最後脖子和肩膀都酸痛不已。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設計團隊設計出“仰靠也能保持覺醒”的
座椅角度，讓使用者在休閑椅上舒服地工作，更可調較臺
面高度，確保設備在視線範圍之內。



“我們看見學生將休閑家具東搬西挪，希望在有
限的環境之中，臨時搭建較為合適的空間。他
們嘗試保持專心，用家具來阻擋幹擾，同時改
變家具方向，讓自己坐在休閑椅上也能使用設
備，閱讀材料。椅子不再只是用來坐着仰靠，也
是另類的辦公桌面。”

“我們利用各種工具來驗證想法，3D模型
便是其中之一，關鍵在於可快速處理眾多
細微的步驟。一旦進入原型階段，我們便
能親身測試產品，在短時間內知道是否
可行。確定產品可行後，我們便進入下一
個富有挑戰的階段，以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將產品交付給客戶。”

正是這些微小又實用的設計細節，讓使用者感
到愉悅，並且減少來自內部空間的幹擾。比如，
書包可以存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而不是扔在
地上纏作一堆。又比如，將插座安裝在方便使
用的地方，不用再擔心電池會用完。即使是一盞
可調節的燈，也能讓使用者保持專註。

Markus Walters
Steelcase Education 產品經理

Markus McKenna
Steelcase Education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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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電源

分配系統
設計團隊明白到尋找電源會造成重大幹擾，因此針
對有關問題，開發出了一套電源分配解決方案。這
個解決方案不但使用簡單，移動方便，更隱藏在地
毯之下，具有成本效益。ThreadTM, 超輕便電源分配
系統經過美國品質標準協會(U.L.)認證，這用於嚴重
缺少電源插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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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電源分配線路的設計極為輕薄，
厚度只有3/16英寸，為設計團隊帶來挑
戰。輕薄的設計讓線路能隱藏在地毯下
而不影響使用者走路。其安裝方法也非
常簡單，只須掀開地毯，固定線路，露出
插口，最後蓋上地毯。

Steelcase研究團隊觀察到，學生和員工
會犧牲舒適度和控制力來滿足設備使用
的需求。在教室裏，四面墻壁都裝有電源，
形成覆蓋全面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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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領先的教育機構合
作，建立支持主動學習的
高效空間，讓學生全情投
入學習，取得成果。

現今的學習環境涵蓋各式各樣的活動，為了幫助學生取得成果，教室必須支持學生進行有
效且互動的學習。我們建立學習空間，讓學生解決問題、互相交流、協作，培養學生今時
今日所需的技能。

敬請訪問Steelcase.com/blendedlearning，閱讀我們的研究報告

學習方式正在不斷改變，
妳的教室與時俱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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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為那些沒
有電源的地方提供插口，更幫助使用
者集中註意力完成任務，不用再擔心電
池電量不斷下降，從而消除另一種幹擾，
為每一位使用者帶來福音。” 

Sean Corcorran
Steelcase Education 總經理



空間設計有助提高學生的註意
力，他們會更投入課堂，並提升
學習成效。

高等院校的教育足以引領學生在創意經濟中發展 
 一帆風順嗎？這個話題最近再次升溫。根據蓋洛普
(Gallup)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管理人
員認為高等院校成功向畢業生教授企業所需的技能， 
另外三分之一覺得大學院校並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還有三分之一對此表示中立。 

教育學家反駁此結果，並提出歷史數據，表明大學畢
業生相比高中畢業生在長期收入方面占優，更指出大
學從來不是職業訓練學校，企業應肩負更多責任，加
強特定工作培訓。 

各位同學， 
妳們可以專心
聽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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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想脫節的原因，關鍵在於教育是獨一無二的艱巨任
務，而學生並不是千篇一律的素材；他們是人，有不
同的背景、技能、希望和夢想。全面教育他們裝備自
己，迎合瞬息萬變的創意經濟，適應現在還不存在的
未來工作，絕不簡單。 

另一方面，學生似乎並不投入學習，教育變得更加艱
巨。根據蓋洛普調查，5年級到12年級的學生中，只有

一半喜歡上學並投入其中。更可悲的是，學生的投入
程度從5年級到高中時期直線下降，在11和12年級時
更降到最低點。 

Steelcase教育研究者Andrew Kim 表示:“根據我們
的研究，我們相信學生在課堂的投入程度問題會一直
延續到大學。最大的問題是，傳統學習模式並不符合
大腦的運作方式，尤其是它和註意力有關，這個因素
非常關鍵，註意力是投入的先決條件。” 

5年級到12年級的學生中，
只有一半喜歡上學並投入
其中。 

盖洛普民意調查

“最大的問題是，傳統的學習
模式並不符合大腦的運作方
式，尤其是它和註意力有關。
這些因素非常關鍵，註意力
是投入的先決條件。”

STEELCASE 
教育研究員 ANDREW KIM

Kim和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研究團隊的同
事一同造訪大學課堂，並觀察學生行為。他們發現無
論在哪個地方，課堂上大多是精神渙散的學生，而非
全神貫註的景象。他們和同學聊天、緊貼社交媒體脈
搏、發短信，有時他們比較留意數字設備，超過手上的
課本。Kim說﹕“在現今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事物讓學
生分心，要引導他們專心，投入課堂，變得越來越難了。” 

要提升學生的註意力，首先要理解個中原理，並將這
些洞察應用到課堂之中。 

請翻至下一頁，閱讀我們的研究結果，了解七大有關註
意力與學習關系的洞察和心得，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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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2主動學習引發 

註意力
Diane M. Bunce 等專家於2010年發表研究 

《“學生在課堂中能專註多久？(How Long Can 
Students Pay Attention in Class?)》，進一步支持
WorkSpace Futures研究團隊的觀察結論。Bunce
等人在研究中對比了被動授課方式和主動學習方式，
發現在主動學習的過程中，註意力衰減情況比較少。
他們還發現，講課後緊接一項實驗或一番提問，相比
采用主動學習方式之前，註意力流逝得更少，反映主
動學習盡展雙面優勢：一方面引導學生專註課堂內容，
另一方面隨後再次激發他們的註意力。

新鮮感和變化 
喚起註意力
認知科學家Daniel Willingham在《學生為何不喜歡學
校？(Why Don’t Students Like School?)》一文中指
出，變化可喚起註意力。假如窗外發生什么事，學生第 
 一時間就會轉過頭去。同樣，當教師換了話題，或者開
展一項新的活動，改變了學習過程時，“學生恢復註意
力，這是讓他們再次投入課堂的機會。因此，妳可事先
為課堂多設計一些變化，每當發現學生的註意力不集中
時，就可以轉換授課過程，讓他們再次投入。” 

我們的大腦不斷進化，發展了留意變化的能力，對潛在
威脅保持警覺，也是求生本能。我們很自然會去尋求新
鮮事物和不同之處，這份好奇心刺激大腦產生多巴胺和
阿片類的物質，我們變得感覺良好。因此，變換內容和
中間休息有助恢復註意力。根據肯尼索州立大學的一項
研究，當教授講解測驗解答、傳授新知識，或者播放視
頻時，即過程中出現變化，學生會更專註。新鮮感和變
化也在另一方面促進學習。

刺激學生的多重感官，重復重點內容有助提升學習成
效，因為重復能強化神經元之間的連接線路。視覺、語
義、感官、運動和情感神經都有自己的記憶系統。心理
學家Louis Cozolino說﹕“我們擁有強大的視覺記憶容
量，當書寫或口頭的信息結合視覺信息，記憶效果更佳。
假如學習過程能有效結合感官、身體、心理和認知的神
經系統，加強課外學習的可能。”

身體活動刺激大腦
研究顯示，有氧運動能增加關鍵大腦結構的容量，提
高認知水平。運動給大腦輸送更多氧氣，促進毛細血
管生長，提高額葉的可塑性。運動還能刺激新神經元在
海馬體生成。身體活動能增強警覺感，有助加深和提高
記憶力。然而，學校和教師都習慣教導學生上課時要端
坐，認為端坐等同註意力集中和加倍專註。

相反，Lengel和Kuczala在《動覺課堂：在活動中教
學”(The Kinesthetic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Movement)》一文中提到，活動
引導學生再次集中，培養他們自我專註的能力。只要
讓學生在課堂上可以暫時離開座位，稍為活動一下，就
足以給大腦帶來所需的新鮮感和變化。

學校紛紛開始在課堂教學上結合更多身體活動。如澳
大利亞悉尼的一所高中Delaney Connective，學生每
天早上都要做5分鐘“頭腦俯臥撐”，即一項類似於太
極的身體鍛煉，促進血液循環，幫助學生集中。 

