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導讀

員工投入工作是企業的致勝之道，然而相比以前，越來越
多深具潛力的員工逐漸被工作磨蝕，無法全身投入其中，
變得難以起勁、效率低下、壓力過大，甚至沒有精力發揮
創意、與他人成功協作，以及交出企業滿意的創新方案。

管人員使用。隨著工作節奏日漸急速，同時也變得費勁
吃力，隱私空間仍然不足，但員工對此的需求卻越來越
高。缺乏隱私是大多數員工對辦公場所最為不滿的地方，
而這種供求的失衡情況已形成了危機。

一般來說，問題的根源並非因為企業雇傭了不適合的人，
而是因為他們忽略了培養員工敬業度的關鍵因素：提供
員工不時需要的隱私空間。如今大多數辦公場所的設計
都只着重為員工提供協作空間，隱私空間只留給少量高

Steelcase的研究人員研究全球的隱私危機，得出幾種
員工理想中的隱私環境。我們善用這些洞察結果，切實
思考如何設計具隱私感的辦公場所，幫助企業提升個人、
團隊以及公司整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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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設計比賽
比賽吸引超過600名學生參加，5名進入決賽，1
名冠軍最終誕生，但最大的贏家其實是整個設
計界。

作家和顧問 David Rock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
鑽研大腦的運作方式，以及理解干擾對工作中的
人的影響。企業如能了解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和思
考竅門，對本身發展而言非常重要，也能藉此改
善我們的身心健康。
blog.davidroc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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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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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案例：重新思考隱私空間
TAQA在阿布達比成立新總部，員工身在其中可緊
密協作，將傳統企業價值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數字媒體公司Groove展示全新辦公空間
曾經老舊的工業大樓經精心改造，專為員工共
創過程、集思廣益和投入工作而設計，如今躍
升為“巴爾的摩最酷的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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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危機
大多數企業知道他們的員工未能在每天的工作中充分發揮潛質，但當中只有少數知道如何培養員工的敬
業度。全新的Steelcase研究給這個僵局帶來了一線曙光：除了支持小組合作的空間外，世界各地的員工
也需要私密性空間來專注工作和充電。可惜，今天的辦公場所總是缺乏私密性空間，因此我們需要重新
思考辦公場所的設計，採用全新方式來優化空間，才可解除危機。

太多噪音了！
科學界警告：太多噪音會危害我們的心臟、大
腦，以及聽覺。對個人還是團隊而言，每當面
臨繁複的工作或者需要發揮創意時，減少噪
音，就是提高成效。

62

安靜的一群
內向的員工需要安靜和私密的空間，才可充分
發揮能力。
thepowerofintroverts.com

本雜誌中發表的文章不可經任何形式複製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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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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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趨勢

提升員工的敬業度：
辦公場所至關重要
蓋勒普的研究發現表明，幫助企業提升員工敬業度的一個
重要方式就是關注他們的身心健康。Steelcase的研
究也指出辦公場所的重要性：物理工作環境對員工的
身心健康以及敬業度有着強烈的影響。
一項由Steelcase委託、經全球調研機構IPSOS在全世
界14個國家10,500名員工裡進行的研究所統計出的資料
為所有認為辦公環境並不重要的領導人敲響了警鐘——
對工作環境滿意度頗高的員工往往敬業度也最高。

這項由Steelcase委託、經全球調研機構IPSOS對10,500名員工進行的調研
指出：員工對其工作環境的滿意度與他們的敬業度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這些敬業度最高的員工往往對辦公環境也最為滿意。

調研國家：
法國

俄羅斯

德國

土耳其

比利時

美國

荷蘭

加拿大

西班牙

墨西哥

英國

印度

波蘭

中國

敬業度

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企業而言，員工敬業度缺
失就像一場病毒——很難診斷、肆意傳染、難以治癒。
在全世界範圍內，缺乏敬業度的員工繼續超越具有敬
業度的員工數量，根據蓋勒普在142個國家進行的最新
研究《全球工作場所狀況》，這個比例大約接近2：1。缺
乏敬業度的員工往往表現得不開心、效率低，很難對企
業做出積極貢獻，而且他們的負面影響還會產生數量
驚人的衍生物加以傳播。與之相反，具有敬業度的員工
效率更高，流失率更低，缺勤率更低，能給企業帶來更
高的利益——他們是每一個企業都想要培養的一群人。

辦公場所滿意度 + 敬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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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缺乏敬業度的員工對他們的工作環境表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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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集中注意力

可以自由表達並分享我
的想法

感到放鬆、平靜

身體可以在一天中四處
活動並變換姿勢

移動辦公者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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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和企業文化有
歸屬感

可以在團隊中工作，但
不受干擾、不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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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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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敬業度的員工對他們的工作
環境也不滿意

不滿意

%

可以社交，和同事們進行
非正式的、放松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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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不滿意

辦公場所滿意度

欲獲得更多調研的細節內容，
請下載360 iPad APP 或訪問 360.steelc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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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新的
工作日

Lagunitas由Toan Nguyen和Coalesse聯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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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CEO
Mayer Now
Requiring
Remote
Employees
to Not
Be (Remote)
辦公場所的能量：
辦公室復興

作者：Steelcase Inc. 全球傳訊副總裁 Gale Moutrey

ALL THINGS DIGITAL

雅虎公司首席執行官Marissa Mayer在2013年要求員
工“重返辦公室”
，當時引起媒體一陣譁然。大家不禁揣
測這個要求背後的真正意圖：因為她不相信員工真的在
工作？還是想向員工表明，她堅信大家在同一個實體空
間裡工作，更能群策群力並發揮創新精神？
我們和全球多個領先企業合作，過程中發現不少領
導者都贊同Mayer的做法，因為他們也擔心遠程工作
這個日漸備受認同的工作模式會走向極端，繼而影響
員工敬業度。

蓋洛普（Gallup）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全球有87%的
雇員感到自己在工作中“不是很投入”或者“處於怠工
狀態”
，即是說他們在心理上對所屬的辦公場所感到
疏離，導致工作效率下降。有時候，這些消極怠工的員
工對企業來說絕對是毒藥，國家和企業都要為此付出高
昂代價。蓋洛普估計，單單在美國，員工不投入工作而
造成的損失就高達每年4,500億至5,500億美元；在德
國，這一損失也達到每年1,00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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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 Moutrey為全球辦公傢
具領先企業Steelcase Inc.的
全球傳訊副總裁。她於1984年
加入Steelcase Canada，曾從
事銷售領導、產品營銷以及傳
訊工作。Gale負責領導一支分
佈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團隊，經
常與全球不同的領先企業合
作。全球商業環境變得越來
越錯綜複雜，她深信辦公場所
比以往更為重要，能夠幫助員
工投入工作，提高他們的身心
健康水平，從而幫助企業真正
向目標邁進。

蓋洛普同時發現，相反地，員工敬業度較高的企業可專
注為本身創造價值，從而提高生產力、增加利潤、減少
流失率、降低缺勤率，甚至避免安全事故發生。也許正
因為如此，像Mayer這樣的首席執行官紛紛召喚員工
重返辦公室工作。這些首席執行官當然知道還需要考
慮多方面因素，才可提高員工敬業度，但他們憑直覺
深知辦公場所就是關鍵所在，也明白在辦公場所凝聚
員工就是第一步。
但以往的辦公室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今天需要一
場辦公室復興，改變辦公室過往的形象，創建員工理
想中的辦公場所，讓員工自願想來上班，而不是覺得
上班是身不由己。
Nikil Saval在其最新熱門著作《Cubed》中，講述辦公
室的發展歷史，並且推測在可見未來，工作不再限於一
個場地。正當這觀點在媒體圈越來越流行之際，我們
的研究卻得出截然不同的見解。
2014年，Steelcase在全球14個國家進行調研，證實員
工對工作環境滿意度越高，敬業度也越高。這些員工不
希望依循過去的工作模式，而是需要一個精心規劃的辦
公場所，讓他們在身體、認知和心理層面上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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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層面的健康

心理層面的健康

認知層面的健康

在以往的辦公室，由於員工需要久坐工作，並盯着
固定在桌上的電腦，因此企業主要關注員工對人
體工學設計的需要。今天，我們認識到日常多活
動身體非常重要，而新科技也推動工作的流動
性。與此同時，我們坐着時也需要不同類型的設
備來支撐身體。

神經學家瞭解到社交互動的多少和素質大大影響
我們的身心健康，假如一個人缺乏有素質的人際互
動，便會難以投入工作，無法與他人協作、創新思
考、解決問題或對改變抱持開放態度。

今天的工作對體能和精神的要求都非常高，員工
需要在一天中處理信息、解決問題、構思新想法
並不斷創新，這些都需要動用到前額葉皮質，而
這個大腦區域負責處理大部分工作的，因此工作
量常常超出負荷。

久坐不動會減慢新陳代謝，引起脖子痛、背痛、注
意力下降等問題，並影響精神狀態和認知能力。因
此，身體活動非常重要，在工作時保持身體充滿活
力和精神煥發，正好體現思想的關鍵所在，故此我
們可多加變換姿勢，刺激思維。我們的研究證實，
在敬業度高的員工中，有96%在工作時也會自由
活動並且變換姿勢。
員工如今需要長時間工作，有見及此，企業應為他
們提供各種室內和室外空間，支持員工變換姿勢，
並且鼓勵他們多加走動，保持活力。隨着員工年
齡增長，我們也應瞭解是否需要改變其他辦公環
境元素，例如光線、聲響以及設備的可調節程度。

不論是跨區還是越洋，遠程工作模式越來越普遍，
假如辦工場所不能支持並促進互動交流，員工也難
以和同事溝通聯繫。團隊需要一個能舒適與隊友
接觸的地方，在那裡可清楚傾聽彼此見解，輕鬆分
享信息，構建社會資本，並成功達到“思維共享”，
由此激發團隊創意並帶來成果。
良好工作關係可以提高員工的責任感，他們會更願
意為企業、品牌和目標而努力。在敬業度最高的員
工中，有超過98%的人表示，他們的辦公場所讓他
們對公司和公司文化更有歸屬感，並且能自在表達
並分享自己的觀點。因此，企業應確保員工與他人
保持深厚聯繫，並讓他們知道無論身處何處，都能
得到公司的重視。企業必須締造每個員工都能平等
溝通和貢獻的辦公場所，從而建立信任，而這種信
任正是協作的先決條件。
辦公場所需要幫助員工減低“負面”壓力，讓大腦
舒適自在地發揮創意。在人們倍感壓力時，創造力
和構思能力都會被削弱，而構思正是創新的命脈。
我們的研究也再次表明，相比那些倍感壓力的人，
員工身處能讓自己覺得充滿活力並且獲得支持的
辦公場所，就是敬業度最高的一群。