註意力變化不定
學生平均只能專註10至15分鐘，是嗎？這數據常被引用，
但沒有實際證據支持這一觀點。Karen Wilson和James 

H. Korn在2008年研究了這個數據的起源， 指出10至15

分鐘的這個估計其實不過是根據個人觀察和二手資料。  

其他研究則顯示一個課堂現象：講課只開始30秒後，
學生的註意力就開始下降，反映適應新環境的時間。 

 講課開始4.5至5.5分鐘、7至9分鐘、9至10分鐘 
 後，註意力也在下降。 

 專註力水平有高低起伏，隨着講課不斷進行， 
 註意力衰減的情況將更頻繁。課程快結束時， 
 註意力平均每兩分鐘就會衰減一次。

同時最新研究也表明，人可以“維持註意力”將近45分
鐘到1小時，這個數據可以解釋為何很多活動都設計在
這一時間長度之間，比如電視和廣播節目、課堂、教會
禮拜、音樂專輯，甚至是午休。然而，盡管人可能有如
此能力，但單調乏味的課足以令人昏昏欲睡，證明維
持註意力並非易事。 

Kim指出，註意力會隨着很多因素而變化，其中包括內
容深淺及與學生的相關程度、環境是否有助專註、每位
學生在課堂上保持專註的能力。其中一項發現令Kim

感到欣慰，“根據WorkSpace Futures研究團隊的觀
察，鼓勵主動學習的教學方式可引導學生投入課程內
容，幫助學生專註於課堂，成效比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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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5座位位置影響註意力

上文提及的肯尼索州立大學的研究也顯示，學生在課
堂中就坐的位置也會影響他們的註意力。根據研究，
坐在前排和中間位置的學生更加專註，後排的學生較
為分心。假如學生可活動自如，容易變換座位，營造
主動學習的課堂，可加強註意力，保持專註。 

教室可設有多個“講臺”(教師沒有固定站立的位置)，
展示內容，方便改變座位，變得更為靈活。教師和學
生可以在教室的任何一個位置向全班講話，主導討
論，分享知識。教室不分前排和後排，而學生可以隨
意變換姿勢和位置，每個位置都是教室的最佳座位。

環境影響思考
某些環境條件可以增進學習效果，而有些則適得其
反。Cozolino說：“教學設備匱乏、聲效欠佳、外來
噪音、采光不足等因素，足以造成不良的教學效果。”
學生座椅都可能“阻礙大腦血液供應，妨礙認知。” 

Kim說﹕“獨立學習需要專心致誌。課業越難，我們
越容易分心，因此有能力保持不受幹擾很重要。”學
生需要空間，能避免不必要的幹擾和刺激源，以防
打斷專註狀態。 

另一方面，輕微的環境幹擾有時也未嘗不可。集
中思考的反面是分散思考，有助學習和提升創造
力。在分散思考中，思維信步而行。駐守法國巴黎
的Steelcase高級設計研究員和心理學家Beatriz 

Arantes說﹕“此時，某種程度的幹擾能夠幫助大腦
遊走不同話題，在不同信息之間建立新連系，新洞察
和理解由此而起。”  

學生需要培養駕馭幹擾的能力，寫功課時可不受影響，
而運用感官刺激尋求靈感時，也可善用幹擾。 

學習過程自然有律
學習過程中同樣需要安靜專心與合理分心的時
間。我們通常將大腦視為一臺思維機器，線性運
轉。但實際上大腦和身體並非機器，而是作息自
然有序的有機體。  

研究還指出，睡眠期間也有“作息周期”，我們在
睡覺時會經歷五個階段。身體在白天也遵循同樣規
律運作，警覺度從高變低。我們的大腦只能專註工
作一段時間，之後需要休息才能恢復到高效能，以
便處理下一個工作。當我們沒有依循這個規律，就
會昏昏欲睡、饑腸轆轆、精神渙散、煩躁不安。此
時，壓力荷爾蒙開始發生作用，前額葉皮質逐漸關
閉，我們變得無法清晰思考或想象。 

研究者發現，遵循這一自然規律的人，可造就更高
效率。休息復原對於身體和大腦都很關鍵，對註意
力也是如此重要。教學工作也同樣遵循這一自然規
律，在每個學期、每周、甚至一節課的時間裏都會
經歷這些變化。為遵循這一節律，Arantes表示，教
師的教學方法和課程綱要應當配合，教室空間也
應配合不同節律，當中包括專註和互動、獨立學習
和小組學習、社交互動、休息復原。” °

如要培養註意力並保持專註，設計學習空間時，需同時考慮學生的大腦和身
體。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團隊對高等院校進行研究，提出以下策
略，培養註意力： 

相比傳統的被動授課方式，采用主動學習的教學方法，
學生加倍專註，全情投入。 教學方法、科技工具和空
間設計對建立主動學習的體系同樣重要。

給學生更多選擇和自主權，他們會更投入。在靈活的
學習環境中，教師和學生可快速調整學習空間，配合
眼前的工作。 

身體活動就是註意力來源。學習空間應避免固定不
變、無法靈活移動。

提供完善空間，同時滿足集中思考和分散思考的需
要。學生可以根據當下需求而調整自己的學習環境。 

培養學生 
註意力的策略

確保學生和課程內容之間保持最理想的聯系。悉心設
計教室，設置多個講臺位置和展示內容的地方、以及可
以移動的座位，學生可在任何位置專註聽講。

支持學習規律。正式學習只是整體學習經歷中的一部
分；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行為在課堂以外變化很大。為
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靈活空間，無論是獨立學習、非
正式協作、還是社交式學習，他們都可以根據不同需
求選擇最佳的學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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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過程包含多種行為：非正式協作、人際交流、
獨立專註學習、以及課堂正式授課。

遵循學習規律需要各式各樣的靈活空間配合，學生可以
根據不同需求選擇最佳的學習場所。

學習
不止於
教室

一個學期

每
天

花
費

的
時

間
（

小
時

）

本圖為學生在一個學期裏學習活動情況的
概念表征。 

對比普通的學習周和考試周，學生的需求變化
很大。學校需提供各式各樣的空間，學生可以
根據不同需求選擇最佳的學習場所。

教師主導
社交

獨立專註
非正式協作

一般學習周

在學期的其他時候，學生分
配時間正式上課、協作和參
與社交活動。

考試周

隨着學期進展，加上考試臨
近，學生會花更多時間獨立
專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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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有休閑座椅的一角提供獨立學習或小組
學習的空間，方便學生活動或改變姿勢，有
助提升註意力。 

2 室外自然景觀視野可以刺激分散思考，思
維可任意遊走，建立全新的神經元連接線
路。

1 面對面的座位誘導學生專心投入，並鼓
勵團隊協作。

2 固定白板、便攜式白板、顯示屏可長時
間保留信息，也鼓勵學生創造、展示並分
享自己的想法。在空間周邊擺放這些工
具，鼓勵學生活動身體，喚起註意力。

1

2

3

4

1

22

3 面壁的長桌配有高腳椅，為需要專心致誌
的獨立工作提供空間。

4 可在教室不同位置放置便攜式白板，以
展示教學內容，空間更顯靈活，方便學生
閱讀講課內容。

家具可靈活挪動，配合各式各樣的課堂活動。
小組可以是一至兩人，也可以是全體學生，根
據當下的學習方式而定。教師可以在教室裏
隨意走動。

獨特的家具布置配合在一堂課中不同的
視線需要和活動，建立學生與教學內容
的關系，維持學生的註意力。

在這個教室裏，多種學習模式並存，學生可花更多時間
投入到“作業”裏——他們積極主動學習，遵循個性化
的學習方式，並在課堂外觀看講課視頻，相輔相成。

The LearnLab™ 結合了家具、科技和設備，全面配合
各種授課和學習方式，獨特的X形空間設計與屏風布
置相輔相成，形成三角區視線，無論身在哪個位置，
都可以看到內容。房間不分前排後排，所有學生都得
以投入課堂。 

初步設想 初步設想

顛覆式教室 media:scape Lear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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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可在長桌工作臺獨立學習之外，也能
靠近他人，有助交流互動，在有需要時休
息一下也很方便。

2 學生可在存儲區臨時擺放私人物品，以便
專註手頭上的工作，不受阻礙。

3 有遮擋的微環境適合個人工作，阻擋外界
幹擾的同時，也為學生提供體能和設備支
持，他們可長時間聚精會神工作。

4 當學生需要靜心休息時，看到戶外景觀，
則可以抖擻精神，尋找靈感。

1 media:scape® kiosk為學生和教師提供
空間，在課堂外運用視頻繼續講課，或開
展協作。

2 恰到好處的光線舒緩大腦疲勞，幫助學生
集中精神，專註學習。

3 這個舒適的角落為需要全神貫註的學習活
動而設，環境受遮擋，盡可能減少幹擾，適
合閱讀、寫作業或討論。

在課堂之間，學生需要簡單的工作空間，以便完成閱
讀功課、考前復習，或者和教師同學一對一交談。上課
時，這個空間可以用作小組討論的分區。

這一圖書館經特別設計，成為完善的宏觀環境，支持
協作、項目工作、人際交流，以及獨立專註學習。開放
區域旁邊設有遮擋的小型空間，學生可在有需要時不
受幹擾。

初步設想 初步設想

銜接空間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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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內容展示的黃金時代──高清攝像頭和顯示
器、各種大小的觸摸屏數字設備不斷推出，那為什
么傳統的幹擦式白板反倒更加流行了呢？ 

白板一物多用，可以書寫、投影、用磁鐵固定材料，而白
板有各種尺寸以供選擇，無需插電，經濟實惠。但白板
之所以成為有效學習工具的真正原因，就是它可以引導
學生身心都全面投入到學習過程中。 

利用白板教學結合動覺和視覺元素。寫畫方式引導用戶
身心都投入其中，進而提升學習效果。例如，印第安納
大學的研究顯示，在孩提階段練習手繪的兒童，他們的
神經活動要比只看文字的兒童更為活躍。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證實，人在思考時手和大腦之間存
在特殊聯系。手指活動會激活大腦中和思考、語言和
工作記憶相關的區域。  

白板也能為群體帶來優勢。在白板上記錄信息和想法，
用戶無需再記憶重要信息。展示信息有助創造共享的群
體知識。便攜式白板方便兩三名用戶記下想法，找出關
聯，互相在對方的基礎上繼續完善想法。 

PolyVision是CeramicSteel白板產品的市場領
導者，PolyVision新業務發展總監Shawn Collins 

說﹕“教育工作者也知道這項研究，他們每天都體驗
白板的益處。看到越來越多人使用我們的產品，我們
並不驚訝。”。 

Collins表示，學校裏不斷發展新的白板教學方式，教室
裏的白板安裝在不同高度，適應不同用戶的需求，情況
越來越普遍。一所大學最近訂購了幾個五英尺高的白板，
無論站着或坐着都能使用。橫向的白板能順序逐步展示
內容，還能滑動遮擋閑置的投影屏幕。個性化白板還能
在考試時用作屏風、用作報告演示和個人筆記的工具。 

無需插電，無需應用程序，一塊白板有助善用教學時
機，也是最簡單快捷的方式，可以吸引註意力，也適用
於任何一個年齡段的學生。 ° 

書寫+白板：
前所未見的 
切身體驗

如何幫助老師欣然接受主動學習

身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兼研究員，我知道老師有時候不願
意改變。但同時，老師整天被各種改變轟炸：新的校規
和要求、課堂時間延長、新的標準和指示等等，需要靈
活變通，適應環境。

老師肩負沉重的責任，自然對主動學習持保留態度。
但是，如果主動學習真的顛覆遊戲規則（對此我很相
信，加上學界有充分證據加以證實），那么我們如何才
能讓老師欣然接受主動學習呢？學習空間又能如何助
他們一臂之力呢？

我在師範學院裏找到了答案，這所師範學院位於英屬
哥倫比亞本拿的比西蒙弗雷澤大學。 

院長Kris Magnusson博士說道，高等院校應該重新
調查和研究學生頭兩年的入門課程。“這些課程采用
優勝劣汰的方式，通常在設有階梯的大型教室裏進行，
教室前面放有講臺和屏幕，講師因而受限於一種授課
方式，令學生每堂課都昏昏欲睡。如果學生一直表現
及格，便可進入小班，增加課堂中的互動和討論。但這
樣的設置完全是錯誤的。” 

“我們不應該淘汰表現較差的學生，而是應該努力吸引學
生對學科的註意，並改善教材設計、教授方式、所在環
境，讓學生投入其中。如果我們能讓學生全情投入，他
們會學到更多，鑽研得更深。” 

入門課程因為考慮到成本效益，通常以大課形式進
行。Magnusson博士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中一種
是混合式教學：“講座本身並沒有不好，但它只是讓學
生投入的一種形式，不妨嘗試使用社交媒體、網絡以
及互動體驗介紹課堂內容，吸引學生註意，再結合親
身經歷。”

主動學習在大課中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主動學習鼓勵
學生全情投入，努力學習知識。因此，物理空間變得非
常重要，如果家具都是固定和不能靈活移動，就只能以
某一種教學方式授課，不能配合其他形式。在教室裏放
置可以移動的舒適家具，讓學生在小組中主導討論，互
相合作，舒適地開展工作。”

 
簡單總結Kris magnusson的建議：
•	相信主動學習的顛覆性 

•	鼓勵並培訓教師采用主動學習的教學方法；關鍵在於
持靈活開放的態度。 

•	為學生提供主動學習的空間，例如不再將座位整齊排
列、使用可以移動的家具、共享講臺，讓他們知道： “
在這裏，學生都全情投入，並對自己的學習成果負責。” 

•	松開用螺絲固定在地板上的座位，讓學生自由挪動座
椅，彼此互動協作。

•	透過科技建立網絡版課程，並在學期中的重要裏程
進行主題演講。

•	在學期中加入小組討論、分組活動和小組項目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幫助教師欣然接受主動學習的方法，請參
閱以色列卡茨林Ohalo師範大學的故事 °

全新學習模式

lennie scott-webber博士， 
steelcase educat ion  
(教育解決方案) 教育環境總監

我多年來一直潛心研究教學環
境，觀察過的課堂不勝枚舉。
我熱情投入工作，幫助大家理
解不同環境導致的不同行為，
並創造出真正支持全新教學
方法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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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今天的課堂還有那么多被動教學呢？為什么老師還在用傳統的方式授課，而
不采取主動學習的教學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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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老師上課

位於以色列卡茨林的Ohalo大學校長Shimon Amar

博士，對於雇主對畢業生的不滿有着切身體會。4年前
在他加入大學教職之前，曾擔任英特爾企業發展部總
監，認同傳統的教學方式並不能帶來成效。 

“畢業生不能勝任交給他們的工作。傳統的教學方式
太過生硬，這樣的學習環境和他們將要踏入的工作環
境大相徑庭。”

Amar博士和同事們在師範學校引入主動學習的教室
空間和教學方法，以培養新一代的教師，而最終目的
是培養21世紀新一代的學生。與此同時，全新的學習
空間為Ohalo師範大學吸引更多學生，在以色列20多
所師範學校中突顯不同。 

Amar表示教室家具必須靈活、方便移動和快速變化。“
我們可以根據學習內容和預期的教學成果，快速改變
空間格局。” 

以色列師範大學
實踐主動學習的案例 

Ohalo College is preparing  
a new generation of instructors 
for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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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教育新一代的學生，
幫助他們應對現代社會中的挑戰。

Aviva Dan博士是Ohalo教職人員中第一批在新教室裏
授課的老師，她表示，要跳出傳統的教學方法並不容易，
但我們必須把握機會，積極影響年輕一代的教師。"我
們正在教育新一代的學生，幫助他們應對現代社會中
的挑戰，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迎接需求。” 

大教室通常能容納100多位學生，由3位教師授課。教
室的空間格局不會長時間保持不變，桌椅會定期重
新擺放。大多數時間裏，學生都以小組或1對1的方式
學習，開展項目或進行小組討論。 

新教室落成之後，Ohalo為該地區各所高等學校的老
師舉辦了教育工作者會議。Amar博士在現場聽取了很
多關於新教學空間的疑慮。“當時我們聽到一些對新學
習空間的批評：‘新學習空間不可擴展，無法應用技術，
不是一個真正的教室。’” 

“但很快，我們便收到很多人要求訪問新教室。兩三個月
後，我們聽說其他學校也在紛紛效仿。現在，無論是教
學內容還是方法，每家學校都在向我們學習，將為教學
帶來真正改變。” °

小一點的教室靈活多變，家具也方便移動。在教室裏，
教師既能開展主動學習的活動，也能以傳統的講座授
課。這種教室不但支持更多不同類型的課程，也讓老
師逐漸適應主動學習的環境。

每個教室都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和其他空間合並使
用。課堂常常從一個適合解決個別學習問題的小教室，
挪到另一個配有media:scape多媒體設置的教室，進
行小組合作。 

在大教室裏，所有移動都在同一個空間中進行，自然改
變空間格局。“妳不用從一個教室挪到另一個教室。妳
可以待在一個空間裏，決定何時移動到另一個空間，無
論是在生理層面上、心智層面上，還是心理層面上。如
果這種習慣持續便會形成一種演變，一旦形成演變，妳
就達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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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教室

能同時容納多達120位學生，由三位教
師授課。

小型教室

能容納16名學生，可以輕易改變格局，
支持不同的學習方式。

中型教室

能容納36名學生，可以輕易改變格局，
支持不同的學習方式和教學方法。

learnlab™

能容納28名學生，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
會獲取信息，分享信息更加容易。 

創造全新  
 

Ohalo和Steelcase合作設計和開發出一系列主
動學習的教室，將願景化為現實。 

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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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MY
Michael Young和Coalesse聯合呈獻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訪問coalesse.com/lessthanfive