相比以前，我們現在需要處理的信息日益增長，不
止數量龐大，而且來得更迅速。然而，我們的思緒
平均每三分鐘就會被打斷一次，而僅僅是短暫到
幾秒鐘的干擾也會令我們犯錯的機會增加一倍。
在專注工作之間思緒卻被打斷，我們需要23分鐘
才回到本來的“心流”狀態，即全情投入、專心致
志的狀態。同時處理多項工作不能幫助我們解決
問題，反而大幅削弱我們的認知能力，情況就像
通宵工作一樣。
Steelcase的研究發現，在敬業度高的員工中，有
98%的人表示他們很容易聚精會神工作，95%的人
表示能參與團隊工作並不會分心。這意味目前的辦
公場所需要幫助員工處理日常的認知超載問題，讓
他們可以集中注意力，又或者為員工在日常工作中
提供喘息機會，讓他們可以達到“正念”狀態 ，全
面投入當下。此外，辦公場所的設計也要讓員工感
到能掌控環境，減低他們的壓力，啟發思維，而思
考之道在於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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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生態系統

員工身心健康無疑是企業的寶貴資本。領先企業深明良
好的辦公場所可以推動企業落實發展策略、建設品牌
以及企業文化，但他們也常常為此苦惱，總是希望找到
一個具彈性和在經濟上切實可行的方式。

此外，這生態系統內的空間應方便員工在一天當中改
變工作姿勢，包括安坐、站立還是四處活動，辦公場所
也應同時支持各項工作和滿足多種技術所需。同樣，人
總需要存在感，無論在實體空間還是在虛擬空間裡，他
們都能與他人開展有素質的互動交流。由於遠程工作
企業要有效落實發展策略，重點是將辦公場所設計成
的員工不是和團隊身處同一個實體空間，在視覺或聽
一個生態系統，由互相聯繫且相輔相成的空間所組成，
覺上往往處於弱勢，因此這些辦公空間的設計旨在儘
能夠滿足員工在身體、認知和心理層面上的需求，並
量減少所謂的“存在感差異”
（presence disparity）。
讓他們自由選擇和掌控工作的地點和方式。這種控制
當工作團隊成員越分散，就越需要一個合適的辦公場
權和選擇權不但可培養員工的敬業度，更是今天員工
所，方便員工輕鬆透過影像溝通，猶如親身彼此互動
的新身份象征。
交流，他們會更投入其中。
這個生態系統需要包括一應俱全辦公環境或全面的空
間組合，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且讓員工接觸到為
工作而設的工具和技術。企業應平衡小組合作和個人專
注思考所需的空間，並應在辦公空間中設置互聯的區
域和環境，支持多樣化的工作模式和思考方式，兩者
對於激發創意都非常重要，進一步引領企業實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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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與全球企業合作的過程中，企業紛紛表示他們
需要適合的辦公場所，可以促進協作、吸引人才、讓員
工全情投入、幫助企業建設品牌和文化，並提高員工
的身心健康。為此，企業應建立一個由各種空間所組
成的辦公室生態系統，以支持員工身體、認知和心理層
面上的健康，同時制定更具彈性的物業善用策略，在不
增加占地面積的條件下，增加空間的靈活度和適應力。
在眾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中，許多首席執行官都認為員
工敬業度是他們如今所面臨的首要挑戰。員工缺乏投
入感所造成的損失不但令人擔憂，企業因此而錯失的
機會更是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些面臨員工敬業度挑
戰的企業，同時坐擁龐大機遇。雖然我們不會天真得以
為僅僅復興辦公場所就能解決敬業度問題，但是企業領
導者卻不能忽視辦公場所的影響力。Steelcase相信良
好的辦公場所能夠提高員工敬業度，從而改善員工、團
隊以及企業的績效，並最終釋放員工的無限潛能。

°

深入瞭解
假如你想深入瞭解本文中一眾專家提出的獨到觀點
和洞察，請參見以下資源：
身心健康的六大層面
steelcase.com/wellbeingvideo
視頻: Steelcase品牌宣傳短片
steelcase.com/inno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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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
危機
耗損
員工敬業度
世界各地的企業都面臨種種全新問題，因此努力尋找
嶄新方式，以便分享信息、凝聚知識。基於充分考慮，
協作已經成為企業發展和創新的強大推動力。儘管
現今的辦公場所看似有利協作，但是大多數管理層
仍然不滿公司本身突破的速度和頻率。雖然他們尚未
掌握公司的發展前景，他們仍然雇用新人才，精心設
計一些時下流行的團隊空間，增添科技設備或者加強
團隊培訓──可惜仍然沒有如願以償。
概述

14

|

問題

洞察

行動

企業需要更努力創新，為此，員工應當充滿活力、全
情投入，才可用嶄新方式彙聚各方想法。然而，員工
敬業度如今在世界各地都處於低水準，情況令人擔憂。

協作對創新過程至關重要。然而，我們常誤以為協
作總是集體活動，事實上，人們同樣需要時間獨處，
好讓自己處於最佳的思考狀態。可是在今天的辦公
場所裡，員工難以找到可以全神貫注、靜心思考或者
充電的私密性空間。辦公場所裡缺乏私密性，正耗損
員工敬業度，儼然構成眾多企業的一場危機。我們的
研究發現，人們需要控制信息和刺激來源，以獲取他
們所需要的私密性。

若我們僅僅回歸到以往的封閉式辦公室設計，並不能
解決問題。人們需要各式各樣的空間，可以自由掌控
並選擇自己的工作地點和方式。我們發現了五種員工
遇到的私密性處境，期望藉此得出一個滿足所有需要
的辦公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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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研究團隊總監Donna Flynn解釋﹕
“無
論在公在私，人需要私密性是基本天性，情
況和需要群體一樣。”
D O N N A F LY N N

矛盾的是，大多數用來促進協作的努力居然導致情況
惡化。Steelcase的全新研究表明，員工合作無間固
然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一旦
過頭，反而適得其反。

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研究團隊總監Donna
Flynn解釋﹕
“無論在公在私，人需要私密性是基本天
性，情況和需要群體一樣。當人們越發加強協作，獨
處的時間就越重要，可以不受打擾，專注運用專長，
對眼前的挑戰推敲出切實獨到觀點。同時，人們也需
要私密性空間來解壓放鬆和充電。”

環顧各國企業，互動太多，私密性太少，兩者已經陷
入危機比例，大幅耗損員工的創造力、生產力、敬業
度以及身心健康。
“我們的研究帶出一個重點，不是說我們要一夜之間都
要回歸到私人辦公室的格局，而開放式佈局本身也不
毋庸置疑，企業需要方便同事接觸彼此，才可造就成
該受千夫所指。世界上並沒有最佳辦公空間設計的
功協作，但同時也需要給每個人保留集中思考、充電
劃一標準，關鍵在於平衡。適當權衡私密性空間裡的
的時間和空間。今天，在不少辦公場所中，企業並沒
工作以及在團隊空間裡的合作，對任何期望創新求進
有將私密性當作必須的設計考量。
的企業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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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場所滿意度高提升員工敬業度

拼命尋求
私密性空間

員工史無前例公開抱怨工作中缺乏私密性空間。博客
和網上聊天室裡充斥人們對於開放式辦公空間裡日常
生活的吐槽：很容易分心，環境充滿壓力，完成自己本
身的工作也是相當困難，而不少人也表示簡直不能“感
受”自己的思考。一個高端耳機品牌瞄準商機，採用了
這麼一個廣告概念：戴上耳機，你就能聽見喜歡的音
樂，或者享受片刻寧靜，躲開同事的聲音。可是，這個
廣告並沒有告訴你，戴着耳機隔斷了你聽取並參與交
談的機會，但這很可能對你的工作非常重要，隨之削
弱開放式辦公空間的這一潛在優勢，而聲音干擾只是
問題的冰山一角。
與此同時，除了網絡和廣告圈裡的喋喋不休，其他明
顯跡象也逐漸浮出水面，員工缺乏私密性是企業高管
需要立刻關注的問題。
蓋洛普（Gallup）近期發佈的全球辦公場所狀況報告，
當中指出全世界只有11%的員工投入工作並且得到啟
發，63%的員工則漫不經心，他們缺乏動力，不太願
意付出努力以實現公司目標或達成業績。但是進一步
剖析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花20%的時間遠程工
作的員工是所有受訪者中敬業度最高的一群，至少美
國的情況是這樣。這一發現表明，這些敬業度高的員
工可以在辦公室裡和一眾同事適度協作互動，也可以

遠程完成個人工作，得到所需的私密性空間。然而，很
多企業領導意識到，准許員工在需要時隨時回家辦公
並不是一種高效做法，因為這樣會削弱了一條文化“紐
帶”
，難以啟發員工及將他們和企業目標聯繫起來，不
但未能加強創新，反而對此造成威脅。
此外，Steelcase近期委託全球調研機構IPSOS在歐
洲、北美、亞洲對超過10,500名員工進行辦公場所研
究，證實辦公場所中的私密性空間不足，是全世界都面
臨的問題。這一調研結果指出，員工總希望能夠聚精會
神、與團隊共事但不受干擾，或者根據手上的工作而選
擇辦公地點，卻是普遍未被滿足的需求。

Steelcase近期委託全球調研機構IPSOS進行研究，顯
示員工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和敬業度之間有很大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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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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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4500–5500億美元

自由表達並分享想法

1120–1380億歐元
澳 大利亞

548億澳元
英國

95

%

在團隊共事，但不受干擾

感到放鬆、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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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然而，敬業度最高的11%的員工相對而言擁有更多私
密性空間，他們也更為滿意辦公場所。相反，強烈不
滿辦公環境的員工是敬業度最低的一群。這一研究證
實了Steelcase研究人員的觀察：辦公場所確實影響
員工敬業度。

95

|

只有1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非常滿意辦公環境，他
們同時也是敬業度最高的一群。這些受訪者覺得在
所屬的辦公場所中，他們可以：

德國

%

18

員工敬業度不足的代價

88

%

520–700億英鎊
2013年蓋勒普全球辦公場所狀況報告

根據手上的工作，
在辦公場所中選擇合適的工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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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公司和企業文化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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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氾濫成災

欲瞭解Susan Cain和Steelcase
合作設計的Quiet Spaces系列
如何滿足內向者的需求，請參見
第62頁。

員工別無選擇，不得不在充斥各種刺激源的環境中
工作，就是影響員工對辦公環境的滿意度以至敬業
度的其中一個誘因。暢銷書《安靜：內向性格的競爭
力》（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的作者Susan Cain表示，不少人
需要身處寧靜環境才可發揮優異表現。儘管如此，她
爭論道，團隊合作常常淩駕於其他工作方式之上，結
果很可能造成被稱為“團體迷思”的心理現象，即是
人們總是傾向屈服于同輩壓力，隨波逐流，而不是特
立獨行而提出不同觀點。
展望前路，Cain表示﹕
“我們不是從此不再面對面協
作，而是改進協作方式。”相較於僅僅提供開放式的
辦公環境，Cain敦促企業“創造人們身處千變萬化的
互動中可以自由活動的環境”
，而需要專心工作或獨
處時，這個環境能夠讓他們藏身在某個私密性空間裡。