現代工藝的
人性面

妳有否仔細端詳過紐扣？如果沒有，請妳想象一下。 此
時很可能浮現在妳腦海中的，是一枚小小的透明塑料圓
片，上面有4個整整齊齊的洞孔。它的設計非常實用，外
表也極為普通。然而，如果這枚紐扣不僅僅是用來緊扣
衣服呢？它不僅實用，還富有美感，甚至帶點誘人，背後
有一段天馬行空的故事。如果紐扣是由一塊木片雕刻而
成，上面的洞孔看似不規則排列，卻充滿了藝術感，妳又
會怎樣呢？妳不禁想用手去觸碰它，感受它的材質。妳

甚至想將衣服上的紐扣全都扯掉，把這些新紐扣一一
縫上，讓每一顆新紐扣的線腳都有細微的差別。從此，
妳看待紐扣的方式再也不復尋常了。

這正是工藝的精髓：結合工匠的願景和精湛的技藝，為
實用品賦予美感和人性。 

碳纖維(圖中所示)已經成為家具行
業的新材料。



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就如同普通的紐扣，工藝在今
天的辦公空間中乏善可陳。大多數企業領導都以管理成
本和生產力來衡量工作價值，並沒有認真考慮過建立能
激發靈感或充滿美感的辦公環境。追求美觀、身心健康
或員工敬業度等問題往往成為次要考慮。

然而，正是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企業的總體表現，無論是
招聘和挽留人才、員工敬業度，還是公司股價。 

領先企業理解這些問題與企業表現之間的關系，並開
始思考：現代工藝如何有助重新塑造辦公空間，並且
彰顯企業文化。現代工藝逐漸成為讓辦公空間不再乏
味的良方，不僅有效提升空間的功能和觀感，還能令
辦公體驗更加人性化。

新一代的創客喜歡使用傳統的手工技
術進行加工，並使用計算機來控制切
割、雕刻和鑽孔過程。

新一代的創客喜歡使用傳統的手工技術
進行加工，並使用計算機來控制切割、雕
刻和鑽孔過程。

<5_MY座椅模型正準備人手安裝碳纖
維椅面，為座椅添上輕便而堅固無比
的框架。

創客運動

親手制作物品是我們表達心意的重要方式。當我們將
普通材料變成全新事物時，我們重新構想無限的可能
性，改變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

過去，工匠集鐵皮匠、建築工和發明家於一體，熟習工
具和材料的運用，憑借自己的雙手，將原料轉化成既
實用又美觀的作品。每件作品都獨一無二，經過長時
間悉心制作而成。 

今天，創客運動再次將人們的想象力和手工制品結合
起來，唯一的分別是這次采用較為現代的方式。從手
工釀造啤酒到社區創新實驗室，手工打造的概念遍布
各個文化角落。在社區舉行的創客市集(Maker Faires)

正在全球盛行。

無論是主打手工定制商品的Etsy網站大獲成功，還是
3D打印機進入尋常百姓家，創客們正在尋找更多方
式共享資源和知識。他們開始註意到，能激發想象力
的手工制品和僅為實用而設的產品，本質上有着不同。 

弗吉尼亞大學教授Matthew Crawford說道：“我認
為創客運動觸碰到的是我們最基本的人性面。從嬰兒
時期我們就通過親手觸摸來探索世界，碰東戳西，看
看會引起什么反應。”

有賴新技術的發展，人們比過去更容易接觸到現代工
藝。現代工藝代表着數字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錯綜復
雜的關系，通過應用新技術，將數碼設計轉化成現實
的工藝品。現在，編程能力和手工技術同樣重要，缺一
不可，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專精的意義。今天，工匠的工
具盒裏也許仍然放着傳統的機器和木工工具，但也可
能有由計算機操控的刀具和鑽床。新一代的創客將機
器應用在工藝制作之中。 

底特律創意走廊總監Matt Clayson說道：“工藝品並
不一定是單品，有時也可以復制，甚至大規模生產，但
仍然保留內在價值。工藝品蘊藏着設計者在構思制作
時的故事，把故事傳遞到更廣闊的市場。全賴今天的
技術，才能將之化為現實。”

工藝逐漸受到商業青睞。

“工藝品並不一定是單品，有時也可
以復制，甚至大規模生產，但仍然保
留內在價值。”

 Matt Clayson  

底特律創意走廊 (Detroit Creative Corridor) 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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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空間中的工藝

家具是Etsy網站上最暢銷的品類，相信妳對此並不會
感到驚訝。但是當妳留意辦公空間的裝飾時，卻似乎
看不見工藝的影子。許多辦公空間的設計都偏向實用
主義，即使運用了工藝，大多也只會在高層領導的辦
公室裏看到。

“工藝可以完全糅合實用和美觀，在大規模生產的商品
之外，成為另一種獨特選擇。”Coalesse總經理Lew 

Epstein說道。“辦公空間中的工藝可以結合精選的
材料、數字機械和手工，成為富有變化的媒介，讓員工
以個性化的方式裝飾辦公空間，讓企業表達公司文化。
最終，更可以令工作環境和辦公體驗更加多姿多彩。”

Epstein表示，在Coalesse的概念中，“現代工藝”既
是名詞也是動詞。當談到工藝是一件實用品時，它是名
詞。當談到將實用性變成可重復或可定制的解決方案，
並且反映工匠獨特的技藝和風格時，它是動詞。無論是
哪一種，工藝都是我們品牌的核心主題。

“我們的品牌旨在將創意變成現實。” Coalesse設計
總監John Hamilton說道。“對於工藝，我們正在探索
將新材料、新技術和機械與手工並重的新方法結合起
來，致力掌握這些新興的設計制造方法。”

Coalesse最近推出新座椅，盡管它名為“<5_MY”，但
並不如想象般輕薄，不到5磅重的結構卻能承重300磅。
這是由於這款座椅采用模壓加熱後的碳纖維層制作而
成，而碳纖維是家具行業的一種新材料。除了機械步驟
之外，新制作流程還有大量的手工程序。“座椅的組建
和精制部分都由手工完成。”Hamilton說道。“雖然座
椅看起來就像倒模一樣，但是從數碼設計到最終成型，
整個過程都涉及很多手工步驟。我們正在試驗另一種數
字設計形式，利用新的色彩應用程序，幫助客戶預覽
<5_MY座椅的定制效果，並參與最後幾個制作步驟。
通過全新體驗，客戶可選擇標準色、定制顏色（PMS）
或者從手機拍攝的照片中匹配出相應的顏色。我們希
望通過應用這些全新方式，將現代工藝推向更遠。 ”

Epstein解釋說，如此一來，工藝便超越了產品本身，讓
其他人也能參與創造過程。這段體驗訴說着不同的故
事，提供各式各樣的選擇，為客戶帶來深深的滿足感。

工藝需求的變遷

工藝正徹底地全盤改造。由昔日的手工制作初級商品
到如今精致的博物館級賞品，工藝已演變成一場文化
運動，觸及各行各業，以至我們的生活。工藝現代的
表現形式，巧妙地結合靈巧的手工和精確的機械，取
數字和機械制造之所長，進行生產和復制，讓作品不
僅實用並且美觀。 

現代工藝逐漸成為讓辦公空間不再千篇一律的良方，
彰顯空間的個性和創意。Coalesse品牌將繼續站在
探索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制造方法的前沿，工藝也將
在未來的幾十年裏繼續演進，為辦公空間帶來更多充
滿靈感的體驗。 

歡迎來到21世紀的創客世界。 °

Coalesse  <5_MY座椅采用模壓加熱後的碳
纖維層制作而成。每一把座椅的制作流程都
涉及大量的手工步驟，包括組裝和精制每一
個壓花部件。

“對於工藝，我們正在探索將新材
料、新技術和機械與手工並重的
新方法結合起來。”

 John Hamilton  
Coalesse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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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
創業文化

精神
過去一年，turnstone一直向初創企業的創業者以及大
企業的內部創業者提出這些問題。我們不斷地探索辦公
文化，並研究它和實體辦公空間之間的有機聯系，繼而
得出行為變化的驚人觀察成果。

我們了解創業者如何善用文化和空間，加速業務發展，
也認識到內部創業者如何重新打造大企業文化，我們
總結如下。 

假如大型領先企業期望改善辦公環境，傾註更多決心、
真誠熱情，應該怎樣做？大企業坐擁創新團隊領導者
及空間創建者，這一眾“內部創業者”應該如何和這種
初創企業思維重新接軌，並確保企業的規模不會令人
感覺舉步維艱呢？

無論公司規模有多大，是否都可以點燃一種創業精神，
或者重拾“創業文化”？

可靠．個性．靈活．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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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企業全面發揮不同特點，積極推動創新、挑戰極限，而創業者異軍突起，
影響市場。他們盡心盡力經營公司，提倡坦誠透明的管理模式，造就一種獨特
文化，不少成熟企業也趨之若鶩，尋求同洋的活力和氛圍。初創企業規模較
小，運作靈活，而他們也喜歡這洋。原因再間單不過，這種企業文化獨特且富