（訪問David Rock，
請見第52頁。）

David Rock是一名績效管理顧問以及《大腦在工作》
（Your Brain at Work）一書的作者，他說明了神經科
學的一項最新發現。他說，隨着我們每天需要處理的
信息不斷增多，干擾也隨之不斷湧向我們，大多數員
工正受信息氾濫成災影響。科學研究表明人體中的前
額葉皮質處理大部分知識性工作，Rock說這塊區域
很小，但能耗大，很容易受干擾。許多研究人員的調研
證實，指望一個人能夠同時處理多項工作根本是一廂情
願。人每次只能全神貫注在一件事情上。當我們試圖同
時專注處理兩件都需要記憶的工作上時，就很容易被干
擾，結果連一件事情也做不好。現實如此，在當今的工
作環境中，企業要達成最佳績效比幾年前要困難得多。

每個人控制干擾的方式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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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平常的早晨，我們也會下載新郵件，
許多人不得不在半小時裡處理所有信息，
而按大腦正常運作速度，其實需時一到兩
天才可以完成。”

分心的後果

D a v id R oc k

11

23

分鐘
就被打擾一次

分鐘
回到心流狀態

當我們試圖投入工作時，平均每
11分鐘就被打擾一次

被打擾後，我們需要23分鐘回到
本來的“心流”狀態，即全情投入、
專心致志的狀態。

（來源：加州大學爾灣分校，Gloria Mark）

Rock表示﹕
“我們越來越懂得分享信息，發展各種協
作所需的軟體、技術和工具，正是因為信息如光速般傳
播……面對高效的信息流和通訊，我們竟然遇到最終的
瓶頸，那就是我們專注和決策的能力。在一個平常的早
Rock解釋，問題出於大腦中控制脈衝的神經網絡，也
晨，我們也會下載新郵件，許多人不得不在半小時裡處
被稱為大腦的制動系統，這部分很容易感到疲憊。即是
理所有信息，而按大腦正常運作速度，其實需時一到兩
說我們一旦因某些事情而分心，要制止我們不被別的事
天才可以完成……我們絕對是挑戰極限，竭盡所能。”
情分心會更難。他打了一個比方，比如把你的腳當作摩
辦公室員工平均每三分鐘就被數位設備或其他人打擾一 托車的剎車。“用你的腳剎車很有效，直到你開動摩托
次。這些分心情況引起具有破壞力的漣漪效應。加州大 車，干擾就出現了。被干擾之前，你可以避免自己不分
學近期完成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每當出現一次干擾，思 心，但一旦開始被干擾，就如你一旦開動車子，你這個
緒需要23分鐘才重回到眼前的工作上。
剎車就難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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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處理多項工作，
智商降低5分

同時處理多項工作，
智商降低15分

當女性同時處理多項工作，認知
水平下降，相當於智商5分

當男性同時處理多項工作，認知
水平下降，相當於智商15分

（來源：倫敦大學，Glenn Wilson博士）

許多研究人員的調研證實，指望一個人能夠同時處理多項工作根本是一
廂情願。人每次只能全神貫注在一件事情上。當我們試圖同時專注處理
兩件都需要記憶的工作上時，就很容易被干擾，結果連一件事情也做不
好。

360.steelc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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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曝光？

我們可以在環 境中控制外部干
擾，如聲音或所看見的事物，但
是控制內心干擾的方法則因人而
異。我們的研究總結出一個重要
洞察，就是每個人控制干擾的方
式大相徑庭。
Donna Flynn

空間感知在人類生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
們的進化史裡留下重要痕跡，至今依然深埋在
我們的心理層面中。
Coalesse設計研究員Meike Toepfer Taylor解
釋﹕
“我們偏愛周遭情況清楚的環境，即是說我
們需要有利團隊活動的開放式空間，也需要隨時
可及的獨處空間。”換言之，無論是我們祖先所
建造的水坑和洞穴，還是如今辦公室裡的公用
地方和個人工作空間，人們對這兩種環境的需求
都是基本、天性使然。
“許多企業都在努力平衡私密性空間和開放空間之
間的比例。”Flynn說道。“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缺
乏私密性導致人們在辦公場所中感到自己過度曝
光，進而威脅員工的敬業度、認知、心理乃至身體
健康。企業紛紛詢問﹕
‘我們是否營造太多開放式
空間……還是做得不太對？怎樣的程度才是正確
方向？應該創造一個怎樣的辦公空間？’”
Flynn表示，無論從人文還是商業角度出發，人們
對私密性空間的需求日漸上升，我們應當打破常
規，重新思考有效的辦公場所設計。

許多公司似乎太過於重視開放式空間，
而封閉式的私密空間卻顯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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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私密性

物理空間裡的私密性
根據Steelcase的研究，人自然會
從四個彼此相關的機制出發，判斷
一個空間是否符合他們的私密性
需要：
聽覺私密性：
不受噪音干擾或自己也不會製
造噪音干擾別人
視覺私密性：
不被他人看见或避免自己受视
線引起的干扰所影响
領域感知私密性
劃分自己的個人空間，並能加
以控制（嗅覺私密性是其子
分類）
信息私密性：
保密內容（類比或數位內
容）或交談

傳入的刺激

|

第68期

在整個90年代裡，協作的工作模式變得更為普遍，於
是私密性慢慢脫離辦公室設計的重心。根據Steelcase
在2000年進行的另一項調查，幾乎一半的員工（48.9%
）希望在工作環境中能更容易接觸他人，而只有27%的
員工表示私密性不足。此外，每十個受訪者裡只有一人
（9.6%）表示，他們的企業工作環境太過強調私密性。

大多數人覺得私密性就是不受他人干擾，但Steelcase
的研究人員表示，私密性其實與控制息息相關。

Steelcase私密性空間研究駐中國研究員Wenli Wang
說﹕
“原來當今世界裡私密性需求已經成為主流，我們
感到非常驚訝。我們原以為在中國這樣提倡集體主義
“ 當Steelcase早在80年代初期已開始研究私密性，當
的國家，私密性需求不會像美國這樣崇尚個人主義的
時我們的研究人員主要探索空間的特性，尤其是對聲
國家來得強烈。然而，我們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都不時
音管理的分析。到了90年代初期，他們綜合理解實體
需要私密性空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他們尋求私
環境中調節私密性的四項機制，分別是：聽覺、視覺、
密性的主因可能各異，而且也切合他們的文化所需，但
領域意識以及信息。換言之，在任何環境中，私密性
是無論在公在私，人們需要私密性是基本天性，情況和
根據你的所聞所見、定義邊界的方式或者展示及隱藏
需要群體一樣。”
信息的決定而定。
Wang解釋，西方員工在工作中尋求私密性空間，就是
然而，如今我們不僅生活在實體空間裡，還生活在網
希望不受打擾，而中國員工的主要動因則是避免信息
絡世界中。科技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同時也入侵了
和自己處於別人的視線範圍。“中國人對個人私密性
我們的私密性，加劇焦慮，我們也變得更敏感。我們希
的理解和西方人有所不同。在西方世界裡，他們比較
望能加強瞭解人們的私密性需求，以及現今員工最需要
着重管理刺激源，在中國，我們不太關注分心這回事，
何種私密性方式。因此，我們需要加倍深入觀察，並沿
私密性與控制信息一脈相連，人們低調處理個人信息，
全新的角度研究。”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
逃離他人視線。可是，這些在工作中很難做到，因為辦
團隊成員Melanie Redman解釋道。這個團隊最近調
公桌之間的距離很近，辦公場所裡通常沒有地方接聽
研、訪問和觀察北美、歐洲以及亞洲的員工，開展對
私人電話或作私人交談。”
私密性的研究。
請翻至第26頁繼續閱讀。
在研究中，Steelcase研究員將個人私密性的基本心
理情境分成兩個領域：信息控制，即別人瞭解我們的
程度；以及對刺激源的控制，即管理干擾。他們發現
各國員工的模式一致：如今的員工反復在展示和隱藏
自己之間不停切換，也游走於尋求和躲開刺激源之間。

傳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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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
一個永無止境的課題

改變辦公場所的科技
1975
IBM推出IBM 5100便携式計算機

1980s
第一台折叠式筆記本電腦
1983
模擬制式商用手機——模擬制式
摩托羅拉DynaTAC 8000X

1990s
互聯網
1996
第一部翻蓋式手機——摩托羅
拉StarTAC

2003
智能手機——黑莓和Palm
2007
蘋果推出iPhone
2010
蘋果推出iP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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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初期，協作的益處開始得到認同，尤其是在
科技行業、創意行業以及如荷蘭這樣主張平等主義的
有關工作中私密性的爭辯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
國家，甚至連企業高管也選擇離開私人辦公室，在開
上，辦公室的設計概念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為此而不
放式的辦公區域工作，這樣的辦公環境更有利於分享
斷變化。60年代後期，由於辦公室員工規模急劇增長，
信息，高管也可更迅速地作出明智決定。
適用於開放式格局的辦公室傢具應運而生，過去非管
理層員工一般在大房間裡工作，身處一排排桌椅之中， 根據國際管理設施協會（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新設計能夠提供更多私密性空間，當然這也充分利用 Facility Association）統計，估計如今在美國有70%的
辦公室物業本身，降低成本。多年來，這種設計理念和 辦公空間擁有某種形式的開放式格局，久而久之，這些
方法一直在發展。在北美地區，許多企業有意採用隔間 辦公桌變得更為開放，面積大幅縮減。CoreNet Global
佈局，模糊層級分野，打破職能隔閡，加強協作，創建一 表示，在北美地區，企業分配給每個員工的空間從1970
個更加以團隊為本的組織環境。
年的500平方英尺（約46平方米）縮小為2012年的176平
方英尺（約21平方米），並且這一數位預計在2017年縮
為了加強瞭解人們對辦公場所環境不斷變化的需求和
小至100平方英尺（約9平方米）。與此同時，擋板高度從
期望，Steelcase在1978年委託意見調研機構Louis
標準的5至6英尺（約1.6至1.9米）降低至4英尺（約1.2
Harris and Associates, Inc.開展了一項研究創舉，瞭解
米），甚至還不到。今天有很多辦公室，甚至連擋板也
辦公室員工、企業辦公室規劃師、以及專業辦公室設計
沒有，以營造全面的開放式空間或長桌為主的辦公環境，
師對自己所屬的辦公場所的態度。結果顯示，私密性相
通常給員工交替使用，而不是為個人而設的專屬空間。
關的考慮對辦公室員工非常重要，同時也是他們對所屬
辦公環境最不滿的一環。儘管私密性仍然是一大問題， 儘管工作因科技而變得更為流動，全球大多數員工仍
但1991年開展的另一項研究表明情況其實已經出現變 然在個人空間不斷縮減的辦公場所裡完成大部分甚至
化：辦公室員工花一半以上的時間獨立工作，但是企業 所有工作，這些辦公場所幾乎沒有私密性空間。與此
正開始着手應對市場需要，務求達到更快速高效和更優 同時，為了滿足當今經濟講求的創意和革新的迫切需
秀的工作成果，而員工需要更多協作，才可實現這一目 要，人們的工作變得更為精密、節奏更快。
標。在1991年的調研中，有更多員工反映，相比兩年前，
他們有更多空間與同事碰面，並且輕鬆交流（1991年為
51%，1989年為46%），另外有57%的員工表示他們有
特定空間開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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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並沒有時刻一應俱全的解決方案，
私密性涵蓋許多不同的需求和行為。”
melanie redman