有感染力，工作往往更無往而不利。



促進“非公司形式”文化

辦公環境輕松隨性、沒有傳統公司模式，或者我們所謂
的“創業文化”，就是無數初創企業備受推崇之處。這種
文化彰顯個性，員工一起樂在其中，也可自由選擇最適
合自己的辦公方式。這種文化予人感覺“無拘無束、非公
司形式”——成為一個靈活真誠的環境，員工得以全情
投入，體會絲絲使命感和歸屬感。 

巴爾的摩企業The Verve Partnership的創始人和負
責人Kelly Ennis說﹕“我們相信空間是一種工具，可以
用來締造文化，推動員工投入工作，長遠提升品牌形
象。”。The Verve Partnership是一家以客為本的建
築公司，致力結合設計概念和戰略業務機會。身為設
計師，Ennis認識到唯有目的明確，方可締造創業文化。

“品牌不止是墻上的標誌，或者某種特定的塗料顏色。品
牌展現妳如何看待自己，或者更重要的是，妳在別人心
中的形象。”Ennis續說﹕“文化和身份緊密相連，建築
師和設計師的確可以幫忙，營造反映文化和身份的空間，
同時切實兼顧兩者。”

芝加哥RxBar的合伙人Sam McBride理解空間、文化
和品牌的關系﹐認識到三者在客戶關系和企業成長中
扮演的角色。 

“我們的能量棒只含有6至8種原料，非常簡單，更只采
用最優質的原料。我們規劃辦公室時，希望辦公環境
能夠體現出公司在市場中的品牌形象，因此我們的實
體空間也非常幹淨利落、現代又簡潔。”McBride這樣
解釋。“我們的客戶也看到這一點，不僅僅是包裝袋內
的產品展現高品質和簡潔設計，我們每天的環境也如
是。我們的產品和文化如出一轍，予人感覺真誠可靠。” 

turnstone最近訪問超過500家小企業的擁有人，證
實兩者的重要聯系。研究發現，80%的受訪者認識到
實體空間直接影響建設活力積極企業文化的過程而
90%的受訪者表示，企業文化不止是一項企業優勢，
也是企業邁向成功的關鍵。 

Fusionary是一家數字工作室，位
於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不僅展現
創業文化，也提供多樣化空間，團
隊可變換辦公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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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Polucci

HOK 室內設計總監
國際設計、建築工程和城市規劃公司

此時，企業領導人開始擔心如
何保持公司文化

32%的Y世代員工希望可躺
靠辦公

32%

80%的受訪者相信，實體空間
直接影響建設有活力積極企業
文化的過程。

80%

90%的受訪者認為文化是企
業成功的基礎。

Turnstone最近訪問了515家
員工少於100人的企業。 

10
員工人數增加至10人

90%

小公司起步時總是帶點瀟灑、酷勁，但要長時間保持這
種氛圍絕不簡單，尤其是當公司的員工增加到超過10人
之後，創始人開始考慮制度、政策和工作流程，好讓企
業運轉順暢。有些人還發現，壯大企業的壓力往往阻撓
了昔日辦公室裏輕松自在的氣氛。 

同時，大型國際領先企業的內部創業者對此也感同身
受，然而他們的壓力剛好相反，希望企業變得更為靈
活變通。這些企業環境設施完備、資源充足、經驗豐富，
讓他們別樹一幟，有別於一些新興企業，但是一眾內部
創業者理念一致，熱切希望挑戰現狀。 

UPGlobal是一家非營利組織，致力推動基層領導力
和創業精神，加強社區建設。身為UPGlobal的高級副
總裁，Enrique Godreau III花了多年時間和初創企業
溝通，也和大公司裏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士打交道。他
指出，許多企業往往因為業績優秀，而繼續依循當初
的成功之路發展，專註優化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內
部創業者則不斷尋找突破，提出艱巨問題。 

“妳期望吸引勇猛求進的人，他們不想丟失自己的
個性，也喜歡有條不紊，追求絲絲井然有序之感，
並不苛求非常整潔，但也難忍過於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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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初計劃樓上為員工辦公空間，還專門做了空間
設計，準備好他們的桌椅，但是他們就是喜歡在休閑
的大堂環境中工作。”

現今的辦公室節奏急速，高桌因此深受歡迎，項目團
隊常常在兩場會議中間把握時間討論和思考。他們不
會走到辦公位，並坐下回復郵件，而是自然走向可以
調節的高桌，或是配合身高的辦公桌，他們可以迅速
處理一項接一項的工作。 

J. Kelly Hoey居於紐約，是一位天使基金投資者、演
講家和人際關系戰略家，她問﹕“妳為何要等到醫生
開口，才想要買高桌？”她續說﹕“假如我們真的希望
員工發揮最佳表現，為什么不去締造一個優秀的辦公
環境，可配合辦公方式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呢？我們應
該明白到辦公方式因人而異，在一天的不同時間段裏，
妳需要滿足不同需求，才可一直保持高效的工作狀態。”

Fusionary的團隊成員圍坐在配
有玻璃桌面的Campfire Paper 
Table前，即刻開展協作。

Godreau說﹕“我們總會覺得現狀就是合理，而內部創
業者認識到，成功的企業不安於現狀，僅僅優化過去的
工作並不足夠。追求這種企業文化不是叛逆，而是一種
顛覆精神。推動這種文化可推動員工標新立異，更引導
員工變得積極主動，敢於求變，真誠可靠，勇於創新。” 

內部創業者還意識到，他們其實和初創企業競爭，兩者
吸引、挽留和管理人才。無論團隊從事產品開發、人力
資源、信息技術、市場營銷、銷售還是高階管理層，他
們都知道假如辦公空間不能體現公司的文化理想，企
業就無法穩占領先地位。 

 

創業文化新姿態 

隨意安坐，尤其是躺靠，員工可立刻感受到公司文化
與眾不同，更加輕松愜意。Turnstone研究顯示，容許
員工自由選擇辦公地點和方式，以及讓他們自行安排  
 一天的工作，是創業文化的一項關鍵指標。假如企業
鼓勵員工在辦公過程中多變換姿勢，有助締造令人向
往的辦公環境，員工可更積極投入。 

選擇不同辦公姿勢正好給予人自由輕松的感覺，並且
營造創業文化的氛圍。Turnstone的研究表明，18至
34歲的專業人士中，有32% 希望在休閑環境中工作，
當中配備休閑椅、各式擱腳凳、高腳凳以及其他休閑
家具，增添舒適元素，提高工作效率。 

Startx位於矽谷中心地帶，是一家非營利的初創企業
培育組織，Brian Hoffman是Startx的業務拓展負責
人，他觀察員工辦公情況，也發現了這一趨勢。

“假如員工可自由安排工作，則可推進企業文化，
是萬全之策。無論對於年輕人還是老一輩而言，這
點都非常重要，而且極具吸引力。給員工自由，同
時管理工作質量，有助成功達到理想績效。”

Ryan Walsh 

MassChallenge 合伙人經理 
非營利的初創企業培育組織， 
自2010年起推進超過600家新公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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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釋：“這位客戶理解精心設計的空間能推進企業
文化，因此，我們特別從巴爾的摩的老舊排屋中取材，
用再生木創建一面獨一無二的裝飾墻和其他特別建築
細節。我們盡力營造視覺上引人入勝的空間，而從營商
角度看，也要確保空間本身耐用可靠。” °

擁抱DIY精神 

許多創業者和企業內部創業者負責策劃工作的同時，
也會發揮“DIY自己動手”的精神，其實兩者緊密聯系。
無論是采用獨特材料，或者用工藝品裝點四壁，體現
出創始人的熱情所在，一眾創業者都暗自比較，看看
誰的辦公空間更加深得人心，。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分
享照片，突顯他們的喜好和靈感來源，然後鍥而不舍
追求一個稱心空間。

國際設計企業Gensler的室內設計師Dana Verbosh分
享一位客戶的故事，那是一家位於巴爾的摩的科技初創
企業。這位客戶在巴爾的摩的一個地下室起家，如今租
下了鄰近新興地區中一棟建築的整個三樓，該建築為20

世紀的劇院大樓，布滿建築細節，天花板還高23英尺。 

Camfire Slim Table、Skate Table 和 
Footrest創建一個休閑環境，便於開
展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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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 #1:  
營造空間，彰顯文化  

勇於打破一般設計常規，選擇現代前衛的裝飾，營造
活力無限的辦公空間，另一方面，保持商用品質的同
時，也流露溫馨的居家感覺。秉承DIY精神，在空間
裏加入點睛之筆，反映妳的內在藝術品味，毫無保留
展現妳的熱情所在。