我在美國最南方長大，如今在
上海生活，總是驚訝人是如此
不同卻又如此相似。在參與這
項研究之前，我認為中國人受
集體主義文化影響，該不會太
注重私密性，但是調研結果卻
遠遠出乎我們的意料。雖然中
國人和美國人對私密性有不同
理解，但這卻是一個普遍需求。
Wenli Wang

自60年代初期，我們早已深入研究運用空間的方
式如何發展成一種文化延伸。美國文化人類學家
Edward T. Hall曾提出“空間關係學”的概念，研
究人類對空間的需求以及空間對人類溝通、行為
和互動的作用，並將其確立為非語言交流的一個
分類。根據人和人之間保持的距離，Hall調研空間
區域並將其分為：親密空間、個人空間、社交空間
以及公共空間。每一種空間都適用於不同處境，而
身處個人空間，人們能夠舒適自在和他人合作。每
個空間沒有所謂特定距離，而各國文化都對四種空
間有各自規範。比如，在北美，親密空間在身體開
外18英寸（約15釐米）左右之內，個人空間至4英尺
（約1.24米），社交空間至12英尺（約3.72米），而公
共空間則延伸更遠之外。
當今辦公環境總是壓力處處，當中某些無疑源於
人們往往犧牲個人空間。Taylor表示，許多人在工
作環境中常常需要與同事緊密聯繫，這種情況甚
至觸及自己的親密空間之內。這種侵擾不僅在實
體空間發生，當人們運用移動設備進行視頻通話
時也會出現，而對方就處於自己一臂之遙內。反
之，在視頻會議的設置中，分佈各地的團隊成員
猶如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同儕之間的交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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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自然自在。
Redman表示，儘管私密性以及滿足私密性需要
的可行方式有文化差異，Steelcase與世界各地
的公司合作，不少研究也顯示，企業政策往往很
快便超前國家文化的標準。“假如一家公司非常
注重協作，並且設計了一個利於協作的開放式環
境，然而其所在地區的文化並不相符的話，你可
以想像到當地員工為何不喜歡他們的新辦公室
了。”她解釋道。
研究人員強調，在任何文化背景下，私密性對於個
人而言都和場合相關。換言之，每個人期望享有的
私密性都取決於個性、當下的心情以及手上的工
作。Redman說﹕
“某個特定環境也許為某天的
創意工作提供所需的靈感刺激，這個環境在第二
天卻可能變成干擾。”此外，Wang還說Steelcase
的研究同時強調心理以及身體層面的私密性，儘
管兩者相關，但並不等同。“人表示需要個人‘空
間’
，也就是給自己預留適當的獨處空間，能夠自
由、安全地完成和思考事情，並且不受他人影響。”
Redman說﹕
“世界上並沒有時刻一應俱全的解
決方案，私密性涵蓋許多不同的需求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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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關於
私密性的洞察

1 2 3 4 5
1

“當有人說他們需要一點私密性時，每個人所指的
可能不盡相同。我們深入理解不同人士尋求私密
性的情況，得出了五大關鍵洞察。”Redman說
道。“作為研究成果，我們總結這五個關鍵洞察，
得出滿足個人私密性需要的一套原則。只要逐一
審視這五項原則，可幫助我們深入理解個人私密
性需要。”Steelcase的研究人員結合學術研究
結果與自己的第一手調研，發現並定義了五個實
現私密性的處境：

策略性匿名：
身份不明 /“隱形人”

善用匿名是滿足私密性需要的一大關鍵因素，你
可避免受到一般社會監察帶來的限制。身份不明
就不會被人打擾，就可以用全新的方式表達自我，
或嘗試新事物。但這樣做一定要有策略——選擇
自己何時匿名，為何匿名。例如，當人們前往咖啡館
專注工作時，他們通常希望不再受到如辦公場所中
遇到的社交干擾。身旁只有陌生人，沒有什麼交集，
正好可激發思考卻又至於分散注意力。

例如：
前往咖啡館或其他能匿名的地方

2

選擇性曝光：
選擇他人可看到的內容

只有我們自己選擇，才會展示最內心深處的想法
和情感、最私密的信息以及各種怪癖。人們會選
擇對某些人或組織公開一些信息，而對其他人表
達另外的信息。身份構建是社會科學裡的一套根
深柢固的概念，反映人面對不同的對象的時候，就
可能展示不同的自我。今天，個人信息不斷在新的
管道裡被分享，人們正提出新問題，希望瞭解什麼
信息才可安全公開。決定分享一則信息之前，我們
會權衡好處和風險，這個決定因人而異。出於社會
上各種默許、忌諱以及個人感覺，文化、性別及個性
因素都影響這個決定。在某些文化中默許的行為，
如中國人可以在工作中午睡一會，或法國人可以在
午餐時喝酒放鬆，卻可能在其他國家為人詬病。

採用化名或小號參與網絡討論

選擇電話溝通而非視頻溝通
選擇哪些個人物品可以放在辦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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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他人：
私密分享

私密性不總是孤軍作戰，我們也會選擇一些人一起
尋求私密性。當我們和他人分享個人信息或情感時，
就會涉及信任程度，即假設對方明白自己分享的信
息不是為大眾而設。在日常工作中，我們時常需要
與兩到三人合作，組成小組協商工作。但是在今天
幾乎全面開放的辦公場所裡，若不是一早安排，很
難找到可以進行這些交談的地方。在實際情況下，
我們很容易錯失機會。

例如：

4

有意隱身：
自我保護

個人安全不止於避免身體受到傷害，其中也包含
重要的心理因素。當有人非法闖入民居，受害人
在報案時說感到個人私密性遭受侵犯，正體現了
個人領域和自我意識之間的緊密聯繫。我們往往
主動採取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這樣的侵犯。儘
管在工作中缺少私密性不像私人物品被盜那樣令
人痛苦，但也會讓人感覺被侵犯，並設法保護自
己，希望不受干擾、不被窺視。自我保護也表示人
可以不受群體迷思影響，而發展自己的獨到觀點。
因此小組成員一起協作時，個人可以針對眼前的
挑戰而提出更有說服力的洞察。

5

故意獨處
孤立自己

孤立是一種心境，即使我們身處小組當中，仍可感
到孤單一人。但是獨處是實在的：有意和小組分開，
以便專心工作、充電、表達情感、或進行私人活動。
在像美國那樣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裡，人可能把獨
處當作理所當然，但即使身處集體主義當道的國家
裡，如中國，獨處有時也是人的基本需要。

例如：
尋找一處獨立辦公空間
走到戶外

和同事討論個人情況
和經理審視績效

例如：

30

3

例如：

坐到大房間裡最遠處的空蕩角落裡

佩戴耳機，消除聲音干擾
貼牆而坐
設法遮掩電腦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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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範例

我們捕捉到在整個辦公場所裡重
塑私密性空間的機會，為員工提供
私人又個性化的空間，切合他們的
需要。
Donna Flynn

研究人員不斷綜合研究成果，清楚證明企業應提供一 即使不是封閉的空間，相比冷漠和充滿制度的環境，一
系列不同辦公環境，才可滿足人們在辦公場所中的私 個明顯照顧員工需求的輕鬆環境更予人私密性。諸如
密性需求。
高背沙發座椅那樣簡單的配置，都可以讓人彷佛置身
在半私密性的小窩中。
“大家總是認為私密性空間即是私人辦公室，而這種
模式早已融入在辦公場所的設計理念中。”Flynn說 大多數員工在日常工作裡切入不同協作和工作，有些
道。“我們的研究證實人們追尋私密性的原因不同，並 需要稍微集中思想，如例行回復郵件，而有些需要
在不同的時間框架裡需要私密性。有時侯，私密性就是 個人深度集中，如數據分析、創新，因此他們的私密
找地方安坐，專注一個小時；有時侯，就是在瘋狂的會 性需要在一天當中有所消長。著名心理學家Mihaly
議之間騰出20分鐘來安靜一下，平復思緒。我們捕捉 Csikszentmihaly說，人在面對複雜挑戰時，會處於極
到在整個辦公場所裡重塑私密性空間的機會，為員工 度全神貫注的狀態，實現他所謂的“心流”
（flow）意識
提供私人又個性化的空間，切合他們的需要。員工如 狀態。當然，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團隊而言，單單提供私
能在工作中可以選擇和控制事物，確實幫助他們改善 密性空間並不能確保心流狀態出現，但是缺乏私密性
身心健康和實現高績效。”
顯然會阻絕它。
“私密性不總是代表四面牆和一扇門。”Redman說 David Rock表示，在工作中，員工不僅要達成個人績
道。“你可以在兩面牆之間感受到私密性，也可以在開 效目標，也需要與他人協作。一直在私密性空間裡工
放空間裡感受到私密性，視乎你的私密性需要是什麼。” 作和一直在協作環境中工作一樣，會給績效帶來負面
影響，長遠而言也如吸煙一樣危害健康。

“在推進協作的過程中，
大家總是忽略獨處時間的價值。”
D onna F lynn

“在推進合作共事的過程中一直以來被大家
忽略的就是個人時間對合作所貢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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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互動對大腦而言是一件樂事……”他說道。“大腦 “在推進協作的過程中，大家總是忽略獨處時間的價值，
喜歡與人互動，也是我們得以保持活力的重要一環。” 而這往往對合作成效非常重要。”Flynn說道。
他繼續說，我們的大腦總是非常熱切與人交流，如果有 “協作的價值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我們的研究顯示，當不
人經過辦公桌，我們就會禁不住抬頭看。“這是一種本 同人士聚在一起解決問題時，總能想到更優秀的解決方
能反應。因此，無論是有人經過你的辦公桌還是給你發 法，但是我們也應知道每天八至十小時的協作會讓人精
了電郵，這些干擾都太過強大，讓人躲避不及。因此，我 疲力竭。企業應當支持員工，讓他們可以在獨處和協作
們需要騰出適當的時間和空間來阻隔這些事情，讓自己 時間之間切換，他們可以與其他同事一起思考問題，也
能深入思考……假如是單純的協作，其實就是大家聚 可離開一會醞釀想法，保持兩者規律，而這也是非常重

企業應當支持員工，讓他們可以在獨
處和協作時間之間切換，他們可以
與其他同事一起思考問題，也可離
開一會醞釀想法，保持兩者規律。
Donna Flynn

在一起，具體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同時也可以隨時離 要和基本的人類生理規律。”
開些安靜工作，完成再回來。因此，員工需要機會來獨
“我們需要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她補充道。“這種平
立思考、然後歸隊，再獨立思考，再歸隊。”
衡狀態是未來的關鍵所在，移動式辦公的趨勢會延續下
正因為人總是希望有私密性，同時又渴望與他人合作 去，科技也會推波助瀾，因此我們更需要在兩者之間找
無間，兩者好比“陰陽”概念，本質不同，卻又相輔相 到自己的平衡點。”
成，因此沒有所謂最佳辦公空間的劃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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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全新的生態系統
投稿人
人是社交動物，不喜歡被排斥。因
此當我們處於群體環境時，我們
的大腦很容易改變主意，轉而贊
同他人，陷入合作無間的危機。故
此，為人提供私密性空間非常重
要，他們可以醞釀自己的觀點，再
貢獻到團隊中。
Melanie Redman

當今企業面對不同挑戰，其中之一就是理解員工對
於辦公場所的個人需求。尤其如今的工作充斥各種
科技和人際關係，大多數員工在信息氾濫的環境中
工作。因此，從更廣泛的觀點上看待協作比以往都
來得重要。與此同時，在這種情況下，私密性空間
也變得更為要緊。
我們在私密性和協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根本就
是增加個人的自主權，讓人在身處的環境可以選
擇和掌控一些事物。
沒有劃一的工作環境能反映私密性和協作之間的
適當平衡。另一方面，當員工可以身處一應俱全的
空間，即一個由互通區域和配置所組成的生態系
統，能夠滿足員工體能、認知和心理需求，他們可
以按需要自行選擇，並從他人身上吸取靈感和力
量，同時也可以在寧靜的私密性空間中恢復精力。

最後，這個辦公空間要能配合各種工作方式，方
便團隊成員親身與其他人互動交流，也可以運用
科技工具遠程通訊，以配合員工的協作需要和私
密性界限。
研究得出的洞察指出，如員工得到適當的機會和
環境，可以充分發揮最佳表現，可以獨自工作之
余，也能和他人協作，才可在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環顧全球，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工作中的私密性
不應該被視為地位象征，也不止於給少數擁有私
人辦公室的人的一種獎勵。無論任何國家、職位、
階層，企業如能在組織中為所有員工締造所需的
私密性空間，才可獲得可觀回報──敬業度更高、
協作更強、生產力更大、員工身心健康更佳，而企
業最終得以實踐在當今商業社會中成功必備的創
新速度和規模。

°

Donna Flynn

Melanie Redman

Donna Flynn人類學家，領導由
19 位 成員組 成的 S te e l c a s e
WorkSpace Futures全球研究
團隊，致力運用對工作方式的洞
察，特別是空間、人和信息三者

Melanie是Steelcase的高級研究
員，她曾親身接觸不同文化，在中
國和北美完成以人為本的深入研
究。她更在Steelcase多個近期
研究項目中擔任首席研究員，當

之間交集的領域，並將其轉化成
創新意念。她表示，工作往往受
到瞬息萬變的趨勢影響，但是
人性的演化速度要慢得多。尤其
科技和移動化成當今大趨勢，大
大影響我們的工作方式，因此滿
足人的基本需求變得非常重要。

中包括調研中國80後世代、11個
國家中不同文化對辦公場所的影
響，以及遠程式團隊之間的協作。

深入瞭解
假如你想深入瞭解本文中一眾專家提出的獨到觀點
和洞察，請參見以下資源：
書籍:《大腦在工作》（Your Brain at Work）
David Rock著
blog.davidrock.net
蓋洛普報告: 《全球辦公場所狀況 》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gallup.com
由Gloria Mark哲學博士發表的有關干擾
和同時處理多項工作的研究
steelcase.com/interru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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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li Wang

Meike Töpfer Taylor

Wenli是Steelcase亞太地區研究
團隊的其中一員，她負責為這個市
場制定合適的設計原則，繼而開發
全新的應用方式、產品和策略。她
曾參與多個項目，包括亞洲辦公室
環境、中國的醫療行業以及高等教
育領域的研究。

Meike在舊金山灣區工作，自2012
年10月起擔任Steelcase Coalesse
品牌的設計研究員。隨着工作和生
活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Meike調
研其中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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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空間應用

私密性空間打造方案
優化辦公空間，給員工更多選擇與掌控權
私密性空间分布框架

Steelcase高級應用設計團隊表示，儘管辦公場所中的私 請緊記私密性空間應可靈活轉換成開放式、遮擋式
密感是普遍需求，但要成功設計出配合隱私需要的空間， 或是全封閉式，以配合個人獨立工作或團隊合作所
個人偏好、空間狀況和文化標準都是主要的考慮因素。 需。除了個人休息空間外，辦公場所也需要包括隱私
度不同的地方，讓員工可以作私密交談或一起專注工
多元化的辦公場所佈局有助使用者根據工作性質、心
作，無論是一對一討論、小組合作還是個人獨立工作，
情和個性來選擇最適合的空間，全面切合個人私密性
私密性空間都可以照顧周到。在規劃過程中，假如企
需要。此外，空間狀況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一樣的私
業能制定相應的組織政策配合，即使在特定的“團隊”
密環境可因應鄰近空間、位置以及對周遭的曝光程度
空間裡，也可以滿足個人隱私需要。
而帶來截然不同的體驗。設計師會根據空間狀況而在
特定位置擺放最適合的間隔類型，同時決定所需的空
間大小。設計師也會尊重不同地區和公司的文化價值
和觀念，並反映在設計之中。

參考研究結果，我們提出幾種不同的空間規劃方式，解
決辦公場所的隱私問題。企業需考慮本身的文化、員工
移動辦公策略、工作流程、政策以及所擁有的辦公室物
業，才可訂出最合適的空間規劃方式：

分區模式：一個獨立分區可以當作獨有的私密性空間，
就如同圖書館裡的安靜區域。這一模式提供一系列不
同的環境配置，有效支持事先規劃以及需時較長的
隱私活動。除了多樣化空間，如使用者尊重隱私規範，
這種分區模式將更為湊效，而這規範也同時反映企業
重視員工在辦公室裡的隱私需要。

分布式空間模式：分布式的私密性空間遍佈整個辦公場
所，配合各種隱私需要，方便員工隨時使用當中的“逃離
空間”
，在協作及專注辦公之間轉換。如採用這一模式， 分散式空間模式和分區模式相輔相成，企業可結合兩者
這些私密性空間應儘量靠近員工的活動路線，同時保 來規劃辦公空間，一方面滿足員工不時的隱私需要，另
證數量充足，並提供多樣化空間。
一方面也可以事先規劃得宜，確保空間早已提供隱私感。

分布式空間模式

分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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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辦公的
獨立空間

身處這樣的空間之中，員工可專注手上的工
作，避免受開放式空間裡的活動和聲音打擾，
可以身心投入工作，體驗難得的專注時光。
這個空間為員工專注辦公而設，可以設置在一
個區域，各人可按需要隨時使用，或者事先
安排，配合短或長時間的工作需要。使用者
置身其中，可以自行調節所需的透明度、溫
度、燈光和聲音。
使用者可以自由選擇辦公姿勢，可以安坐，
也可以站立。座椅展現卓越的人體工學設
計，支持多種辦公姿勢。存儲空間觸手可
及，使用者感受到方便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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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展示產品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Gesture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Airtouch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Coalesse ® DenizenTM

有意隱身

BFree

故意獨處

Gesture Stool
Coalesse ® Enea Table
Sidewalk Storage

項目空間

此共用空間為二人工作而設。無論是專心工
作還是與他人輕鬆交流，使用者也可以在這
個空間迅速切換不同活動，隨時滿足所需。
無論是短時間還是長時間活動，這共享空
間也可以滿足所需。使用者可在有需要時
借助其中無縫整合的科技設備以便分享信
息，自行調節周圍環境。

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展示產品: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Gesture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FrameOne Enhanced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SOTO II Worktools

有意隱身

Manifesto Storage

故意獨處

turnstone Campfire

特別的牆壁設計可以拓展辦公功能，幫助分
享信息並優化團隊工作模式，而沙發椅則加
添休閒感，從而擴大協作空間。牆壁也營造
邊界感，為團隊提供隱私角落，同時又和開
放式的辦公空間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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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會議空間

身處此獨立空間，使用者可採用虛擬方式
聯繫一人或多人。空間專為單人使用而設計，
引導使用者完全投入到會議中，往返辦公空
間也非常方便。
空間內設有通訊科技設備，適合與1至2人
視頻通話。使用者在此空間中所採用的辦
公姿勢，加上空間本身方便進出的位置，適
合進行簡短會議。
借助空間裡的電源供應，media:scape即可
迅速提升辦公效果，幫助分享信息。辦公桌
面可以用作擺放工作數據，空間還備有另一
張桌子給使用者擺放私人物品。空間內也
可以加設一把腳凳，方便使用者作較長時
間逗留，燈光可以用作示意空間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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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展示產品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media:scape ® KioskTM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SOTO II Mobile Caddy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RoomWizard TM

有意隱身
故意獨處

Coalesse ® SW_1TM
RoomWizard TM
turnstone Campfire
SOTO II Mobile Caddy
RoomWizard TM

個人休息區

身處這個富啟發性的的個人空間，使用者
不需真的離開辦公環境，也能得到暫時喘
息的機會，甚至可以在其中達至正念狀態，
滿足自己的真正需要。
在這個空間裡，遮擋設計隔開鄰近的移動
式辦公區，用戶可在裡面短暫休息，讓身心
感覺舒適，可以集中精神，也可以讓思緒
神遊一會。使用者可以掌控自己的可見度，
決定是否與其他人接觸，以及選擇工作地
點。使用者也可以在這個空間裡使用自己
的科技工具，或者遠離科技，只是在裡面
稍稍休息或做一些簡單工作。

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展示產品: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Answer ®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Coalesse ® Massaud TM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Coalesse ® DenizenTM

有意隱身

SOTO LED Task Light

故意獨處

擋板營造空間邊界感，阻絕鄰近工作區所
帶來的干擾。特別設計的座椅讓用戶可躺
靠休息，座椅附有旋轉基座，以及能提供
存儲空間的軟墊凳。存儲空間可以用來擺
放私人物品，靈活方便；也可以用作存放
大衣。使用者可以根據手上工作調節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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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式
會面空間

走進這個會面空間，儘管使用者沒有離開
辦公室，也能感到遠離日常環境。空間的
遮擋設計隔開四周環境，是建立互信關係
的先決條件。
由於位置靠近日常辦公空間，使用者總是選
擇在這個區域裡會面，而且不受打擾。邊界
設置予人一種自主感，使用者彷佛遠離群體。
這個空間適合進行簡短會面。
沙發椅為開放式環境提供一系列不同的邊
界設置選擇。桌子能供使用者擺放私人設
備和物品。這個空間可容納2至6人，使用
者可在當中舒適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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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展示產品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media:scape ® Lounge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Coalesse ® Free Stand TM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有意隱身
故意獨處

交流中心

這個空間可以推進信息分享和面對面互動。
無論身處會議區域、社交空間還是開放式
的工作環境，這個交流中心的位置對用戶而
言都很方便，並加以改進企業的空間設計策
略，而使用者也可得到更多自主權。使用者
可以自己控制空間裡的燈光、聲音、透明度，
以及信息分享過程。這個空間適合進行需時
較短的會面，大約30至60分鐘。

空間邊界

隱私模式

姿勢

隱私模式

封閉式

深度專注

躺靠/俯臥

策略性匿名

展示產品:
turnstone Campfire

半封閉式

淺層投入

一般辦公姿勢

選擇性曝光

Coalesse ® Circa Table

開放式

恢復精力

使用高腳椅/站立

信任他人

RoomWizard TM

有意隱身
故意獨處

牆壁有多種空間透明度選擇，並且設有電源
供應和拓展辦公模式的科技工具組合。沙
發椅也附有電源供應組合，並嵌有模块化
裝置，靈活配合用户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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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區域 1