“人都在嘗試表達自我。建立身份，樹立品牌。他們的空
間以及收藏品均說明一切。”

Tom Polucci 

HOK 室內設計總監

秘訣 #2:  
擁護顛覆精神

支持企業體系中的內部創業者，給他們提供適當空間，
釋放創造力及真正自由去創新。假如可以，給他們獨立
的實體空間，有助加以塑造創業文化。擁護他們的顛覆
精神，妳的企業將踏上成功之路，穩占優勢。

“企業內部創業者用白板紙、即時貼和草圖來表達新想
法。妳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空間，支持這種互動，展示
這些想法，而創新者可以講述如何實踐他們的構思。”

Enrique Godreau III 

UPGlobal 發展部高級副總裁

UPGlobal是一家非營利組織，致力推動基層領導力和創業精
神，加強社區建設。

   

準 備 開 始

對於一眾創業者、房地產從業者、大企業的
空間規劃人員、設施經理、初創企業的培
育者，以及擁有顛覆式思維的人而言，這
些趨勢有什么意義呢？您在辦公場所裏點
燃或者重拾“創業文化”，真的可以嗎？

我們相信 “絕對可以”。您可以這樣開始：

秘訣 #3:  
提倡真誠和靈活變通

在空間裏添加休閑區域和站高家具，正好搭配符合人
體工學的座椅設計，相輔相成。為團隊設想，表達信
任，並且支持他們自由選擇最適合的辦公地點和姿勢，
促進高效辦公，員工加倍專心投入。在現有空間裏，悉
心增設其他特色區域——安靜的、方便協作的、趣味盎
然的，讓員工真正熱愛他們的工作方式。 

“最受歡迎的區域是咖啡廳，那裏就像一個備有休閑區
的小餐廳。當團隊想要構思或者合作時，大家輕松聚
集工作，倍添活力，也更加高效。” 

Benjamin Dyett 

Grind 聯合創始人

位於芝加哥和紐約的聯合辦公空間，致力創建“零摩擦”的
辦公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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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urnstone.com

Shortcut座椅 一見傾心

 

不需要研究證明，我們也知道現今的工作環境忙碌熙攘。當工作的最後限期迫在眉
睫，而您在會議和專註工作之間穿梭，一把簡單好用的椅子就為您帶來喘息空間。
因此我們特別設計Shortcut座椅。靈活實用加上舒適無比，Shortcut不但簡單好用，
更讓您為之傾心。

彰顯個性：Shortcut座椅備有七種椅架顏色，您可以自由挑選心儀顏色來布置空
間，切合您的個性，彰顯您的風格。我們也提供多種椅墊布面的顏色選擇，您可
以輕松組合屬於自己的獨特椅子。

別出心裁﹕我們深信優良設計之道在於細節，Shortcut椅墊的縫合線處理大膽創
新，加強設計美感。

舒適稱心﹕Shortcut座椅展示獨特的鏤空設計，在短坐之間，您仍可體驗靈活方
便，感到無比舒適。座椅扶手經精心設計，讓您可以靠近辦公桌面。

假設妳被派到一個備受矚目的團隊中工作，而妳負責帶
領企業開展一場文化變革，提升透明度、建立互信並鼓
勵協作。首席執行官根據他自己的願景，並且邀請了某
位知名顧問進行昂貴的調研，然後傳達了這個指令。然
而，妳首先要做的事是簽一份保密協議，確保妳不會向
其他同事透露團隊的工作。 

或者，妳走進了一家大型制造企業的總部，這家企業正
推出新產品，希望重振公司品牌，更安排全新營銷活
動，突出產品的設計感，領導希望藉此讓公司的形象
倍添時尚感，鼓勵員工打破常規、創新思維，為企業文
化註入新能量。然而，這家企業的辦公空間建於1920

年，由一個生產空間改裝而成，放眼都是成排的私人
辦公室，傳統又過時。 

員工面對的現實和企業使命相矛盾，諸如此類的故事
已經司空見慣。“我們一直遇到這樣的事。”Steelcase

應用研究顧問團隊(ARC)實踐負責人Jennifer Jenkins

說道。“使命感或工作意義是引導員工投入工作的重
要因素。”

在全新經濟環境中，全球競爭加劇，員工積極投入是
現今企業成功的必備條件。 

“使命感就是策略、品牌和文化的相交點。”她這樣解
釋。“當這三方面交會，員工自然更積極投入工作，企
業也得以蓬勃發展。我們提出不同策略，期望改善日
常辦公體驗，幫助企業彰顯自己的使命感，真正得以
繁榮發展。”

人 + 使 命 

緊 密 相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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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洛普(Gallup)的全球調查結果卻出人意表，10個員工
裏只有3個積極投入工作，如此低水平在過去十年幾乎
沒有改善。此外，10個管理人員中只有1個被認為是優
秀的管理者，企業為此損失數以十億計。 

蓋勒普調研也指出，假如員工積極投入工作，每股盈
利要高出接近150%。員工的生產力、盈利能力和客戶
滿意度也會提升，同時減少安全事故。 

有什么萬全之計幫助企業實踐使命感呢？Jenkins表
示，其實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立竿見影的靈丹妙藥，
但是可以推行一組行之有效的策略，提升辦公體驗，
改善日常運營，更切合企業目標。這一切都是源自使
命感或者工作意義。

今天，大家都熱烈討論工作意義，想法層出不窮，並且
觸及身心健康、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多個方面。上至達沃
斯世界經濟論壇，下至世界知名企業，大家都在探討如

何將在工作的不同方面融入使命感。全食超市（Whole 

Foods）的聯合創始人John Mackey最近在訪談中
說：“工作不僅僅是謀生，人也需要從事充滿意義的工作，
締造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The Purpose Economy》（目的經濟）一書的作者
Aaron Hurst也積極發表有關使命感的意見。“當人自
我成長，與人建立深刻關系，或者投身於超越自我的
事業時，他們就培養了使命感。” 他在書中這樣寫。“
人們追求個人、人際和社會層面的使命感。”

Hurst表示，追尋使命感並不是新鮮事，古希臘哲學家
早在尋求人生的意義。現今的情況有點不同，追尋使命
感演變成一場運動，或者，如Hurst所言，更演變成整個
新興經濟。在舊有經濟體中，現金為王，工作意義是個
不沾邊的概念，而舊有經濟的失敗，“目的經濟”由此而
起。全球經濟衰退在根本上改變了人的價值觀和側重
點，放大了人對於穩定和意義的需求。如今，工作不僅僅
為支付賬單，人更希望工作能成就更美好的事物——更
好的自己、更好的關系、更好的社區。我們都希望攀上
生存意義的頂峰，實現自我價值。

Steelcase研究員Nicolas de Benoist幾年來一直研
究員工的身心健康和對工作的投入程度。“員工一旦
投入偉大事情，超越自我，也超越眼前的工作，那么他
們更能積極面對日常生活的壓力。”他說﹕“倘若沒有
使命感，便容易受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影響，忘記了
更宏大的目標。”

然而，追尋意義和支持一項事業是不一樣的概念。追
尋意義在於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與妳的個人信念和
長處相吻合，並且理解工作將如何幫助妳找到心中所
想。員工往往整天被要求彌補短處，而不是發揮長處。
但研究表示，假如鼓勵員工運用他們擅長的技巧，基
本上就不會消極怠工。 

使 命 感 的 
公 式 “ 使 命 感 就 是 策 略 、 

品 牌 和 文 化 的 相 交 點 。

 

當 這 三 方 面 交 會 ， 

員 工 自 然 更 積 極 投 入 工 作 ， 

企 業 也 得 以 蓬 勃 發 展 。 ”

在這種狀態下，員工表現出最真實的自我。“沒有真我，
意義無從談起。” de Benoist說道。“這就好比與理念  
 一致的人分享我們的天賦和才能。”

各人朝着共同目標努力，讓人充滿成就感，即使是看似
微不足道的任務，也能聯系到更宏大的目標。在大公司
的環境中，員工往往感覺自己的工作和公司的大目標脫
節，沒有什么關系，甚至覺得自己懷才不遇。“缺乏使命
感的話，人會感到泄氣，甚至感到羞愧。” de Benoist

解釋道。“假如公司可以簡單清晰表達價值觀，員工會
覺得自己的工作與之相關。”

Jennifer Jenkins 

應用研究 
和顧問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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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革 策 略

ARC副總裁Tim Quinn表示，在企業內培養使命
感需要双管齊下。他說﹕“我們研究空間、流程
和技術怎樣影響或支持員工的行為，並且和客戶
開展新的對話，探討如何塑造卓越的工作體驗。” 

Quinn引用谷歌和蘋果公司的例子，這兩家企業
的新總部有意強化業務策略、品牌和文化。“探
索”——是谷歌的使命 ，企業更積極培養透明度
高的文化，因此他們在新園區中特別設計顯眼的半
透明天篷屋頂，下方有綠化空間、零售商鋪和各式
辦公區，格局可配合不同需要。另一方面，在構思意
念時，蘋果公司以采取保護措施著稱，其全新總部
大樓設計也反映這點。 