此為非常安靜的隱私中心，氣氛好比圖書館。這個區域
應當可配合個人不同的隱私需要。佈局一應俱全，備有
多種分隔設置，支持各式辦公姿勢，提供符合人體工學
的設備，設計更滿足不同的視線及活動所需，讓用戶可
選擇最合適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放置木製品和書架，散發溫馨舒適的感
覺，同時也可以營造邊界感。辦公傢具也有遮擋作用，
同時也保持使用者與周圍空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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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產品

開放式空間

封閉式空間

Gesture

Coalesse ® SW_1TM

Manifesto

Sit2Stand

Coalesse ® Massaud TM

Coalesse ® DenizenTM

Coalesse ® Free Stand TM

Cobi

turnstone Camp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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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區域 2

這個區域流露一種社交氛圍，而恰到好處的刺激源帶來活力，而這區域同時又能
讓使用者得到所需的隱私感。在這個私密區域的一步之遙內，使用者很容易就可
以找到隱身空間，方便獨立工作或者開展二人協作。
在一般辦公區域裡，人與人之間會保持聯繫，通常也會彼此溝通互動，因此員工難
以實踐策略性匿名，但在這個區域裡就可以做到。在這個私密區域裡，基於隱私辦
公文化，使用者處於身份不明或隱身狀態。
這個區域裡設有各種適合1至2人使用的空間，讓使用者專心工作或者恢復精力。
不同空間的刺激源程度各異，使用者可以自主所需環境來進行不同工作，比如與
他人互動，感受對方活力，或者埋首眼前工作，也可以隱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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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產品

開放式空間

封閉式空間

Think

turnstone Campfire

FrameOne Enhanced

Coalesse ® Bix Table

Manifesto Storage
SOTO II Mobile Caddy
turnstone Campfire
Coalesse ® Free Stand TM
Coalesse ® Hos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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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區域 3

如要平衡使用者需要和空間設計，應當創建各種分
隔佈局，考慮個人透明度所需，締造不同的辦公角落。

展示產品

開放式空間
media:scape Hoodie
Coalesse ® Free Stand TM

由封閉式到開放式空間、接觸他人到獨處，以至主動
或不由自主地恢復精力，使用者也可以在這區域裡找
到最適合的場所，以便完成手上的工作，並調節自己
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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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2Stand
Manifesto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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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David
Rock

很可能你在看完這篇文章之前
就被打擾了。

NeuroLeadership 機構創始人

如何在工作中深入思考，領導人如何思考，潛意識如何處理顯意識
處理不了的大問題——這些是David Rock思考並著述的一些事情。
Rock創造了“NeuroLeader”這一概念，並且與他人共同創立了
NeuroLeader機構來幫助人們和企業更好地理解大腦是如何運作的。
例如，他最近描寫了由NeuroLeader機構領導的一項針對6000個覺
得自己曾經有過最佳思維狀態的人所進行的研究。只有10%的人表示
這種狀態發生在工作時 —— 對企業領導人而言，這個結論發人深省。
Rock很快指出他不是神經學家；他的工作是讓神經學家和領導力專
家聚到一起，構建並發展領導力科學。作為一名顧問和作家，Rock
擁有英國倫敦密德薩斯大學神經領導學專業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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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典型的經理人在工作中每8分鐘就要被打斷一次，一
名員工平均花費28%的時間應對沒有必要的打擾，再把
心思放回工作上。可喜的是，David Rock能解釋我們
為何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如何解決。他以此為主題
撰寫了《大腦在工作》一書並頗為暢銷。Rock創立了
全球咨詢公司NeuroLeader機構，並在CIMBA 國際
商學院裡擔任教職，此外他還在博客中發表有關領
導力、組織效能和大腦的文章。
打擾和干擾會降低生產效益，並對每個公司的利潤造
成影響。理解如何集中注意力並且更好地思考對企業
着重要的意義，而且有可能提高員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您說我們今天面臨着“淹沒流行病”。為什麼會這樣？
自從《大腦在工作》一書在幾年前出版以來，我們每天
應對的干擾量以及我們每個小時必須處理的信息水
平大幅增長。信息幾乎是以光速在傳播，比200年前
的速度快了幾倍。憑借信息流和通信的效率，我們削
弱了集中注意力和決策的能力。人們注意力集中的時
間大幅銳減，因為我們處理信息的容量和能力存在極
限。例如，我們知道自己無法同時進行5場對話，但是
很多人還是試圖同時進行兩場對話，並且無法意識到
這個要求其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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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最理想的工作環境？

“社交干擾
對我們的大腦而言是美餐。”
too MUCH

沒有某一種單個環境是最佳的。即使對於某個特定角
色的個人，他所認為的最佳環境也在一天裡不停地變化。
有時候我們需要與外界完全隔離，不被干擾。有時候我
們希望在人群中工作，能隱約感受到人群的聲音，比如
在咖啡館裡。有時候我們也需要可以和他人協同合作的
環境，你能在其中盡情書寫，用各種方式呈現你的思維，
可以隨意挪動環境中的物品。我們需要將這些可能性彙
聚到一起，讓思想視覺化，或者離開做會兒安靜的工作
後再回來。理想的環境讓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
不同的空間。這給予人們所需的自主權。

一個健康的大腦
所需的7項活動
大腦需要得到關懷才能保持健康。事實上，它需要7種
不同的關懷時間，David Rock說道。以下是可以滋養思
維的各種認知神經活動：

提供自主權或者說控制權，似乎是防止干擾的有利
條件。
研究表明，如果讓人們對自己的工作空間有一定程度
的自主選擇權，他們的工作效益能提高1/3。因此，相
比找到最理想的工作空間，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人們
在一天或者一周的工作時間裡有不同的需求，希望對自
己的工作環境和方式可以自主選擇。
干擾是否是導致我們每天難以以最佳狀態工作的原
因呢？

干擾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的呢？
當你因為干擾在原有的思路上發生游離時，那麼要回
到原來的思維點——不只是找到剛才在書本或文件
上看到哪個位置——要花費挺長一段時間。你每一次
被干擾，就要耗費一番精力重新規整思維，回到正軌。
這番努力是非常累人的。但是要讓我們的大腦始終努
力避免被干擾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我們常常會
不自覺對干擾做出响應。

干擾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企圖在一
天之內完成的工作量是不現實的。如果你試試看在一
天之內對你的工作效率進行一次跟蹤，你會發現你真
正高效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小時，很多時候你都處於
半高效的工作狀態。我們期望自己能一整天都開足馬
力，但這個對我們的注意力和決策能力造成了很大的
壓力。我們沒有獲得足夠的休息，注意力和決策力都
某些干擾相比其他干擾是否要更糟？
精疲力竭，更糟的是，我們讓自己置身於產生極大干
擾的科技中間。
大多數干擾是社交性的，而社交干擾對我們的大腦而
言是美餐。大腦喜歡知道社交環境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科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干擾？
對我們的生存而言，知道周遭發生的事情也極其重要。
我覺得科技讓我們做好了被干擾的準備。有很好的研 無論是有人經過了你的辦公桌還是給你發了個郵件，我
究表明，使用大量多媒體的人，那些同時使用兩個屏幕， 們都控制不住要去看看這個人是誰，他好嗎？這是一種
或者多執行緒處理工作的人，事實上更容易思想不集中， 膝跳反應。這些干擾幾乎是不可能避免的，我們需要學
多項任務的處理結果反而更糟。事實上，你越是多任務 會創造時間和空間來隔斷這些干擾，回到深度思考中。
工作，結果越是不盡如人意。你會分心，越來越難集中
注意力。研究人員發現多媒體的高度使用者正在不斷增
長，這些人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集中思想。

為什麼有一些干擾，比如散步或者變換一下風景，反
而能幫助我們集中思想呢？
我們能有邏輯地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大多
數複雜度一般的問題需要大腦中的潛意識思維來解
決。因此當你遇到一個有一定複雜度的問題時，最好
的解決方法是先把問題擱置一下，做一些稍微令你有
些分心的事情，忘掉問題本身，做一會兒令你感覺愉
悅的事情。大腦中的潛意識還是會繼續運轉的，當你
回到問題中去時，相比試圖用邏輯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你會獲得一個更好的回答。
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些有益的干擾？
我們需要讓大腦安靜下來，來留意到這些安靜的洞察。
去散個步，鍛煉一下，或者做些稍感愉悅的事情，都可以
讓你的大腦安靜下來，聽到這些微弱的信號。在《黑衣
人》新片裡，A對B說：“我們去吃個餡餅來解決這個複
雜的問題吧。”B看了看A，覺得他瘋了。但是他們後來
真的去吃了餡餅，然後解決方案居然自己出現了。事實
上，這是非常有科學根據的！如果你能夠通過做一些愉
悅簡單的事情讓你的大腦安靜下來，你更容易找到一個
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應該如何在工作中控制惱人的干擾呢？
首先，你必須記住注意力是一個有限資源。它是怎麼被
你注意到的並不重要，但是一旦它被你注意到了，你要
回到原先的思維位置就需要投入很多努力，這從本質
上而言是非常累人的。這也是為何我們強調要提供讓
人們在需要時可以隔離外界、集中思想的地方——即
提供選擇權和自主性。能在這些不同的空間裡變換
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的需求是提供可以
讓人不期而遇的空間。隨意的社交互動非常必要，因
為我認為它對大腦很重要。如果我們讓人們可以在需
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有空間可去，在需要協同合作的
時候也有空間可去，還有機會和他人進行美好的社交
互動，我覺得這樣的話我們就滿足了人們對工作場所
的真正需求。

°

睡眠時間：

溝通時間：

讓思維和身體恢復精力，鞏
固記憶。

人與人關係的治癒力。

玩樂時間：
在生活停歇的時間裡體會
嘗試新事物的樂趣，暫時從
工作中脫離開來，以獲得更
好的洞察。

鍛煉時間：
通 過鍛 煉 提高大腦的可
塑性。

集中思想時間：
注意力管理，提高績效。

停歇的時間
體會嘗試新事物的樂趣。

內化時間：
沉思、點化、專注。

“為了保持健康，我們需要保證這七項活動都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發生，”Rock說到。“我們時常忽略的是
睡眠時間、社交時間和玩樂時間。這些活動對大腦健
康運作的重要性，尤其是社交時間，要比我們所意識
到的還要高。”

too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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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噪音了！

高血壓、睡眠障礙、心血管疾病、認知功能受損以及
易怒，出現這些狀況有什麼共同的誘因嗎？它們都很
可能都是我們身邊過高的噪音造成的。
對於噪音，很多人會抱怨，但是只有少數人意識到它
的危害。事實證明，不單單是聽力受損和耳鳴需要我
們擔心，噪音對健康造成的非聽力方面的影響也在不
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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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如果這些影響還不算糟，那麼認知功能受損是另一個
噪音對非聽力健康方面的影響，研究人員對此在多個
國家進行了20多次研究，表明環境噪音對學齡兒童的
學習有負面影響。

科學家定義為“不需要的聲音”— —噪音對我們的
心臟和大腦、以及耳朵都會造成負擔，Wolfgang
Babisch博士說道。Babisch博士是環境噪音領域
的首席研究員以及德國聯邦環境局的高級研究員。

繁忙的高速公路：

85分贝

專家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聲學解決方案，許多辦公環境
中的日常噪音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會很嚴重。首先，此
類噪音本身的屬性是起伏波動的，這比恒定的噪音水
平更惱人，Babisch說道，而且它還包含了人們講話的
聲音，“這比不含信息的寬頻噪音更加容易讓人分心。”
“從認知學角度來講，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最具破壞性的聲
音是他人的交談，”Treasure對此表示同意。“我們大約
有1.6個頻寬來接受交談信息。如果你在聆聽他人的交
談，那麼就佔用了1.6個頻寬中的1個。即使你不想聽，也
停止不了：你不能像把眼睛閉上一樣把耳朵關起來。這
就意味你只剩下0.6個頻寬來聽你自己思維的聲音。”

在辦公環境裡，惱人的噪音有各種來源：空調、令人厭
惡的鈴聲、交通、附近的工地、不成熟的聲音掩蔽系
統以及——尤其是——他人的聲音，英國的一家咨询
機構Sound Agency主席Julian Treasure說道。噪音
環境趨向於愈加惡化，因為隨着環境變得更吵鬧，人
們說話會更大聲（被稱為倫巴效應）。
氣惱通常是人們對噪音作出的回應，Babisch說道，但
這並不如聽起來那麼微不足道。我們很容易因噪音感
覺煩惱，因為作為人類的我們通常會把聲音視作可能
發生的危險而時刻保持警覺，要知道我們的祖先當年
在自然環境中生存要應對許多敵人。這份對聲音的敏
感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神經生物系統裡——我們對環
境時刻保持着警惕，而噪音讓我們變得焦慮。實驗室
對人類以及動物的研究表明，暴露在噪音環境中會激
發神經系統，造成血壓升高並釋放出應激激素。經過
一段時間，這些本能反應會對心血管系統造成壓力，並
引發負面結果，如生氣和疲憊不堪。

在當今的辦公室裡處理工作所要應對的噪音是一種
挑戰。在一些開放式的辦公室裡，噪音水平是60-65分
貝。比起繁忙的高速公路製造的85分貝噪音以及冰箱
40分貝的嗡鳴聲音，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很嚴重，但卻
讓對認知有高要求的工作變得很困難。德國工程師協
會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他們國家不同的工作設立了不
同的噪音標準。對於簡單的或者主要是操作性質的辦
公室工作，70分貝是可以接受的噪音水平，而對於“知
識型工作”則要求為55分貝。知識型工作的主要特征
是複雜度高，需要創造性思維、決策力、解決問題的
能力以及有效的溝通 —— 如果知識型員工有優秀的
績效表現，能讓企業在競爭中處於領先。
對於知識型工作所建議的噪音水平包括員工參與討論和
會議以及獨立工作的場景。事實上，協會建議對辦公室
員工從事知識型工作的場景，無論是單獨工作還是小組
合作，都應該把噪音控制在醫生做手術時所需求的水平。

開放式辦公室：

60–65分贝

電冰箱的嗡鳴聲：

40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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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可持續發展
在大資料時代平衡私密性和透明度：
一條通往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從認知學角度來講，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最具破壞性的
聲音是人的交談。”
Julian Treasure

一些開放式辦公場所通常都有60-65的噪音水平，這不
但對集中思想來說太吵鬧了，還會因為存在話音干擾而
妨礙有效的合作共事。Babisch解釋道，如果是一對一
的交談，音調正常，沒有提高音量，而且兩個人的距離
差不多是一米（3 ¼英尺）的話，那麼話音一般在60分
貝的水平。這意味着這個範圍內任何其他噪音——比
如其他人在附近談話——就會造成話音干擾，不是所有
的話語都會被完整地聽到。“但是，”他說，“一句話可
以經過皮層處理而得到認知理解。然而這是一種主動
的處理，長期處於噪音環境中則可能造成不利影響。”
換言之，在沒有有效聲學手段的噪音環境中，員工很容
易因為在試圖聽到別人的交談和不想聽到的兩者之間掙
扎，變得焦慮緊張——這無疑是一種兩敗俱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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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至第114頁，瞭解Steelcase’s V.I.A.® (Vertical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如何消除辦公場所裡不需
要的聲音。

°

深入瞭解

深入瞭解
Julian Treasure

Wolfgang Babisch

演示： “聲音影響我們的四種方式”
TEDGlobal 2009 steelcase.com/the_4_ways_
sound_affects_us

研究者簡介：
steelcase.com/Wolfgang_Babisch

|

在辦公場所解決噪音問題並不容易。四面牆和一扇門
並不一定就能帶來好的聲學效果，因為聲音就像水一
樣能在極小的縫隙中傳播。在任何環境中，聲音都可
以被密封、吸收或屏蔽。每一種方式都有着需要被仔
細權衡的優缺點，因為在可接受的容忍範圍內控制聲
音已經成為了必要的設計因素，對空間的整體有效性
是一個重要的考量指標。.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瞭解這項由我們本文中所提到
的思想領袖完成的頗具洞見和趣味的研究，請從以
下資源列表中獲取：

研究報告（合著者）：
“噪音對健康在聽力以及非聽力方面的影響”
Oct. 30, 2013 steelcase.com/auditory effects

60

Treasure說，對此的解決方案是提供一應俱全的辦公環
境，而且每種環境的設計都考慮了在其中工作的人以及
他們的任務時聲音有限的感知水平。工作環境的設計不
應該只注重外觀，也要注重各種感官的體驗，尤其是聽
覺。“對聲音的感知水平是設計的新工具，”Treasure
說道。“優秀的聲學手段能讓環境變得更利於人們高
效地工作。”

大數據。這個詞彙本身很小，但含義卻很龐大。隨着大
量的新信息流不斷湧現，資料有了新的重要性。大資料
讓內在的模式視覺化，顯現出我們以前從來不可能看到
或理解的事物之間的聯繫。這個新的洞見傳遞出新一代
的價值，讓人們可以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幫助我們解決
經濟、環境和社會方面一些最為嚴峻的挑戰。同時，這
也為我們提供了無法想像的創新潛能。
當大資料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恩惠時，它也要求我們
放棄掉一些——以前可能被隱藏起來或者私密的信
息。很明顯，人們覺得左右為難。
消費者願意放棄一些個人信息的私密性，如果他們能
獲得足夠的回報的話。但是一旦這種分享過了頭，他
們就會抵觸這種透明度。用個人信息和隱私來交換省
錢或具有可持續回報的各種服務，這樣的需求越來越
多。然而，同樣這群消費者卻推動了對新一代基於隱私
的產品需求——如“黑色”智慧手機，它能掩蓋或加密
在其他移動作業系統中所公開的內容。

這意味着我們的供應商們必須要願意放棄緊緊握在手
裡的有關產品化學材料的信息。很多情況下，為了得到
我們需要的專有信息（透明度），我們必須和供應商商
定保密（私密性）協議。這意味着我們可以獲得材料的
化學組成信息，但是我們不能公佈給他人。
最終，物料保證的透明度可能低於顧客的期待。當我
們一起合作去發現並消除一些具有潛在風險的材料
時，每個人都通過透露一點信息來獲得回報。這種交
換惠及人類和環境的健康，來實現材料和設計的創新。
你可能會說，分享信息已經成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通貨。
獲得資料、進行分析，讓已經發生的事情變得透明，這
些手段讓我們能完整地理解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的
問題和機會。透明度能讓大家找到共同點，為共創、協
作和設計的新模式敞開大門。

與此同時，類似於我們這樣的解決方案提供商有責任
以保護個人利益的方式對信息進行管理。人們需要理
解與我們分享有關他們工作方式的信息是為了讓我們
在商業環境中，解決“希望信息即隱私又透明”這種 對他們的工作環境進行更恰當的革新。通過合作，我們
內在衝突是利用大資料和新出現的高級分析工具之 不僅對工作體驗進行創新，與此同時也保留了大家視之
關鍵。在這個矛盾中找到最佳點也正是可持續發展的 珍貴的、讓我們每個人與眾不同的事物。
最核心點。
在大資料時代，問題不在於是要創造透明度還是保存
在Steelcase，我們也經歷過信息透明度和私密性的 信息的私密性。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能如何通過找到
矛盾，比如當我們公佈所有產品化學材料組成部分的 信息私密性和透明度的平衡點——一個兩者能和平
時候。因為我們最簡單的產品也會牽涉到50個不同的 共處並讓所有人都受益的狀態——由此來創造出充
供應商，和一連串下級供應商。完整地公佈這些信息 裕且可持續的將來。
需要我們整條供應鏈的緊密合作。

Angela Nahikian
Steelcase Inc.全球環境可持續發
展部門總監

我知道我們的工作永遠不會“完成”。
世界越來越小，作為其中的公民，
我們面臨着環境、經濟、社會等諸
多艱巨的挑戰，我們努力的範圍始
終在擴大。未來在於設計一個全面
的體系，在其中企業能欣然成為一
個積極的變革推動者，並且實現可
持續商業設計的全部益處。挑戰之
處也是機遇所在；它包羅萬象。好
消息是？它具有可延展性。
我很樂意瞭解你的觀點和想法。
請給我發郵件至 anahikia
@steelcase.com.

網站: juliantreasure.com

演示：“為什麼建築師需要利用他們的耳朵”，
TEDGlobal 2012 steelcase.com/why_
architects_need_to_use_their_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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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那群人
性格內向者在勞動人口中占到30-50%。
您能做些什麼幫助他們成長並取得成功呢？
在我們的文化中，性格外向的人常被稱為行動者和顛 “當內向的人讓自己像外向的人那樣表現時，是壓力很
覆派。他們被認為是強大的領導者，主動投入、善於 大的。這不是他們自然的行為，”她補充道。“這要耗
交際又堅定自信。而要知道性格內向的人也有他們的 費他們很多努力，無論是思維上還是體力上都不夠精
強項——創意、專注、毅力甚至是領導力——而這些 力去做他們自己的事情。”
常常被忽略。對他們的看法往往不那麼招人喜歡：安
性格內向的人可以非常有創意；相比外向的人，他們對
靜、腼腆甚至不能很好地與他人合作。正因為這些看
外部世界的刺激源也更為敏感。這就意味着過於熱鬧
法的存在，許多性格內向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克服他們
的團隊工作會讓他們感到更加疲憊。儘管他們常常需
的自身傾向，努力表現出對成功看來很關鍵的外向性
要從同事中間抽身離開一會兒，好讓自己更高效的工
格行為這樣活得很累。
作，然而安靜的私密空間在辦公環境中卻常常被忽略。
商界領袖中有許多人自己也是性格內向者，他們開始認
“每家企業都有性格內向的人，而且還不少，”Steelcase
識到性格內向的人在勞動人口中佔據很大一個比例，並
的CEO Jim Keane說道。“有很大一部分員工每天只要
且能創造價值，他們難以充分發揮潛力是因為他們的
混得過去就好。但是注重多樣化思維的企業需要充分
工作環境，無論是物理環境還是文化環境，都對性格
利用員工的創意。問題會不會是工作性質已經變了，而
外向的人更為偏愛。
為人們提供的工作空間還是一塵不變？如果我們設計的
“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性格內向的人，”全球暢 辦公場所能考慮到不同類型的員工——不僅是他們的
銷書《安靜：內向性格的競爭力》的作者Susan Cain 工作職能不同，而且性格也不同，情況會怎樣？我們應
說道。因為企業對性格外向的人更為看重，所以性格 該如何幫助性格內向的員工實現最佳的思維狀態呢？”
內向的人為了在公司文化中生存也不得不讓自己表現
出外向性格的行為。