“目的經濟”掘起並繼續迅速發展，企業將面對重重
挑戰，需要重新審視操守、信念和價值觀，還需要填
補工作行為和期望之間的落差，制訂新政策，重新思
考辦公空間，強化使命感主導的企業文化。一旦追尋
工作意義的動力融入到企業文化中，就會重塑我們的
工作方式、偏愛的合作企業以及選擇方式。為此，先
鋒企業重新探索他們的使命感，學習清晰表達當中的
理念，善用各種工具，確保員工的日常工作緊扣企業使
命。在新時代中，我們都在追尋工作意義，而使命感是
一種新的崗位要求。 °

“空間只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其中一種工具，”Jenkins補
充。“我們幫助客戶以立體的視角思考，尋找適當方
法，在個人和公司層面，鼓勵從事有意義的工作。這
表示我們的工作不僅能影響空間，還有其它影響因素，
如人力資源和信息技術流程，都能為日常辦公體驗註
入使命感。”

文章開首提到一家制造商，一開始提出的要求是改善
企業陳舊的辦公空間，期望在新大樓裏營造鼓舞人心
又靈活的環境。Quiin說道﹕“我們和首席執行官討論，
解釋為何他應該集中培養他理想中的員工行為和企業
文化，而不是單純改造實體空間。”因此他們開展全面
調研，結果曝露企業文化的不足，信任度、透明度、冒險
精神和活力方面均有待改善。 

“我們幫助不少客戶追求使命感，在合作過程中，這樣的
問題屢見不鮮，”Quinn說道。“企業要求員工開展更多
協作，卻只按照個人工作來考核表現和獎勵。企業要求
員工加強創新精神，但又不鼓勵他們冒險。企業還要求
員工運籌帷幄，但員工根本不清楚公司的發展方向。”

在這個案例中，企業訂下新空間的設計意念，期望全
新辦公場所可改善行為模式，締造卓越體驗，建立信
任、提高透明度、培養冒險精神、加強信心活力。在新
的辦公空間裏，領導人員的辦公方式更為流動，員工
容易找到他們。其次，不同角落也安裝了數字顯示屏上，
信息一目了然，加強透明度。再者，新辦公空間也增設
WorkCafé，鼓勵員工跨團隊交流。員工可在WorkCafé

裏自在工作、社交、會面或者休息。辦公室空間經過改
造後，員工和企業更緊密，致力達成使命。

假設一家企業比競爭對手早一步構思新產品，改變整個
行業，最後沒有將產品推出市場，而競爭對手卻搶先做
到，重訂市場規則，成果斐然。首席執行官問﹕“為什么
我們有這么好的構思，但無法更進一步呢？”ARC的評

“ 我 們 提 出 不 同 策 略 ， 

期 望 改 善 日 常 辦 公 體 驗 ， 

幫 助 企 業 彰 顯 自 己 的 使 命 感 ， 

真 正 得 以 繁 榮 發 展 。 ”

喚 起 

使 命 感

估發現，領導層要求的工作和結果與員工考核的準則脫
節。企業鼓勵新產品開發人員有新想法，但是企業文化
和績效考核又不嘉許表現或容許員工彌補失誤。結果，
沒人想在開發過程中分擔失敗，再好的構思也沒有機
會面世。Quinn表示，企業需要仔細審視期望和表現
指標，看看兩者是否吻合，確保企業鼓勵並獎勵有意
義的工作行為，方可解決這個問題。

Tim Quinn 

ArC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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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和客戶一起合作，幫助企業表達和強化使命感
時，ARC常常請他們思考現狀。這些對話通常能顯示
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差距，從而得出一套戰略，將使命
感註入日常辦公體驗。 

假如您正在思索如何提升企業文化和重塑員工行為，
繼而締造深厚的使命感，可以仔細考慮以下問題。

企業應對各個層面的問題，則可以逐漸將使命感註入
日常辦公體驗。 

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1. 使命清晰嗎？各個層級的員工都理解嗎？

2. 使命是否高瞻遠矚和可行？

3. 使命足以推動員工采取行動嗎？

領導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1. 我們的工作內容是否與本身的技術／能力掛鉤，幫
助企業達成目標？

2. 企業使命能建設社區嗎？大眾相信我們能締造
優勢嗎？

3. 挑戰現狀安全嗎？

個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1. 我理解公司的使命嗎？

2. 前景清晰嗎？我的個人貢獻可否幫助企業達成使命？

3. 我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充滿吸引力和意義？

4. 我認同自己的工作嗎？

5. 我有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嗎？

妳 的 使 命 感 

是 什 么 ？

最近由麥肯錫全球管理咨詢企業開展的一項分析指出，
快速成長的商業模型估計在未來5年內可創造100,000

個新崗位，並在2025年為全球經濟註入1萬億美元，這個
模型稱為循環經濟。

Steelcase近日獲邀以100家可持續發展領導企業之  
 一的身份，參與由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成立的國際跨
行業平臺──循環經濟100論壇，一同探索這個激動
人心的構想。其他參與的企業還包括聯合利華、飛利
浦、思科和雷諾。 

平臺旨在加速商業體系轉型，通過創新產品、服務和
方法，盡可能減少浪費、擴大資源修復、創造經濟增
長，取代現行普遍的“拿取、制造、丟棄”商業模式和
消耗模式。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於2010年由麥克爵士設立，當時
她剛剛獨自完成揚帆環遊世界，並以最快的速度刷新
世界記錄。基金會和循環經濟在商業領域中越來越
受關註，福布斯最近將循環經濟稱為“帶來盛世的構
想”，麥克爵士也獲邀於去年3月在溫哥華舉辦的2015 

TED大會上發言。

正如麥克爵士所說，她的揚帆經歷徹底改變了她對世
界可以（或者說應該）如何運轉的想法。她說，如果妳
揚帆環遊世界3個月，妳會帶着所有妳需要的物品，那
就是妳全部的家當。 

從某個角度看來，我們正在資源有限的世界裏航行。盡
管企業使用能源和材料的方式遠較以前高效，但是我們
作為世界經濟整體正在消耗更多，在有限的資源裏探得
更深。隨着發展中國家的30億消費者即將於2030年晉
身中產階級，能源價格也將繼續攀升，如今線性的經濟
模式必將無法滿足未來消費者的需求。 

循環經濟： 
重新思考全球發展的方式

循環經濟對 
世界有何影響？

環境
關註材料、能源和資源的有效設計和使用，優化
可持續性。 

經濟
通過發掘新商業機會和升級產品/服務，降低風險，
建立復原力。

社會 
建立框架，創建讓每個人都安居樂業的世界。 

傳統的線性經濟

拿取資源

修復 
有用的資源

維持/回收
資源

使用 
可再生資源

使用資源 丟棄資源

可持續的循環經濟

在Steelcase，我們清楚知道顛覆性創新既復雜又充滿
挑戰；向前邁進意味着摒棄過去的方式以及“一切照舊”
的做法。比如，我們在2004年推出為循環經濟而設的
Think® 座椅，創出一時佳話，成為全球第一把獲得從搖
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認證的相關產品。2012

年，我們重新思考Think座椅，希望帶來更多創新，利用
更少的零部件創造更多價值，讓座椅更耐用，人體工
學性能更佳。同樣地，我們創新的回收利用項目也在
不斷演化，包括北美的ReMarket™二期以及法國、瑞
士、比利時和盧森堡的Eco’Services項目，為客戶提
供垃圾填埋場以外的選擇，幫助客戶重新設計廢物流。 

21世紀充滿創新機遇，如果我們能擺脫過時的經濟
框架，便有機會迎來正面的改革，見證前所未有的改
革規模和速度。 °

可持續發展焦點

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循環經濟， 
請訪問 
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什么是 
循環經濟？ 
以全新方式重新思考並設計產品的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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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顧問公司特設各種空間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獨領風潮
離底特律不遠，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辦公員區裏
有一棟稀松平常的大樓，而裏面正在發生非比尋常
之事：北美最大的人體工學顧問公司正在撤底改造
他們的辦公場所，希望以全新的方式滿足員工和企
業的需求。 
  這次撤底改造勢在必行，Humantech公司在短短幾
年間就見證了辦公方式的巨大變化，有些是所有企
業都在經歷的宏觀變化，比如邁向全球的經濟、流
動性更高的員工、迅速發展的技術、以及不斷改變
的辦公風格和員工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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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運營方式也在改變，越來越多工作以項目和團
隊形式進行。顧問經常要飛到北美和歐洲的客戶所在
地出差，團隊裏有一半人常年在外出差。公司裏有五
分之一的員工在其他城市辦公，或者常駐客戶所在地。
員工在流動和分散的模式下工作，電話會議和網絡會
議已經成為慣例。 

只有Humantech的工作環境一成不變，正如妳所想那
樣，雖然其設計符合人體工學，但是空間間隔早已過
時，比如向所有員工提供專屬的辦公室，而這些位置
卻經常空着。隨着工作越來越講求協作，這種間隔已
幾乎沒法提供協作辦公的空間。

企業自身的商業模式也在改變，Humantech之前只專
註於顧問管理，短短幾年間，便已轉型為一所結合顧
問與軟件業務的企業。 

自從Humantech和世界五百強企業合作以來，領導層
便知道他們和很多其他公司一樣，都在應對各個層面
的變化。但是Humantech在客戶面前的形象卻成為一
項挑戰。總裁James Good說：“長期以來，我們將自
己定位成辦公場所內的人體工學專家，現在必須在其
他領域也保持領先：支持移動辦公、協作辦公，提供
更健康、更理想的辦公環境，吸引優秀人才，充分應用
技術。我們的企業以及辦公方式已在不斷演變，是時
候改造我們的辦公室了。” 

 

除非這是為未來做準備，不然我們就不做

Humantech總裁Good和由5名經理組成的團隊收集
員工意見，從而制定出辦公室的策略。辦公室除了要
支持移動辦公和協作辦公之外，他們還意識到要促進
員工身心健康，而不僅僅只是符合人體工學。措施包括
設立私密空間，讓員工可以專註工作，或者暫時遠離當
下，好好反思或休息。

最重要的原則是：“如果這不能支持未來的辦公方式，
我們就不做。”Good說道，強調企業適應未來變化的
意願和能力。“就算進駐了新的辦公空間，辦公環境
的轉變還是會繼續。” 

在新的辦公室裏，80%的空間沒有指定用途，任何人都
可以在需要時進去使用。所有桌面都可以調較高度，無
論是坐着還是站着，都可以得到合適的支持。 

Good指出：“公司選擇的座椅仿佛象征着企業發生的
變化。以往工作模式傾向在桌面前專註工作，我們便選
擇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座椅。但隨着工作模式改變，
員工現在利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工作，工作時會扭
動身體、轉來轉去，這也是我們選擇Gesture的原因。” 

Buoy座椅的設計符合人體工學，並且方便移動，因此
廣受歡迎。“我們常常被問道，‘妳覺得坐在健身球上
怎樣？’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給出了精心設計的答案：
我們更喜歡Buoy。靜坐時座椅傾斜5度，前傾時傾斜
12度，並且不會超過這個角度，非常穩定。不論是高大
還是嬌小的使用者，都可以調較並使用同一個Buoy。
座椅重14磅，可以直接拿起來移動。Buoy是一個令人
驚嘆的產品，也是我們辦公室裏最受歡迎的家具之一。” 

另一方面，Humantech認識到，移動協作的員工也需
要專註思考的空間，因此在辦公場所加入了五個全封
閉或半封閉的安靜空間。“有些人需要換空間來給腦
力充電，我們有義務向他們提供這樣的地方。而且，無
論妳的性格是外向還是內向，有時候都需要私密的空
間。”Good說道。 

協作無處不在

辦公室裏到處都是協作空間，除了支持協作的個人工作
位外，還有幾個非正式的會議空間，為大型或小型團隊
提供靈活的辦公區域。此外，也有幾個不同大小和配置
的客戶演示室和會議室，裏面的橫式檔案櫃背靠背擺放，
為站着協作的員工提供桌面。在大堂空間或公司新設立
WorkCafé裏，員工可以輕松協作。WorkCafé是一個結
合咖啡廳、辦公和會議區域的混合空間。

除此之外，辦公室還設有media:scape協作配置。商業
開發總監和策劃團隊成員Kent Hatcher說道：“我最喜
歡視頻協作。這裏沒有投影儀，也沒有F5按鍵，只要插
入設備，就能展現屏幕上的內容，既快捷又方便，成為互
動和分享信息的全新方式。”

在Humantech新設立的 
WorkCafé裏輕松協作。 
WorkCafé是一個結合咖
啡廳、辦公和會議區域的
混合空間。

“我們的企業以及辦公方式已
在不斷演變，是時候改造我
們的辦公室了。”
 James Good 

 Humantech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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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tech認識到，移動協作的員工也需要專註思考
的空間，因此在辦公場所加入了五個全封閉或半封閉
的安靜空間。

促進身心健康

Humantech使用自身研發的Ergopoint®軟件來評估
辦公場所的人體工學性能，“確保沒有讓用戶感到不適
或造成疼痛的盲點。”但是，辦公場所符合人體工學只
是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其中一種方式。除此之外，室內
充分的日照也非常重要，讓每個人都擁有良好的視野；
加上各式各樣的空間，讓員工采用不同的姿勢和風格
工作。這個項目具有高度的可持續性，得到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NSF)頒發的可持續性認證。NSF規範和
LEED相似，采用4級認證的積點體系。Humantech

得到最高的白金級認證，成為第三家榮獲NSF可持續
性認證的專業服務企業。 

 

培育企業文化

支持員工、辦公流程和身心健康的辦公場所不僅能提高
員工的工作表現，還能培育企業文化。比如WorkCafé

就是集辦公、餐飲和會面於一身的理想場所，而它最
有價值的地方可能在於促進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顧
問總監兼規劃團隊成員Winnie Ip表示，出差2周後，
特別希望和同事們重新聯系：“我就在WorkCafé裏坐

了一整天，想要看到人們走來走去，倒咖啡、喝水等等。
盡管我一直在工作，但是有一種身處咖啡店的感覺。”

“我之前一直不在辦公室，那天我有機會和每個人打個招
呼，大家都這樣使用WorkCafé。那天我甚至沒有坐到
我的辦公位上。到了第三第四天，當我回到以往的工作
節奏時，我挑了一個可以和其他顧問交流互動的座位。”

客戶也喜歡這個空間。“以前客戶來我們的辦公室，我
們就呆在會議室裏一起工作8個小時，感覺並不舒服。
現在我們可以在放着沙發的房間裏工作，開展更多深
入的討論，相比隔着一張桌子坐着，這樣更能建立良
好的工作關系。我們的客戶通常都是來自美國的世界
五百強企業，基本都在沉悶的大型辦公室裏工作。他
們第一次看到這個環境時都驚呆了。” 

正式和非正式會議空間，設有media:scape
協作裝置和白板，方便員工分享信息。

建立關系

Humantech的業務建立在關系之上，全新的辦公環
境正好促進這種關系，而這也要歸功於Steelcase。 
Winnie Ip說：“我們之所以找到Steelcase，是因為
他們不僅是一家家具制造商，也是一家研究機構。 
Humantech同時非常注重科學和研究，我們一拍即
合，在新的辦公空間裏發揮所長。”  

商業、市場和行業日趨變化，人才和技術的流通性更高。
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經濟環境中，Humantech將辦公環
境視作靈活的資產和企業的基石， 能適應變化、吸引
人才，給文化註入活力，讓品牌煥然一新。我們相信一
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紛紛前來效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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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亞太區

Think榮獲2015年澳大利亞優秀設計獎

2015年澳大利亞國際設計大獎(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早前公布得獎名單，Think座椅奪得家具
及燈飾類別的“優秀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殊
榮。Think座椅可以因應需要而靈活調節，並結合不同
的創新元素，比以往更具可持續性，成為經典所在。頒
獎典禮於5月29日在悉尼舉行，與Vivid悉尼燈光音樂節 
 一同點亮城市。

澳大利亞國際設計大獎至今已經有50年輝煌歷史，在本
地以至世界各地推廣嶄新、創意無限和設計優良的產品，
目前以“澳大利亞優秀設計獎”(Good Design Australia)

為名舉辦。

Impact系列匠心獨運 打造辦公室新元素

Impact系列靈活獨特，充分展現卓越功能和優雅美感的完美
結合，為行政辦公空間帶來極具現代感的明快設計。Impact系
列經精心重新設計，切合現代優秀高管人員的需要，營造更高
效利落的空間。系列產品配備不同桌腳、支撐件和辦公桌面以
供選擇，巧妙配合多種房間配置。辦公桌更附設集成電源管理
系統，外觀盡顯簡約美。

最新動向

2015年國際企業地產協會峰會

2015年國際企業地產協會峰會（CoreNet Global Summit）於3月17日至19日在香港舉行，Steelcase為是次峰會的
鑽石贊助商，並舉辦其中一項活動，讓峰會出席者有機會參觀位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的全新設計學院。賽馬
會創新樓由知名的扎哈．哈迪德建築事務所（Zaha Hadid Architects）設計，而設計學院在2013年落成，展示最新的
Steelcase教育解決方案和洞察結果。

國際企業地產協會旨在連系企業房地產專業人員，重點提升房地產知識，並通過舉辦不同的教育活動，提供業界交
流機會，促進個人卓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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