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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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洞見

行動

性 格 內向 者占到 勞 動人口的一半之 多，然 而，
公司常常忽略為他們提 供能讓他們充分發揮潛
能的工作環境。

知識型工作需要一應俱全的場所：一系列辦公空間支
持不同的工作類型、工作風格和員工，包括性格內向
的人所偏愛的安靜的私密空間。

Steelcase的設計師和Susan Cain為“安靜的空間”
提出了設計原則。這些原則適用於任何大小的辦公
室，包括讓用戶可以獨自一人工作，並通過提供感
官平衡和心理安全感讓他們可以對環境進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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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安靜的合作共事

Cain和Steelcase的設計團隊合作，為“安靜的
空間”推出了一套設計原則。他們在之後的幾個
月內每週都見一次面，對五個最終呈現的空間進
行了微調。“我本身不是設計師，”Cain說道，“
但是作為一名研究人員，我瞭解內向的人，並且
能告訴你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Steelcase的
設計師很快就領會了。”

基於對性格內向者的深入瞭解以及對能讓他們有
最佳工作表現的方式的認知，Steelcase和Cain合
作提出了一系列空間：全新Susan Cain“安靜的空
間”。它是一個系列的私密辦公空間，將空間架構、辦
公傢具、科 技、表面材料、燈光以及工作工具巧妙
地結合到一起，專門滿足性格內向者的獨特需求。

Steelcase的研究證實了適用於全體員工的更多私密空
間選擇這一需求。在美國，31%的全職員工表示，他們
不得不離開自己的辦公桌來完成手上的任務。對39,000
多名員工進行的Steelcase 辦公場所調研表明，95%的
人表示他們需要辦公室有安靜的私密空間可以用來進
行私密的交談，然而41%的人表示他們的辦公場所裡
沒有這樣的空間。Steelcase另一項對於14個國家裡
Steelcase和Cain的Quiet Revolution™ 之間的這場
10,000多名員工進行的研究證實：為員工提供更好的
合作源於一次偶然。“有一天週末，我在車上聽到了對
對於私密空間的選擇能讓員工在工作中更具有敬業度。
Susan的一次訪談，關於她的書《安靜》，”Keane解
（請見私密性危機，第15頁）。
釋道。“她非常以人為本，在對性格內向者的思考方
面表現得非常具有同理心。Steelcase對於私密性這 給予性格內向者以控制權
個話題已經開展了一段時間的研究了，我覺得我們的
為了推動更好的協同合作和創新，許多企業建設了充
想法有着巧妙的交集。”
滿活力的開放式環境，但時常忽略了提供讓員工可以
“我們 有 相 同的 價 值 觀，包 括 對 研 究 的 執着 和 投 自己控制所接收到的刺激源含量的空間，包括聲音、
入，”Cain補充道。“我很讚賞Steelcase對人在工作 燈光以及互動交流。有時候人們需要更多的刺激源，
中的感受以及如何取得成功的思考方式。這是一次水 而有時候則不那麼需要。
到渠成的合作。”
性格內向者需要能自己選擇並控制他們的工作地點和
這一空間系列結合了Steelcase有關人們對私密性普 方式。Steelcase的Susan Cain“安靜的空間”為企業提
遍需求的研究以及Cain對性格內向者的深入研究。 供能融入他們現有或全新辦公場所的一系列空間，並且
“性格內向者通過更長時間的獨處或者低調的環境來 幫助性格內向者成長並取得成功。
給自己充電，而外向者則通過身處生機勃勃的空間
來給自己充電，”Cain解釋道。“內向者的神經系統
對這一類刺激反應更大。因此，如果你讓性格內向
的人去一個太過吵鬧或者橫腔粗調的空間裡，那麼你
相當於給他們的思維過程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額外
認知負擔，如果你希望每個人都貢獻最佳思維狀態
的話，那麼這些認知負擔就不應該加在他們頭上。”

“比如，有時候人們需要一種徹底的私密和隱匿。
可即使有安靜空間的辦公場所通常也會用玻璃
牆，外面的人能清楚地看見裡面發生了什麼。我
們不應該始終對外保持透明。因此，徹底的私密
性是首要設計原則。”
Cain和Steelcase推出了設計原則包括：

允許獨處
擁有專心投入和創新工作的自由，不被有高頻刺
激的辦公場所干擾。

用戶可以控制環境
能夠控制辦公空間的各個要素。

感官平衡
能控制感官刺激，通常以平靜、更為親密的感
官形式。

心理安全感
能夠選擇不看見別人也不被別人看見的空間。

Susan Cain和Steelcase的設計團隊為“安靜的空間”推出了設計
原則。“我本身不是設計師，但是我瞭解內向的人，知道哪些可行，
哪些不可行。設計師很快就領會了，”Cain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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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者”名單

五種“安靜的空間”

著名的性格內向者中有偉大的演講家、創新者和領導
人，如Abraham Lincoln（亞伯拉罕•林肯）、Charles
Darwin（查理斯•達爾文）、 Vincent Van Gogh（文
森特•梵古）、Rosa Parks（羅莎•帕克斯）、 Eleanor
Roosevelt（埃莉諾•羅斯福）、 Albert Einstein（阿爾
伯特•愛因斯坦）、 Frederic Chopin（弗裡德里克•蕭
邦）以及Audrey Hepburn（奧黛麗•赫本）。

Steelcase的Susan Cain“安靜的空間”用五種不同
的方式為性格內向者提供工作支持。占地面積從48
到100平方英尺不等，支持不同的坐姿、工作模式以
及對安靜和私密性的不同期待。空間裡有經過精挑
細選的Steelcase和Coalesse辦公傢具、材料和科技
工具，不僅創造出物理意義上安靜空間，也為內向者
營造出讓他們有最佳工作表現的氛圍。每一個空間設
計都配有V.I.A.隔斷牆面系列，提供無與倫比的聲學性
能，結合聲音屏蔽系統來確保這些空間不受聲音干擾。

內向者在安靜和獨處的狀態中恢復精力，而外向者
則從社交互動中汲取養料，但是他們完全可以一起工
作。Steve Jobs是一個性格外向者，但他依靠性格內向
者幫助他創建蘋果，包括共同創始人Steve Wozniak。
而又是誰接過接力棒成為他的接班人呢？Susan Cain
將他描述為“安靜的CEO Tim Cook。”
聖雄甘地是著名的精神和政治領袖——同時也是一位
性格內向者。他說過的這句話也許是一種最好的表達：
“用一種溫和的方式，你也可以震撼世界。”

當今時代一些性格內向者：
作家 J.K.羅琳
微軟創始人 比爾•蓋茨
前第一夫人 勞拉•布什
電視臺記者 史蒂法諾普洛
演員 艾瑪•沃特森
投資家 沃倫•巴菲特
流行歌手 克莉絲蒂娜•阿奎萊拉
電視節目主持人 大衛•萊特曼
演員 哈裡•森福特
籃球球星 邁克•喬丹
前副總統 阿爾•戈爾
谷歌創始人 拉裡•佩奇
導演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你是一位性格內向者還是外向者？Susan Cain開發了一個由20個
問題組成的測驗，讓你可以對自己進行評估，並瞭解你在內向/外向
的圖譜上分屬于哪一類。
thepowerofintrove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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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Steelcase研發的Susan Cain“安靜的空間”

圖示中所展示的透明玻璃僅用於演示目的。事實上，多款不透明薄膜可適用於這些空間里。

採用溫暖自然的材料，創造出
與戶外寧靜氛圍的銜接。

專為舒適的休閒姿勢而設計，採用靠枕
來營造出一個舒適、熟悉、如客廳般的環
境。獨坐一隅，您能對自己以及信息有一
種安全感。

做回自己
這個“安靜的空間”為您提供一個溫暖
且易於接受的空間，准許員工獨處並且
做回自己。這個空間裡沒有來自他人的
凝視和打斷，讓您可以在一天中休息、工
作、甚至是合眼休息一會兒來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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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esse推出Lagunitas系列沙發提供
舒適且熟悉的座椅體驗，就如同客廳裡
的沙發一樣，但比沙發還要先進的是：它

模式

姿勢

用戶

專注

休閑/俯臥

1人

恢復

完成工作

2人

還提供電源來支持移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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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暢
這個“安靜的空間”所提供的空間不會對
我們的全神貫注、戰略思維或者進入流
暢的狀態產生視覺干擾或打斷。自然材
料如木頭或羊毛容易創造出寧靜的思維
狀態，提供一個可以讓人專注思維，沒有
物理和認知干擾的空間。

在V.I.A.隔斷牆面安裝了集成顯示幕，用
來放大數字內容。Elective Elements辦
公桌足夠大，可以攤開各種資料，同時書
架又擺滿了支持戰略思維的工具。用戶可
以控制空間裡的燈光，V.I.A.隔斷牆面把
噪音干擾都擋在了外面。

模式

姿勢

用戶

專注

休閑/俯臥

1人

恢復

完成工作

2人

書架擺滿了支持戰略思維的工具。
提供靈感的材料就在手邊。

有意義的裝飾品讓空間看起來

圖示中所展示的透明玻璃僅用於演示目的。事實上，多款不透明薄膜可適用於這些空間里。

既熟悉又居家。

在V.I.A.隔斷牆面里安裝了集成了顯示
幕，用來放大數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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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中所展示的透明玻璃僅用於演示目的。事實上，多款不透明薄膜可適用於這些空間里。

瑜伽墊讓用戶可以伸展或冥想。

Elective Elements幫用戶收納物品
——留出空間休息或伸展。

植物創造出自然的氛圍。

工作室
這個“安靜的空間”提供一個更加吸引
人的環境，讓人可以暫時脫離辦公環境，
通過活動和/或伸展來恢復精力。伸展
能為大腦提供血流，讓大腦保持精力充
沛，想出有創意的點子。對空間的控制在
使用者手中，他們能根據自己的心情、工
作和性格來定制燈光、音樂、音量以及
數字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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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隔斷牆面提供可調節的燈光以及
集成揚聲器，用戶可以控制空間的心
情。Hosu座椅支持放鬆隨意的坐姿。
集成顯示幕能用來分享家裡的新聞或
寧靜的內容來讓自己恢復精力。開放式
空間讓用戶可以伸展、冥想並恢復精力。

模式

姿勢

用戶

專注

休閑/俯臥

1人

恢復

完成工作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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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中所展示的透明玻璃僅用於演示目的。事實上，多款不透明薄膜可適用於這些空間里。

L型沙發能容納兩個人，同時又創造出合適的
個人空間。設計中有意沒有包含過多的科技
元素，讓人們從設備的嗡鳴聲中逃離片刻。

像客廳一樣的環境營造出舒適感
十足的空間。

溫室
這個“安靜的空間”為在會議前、中、後
相互交流、分享和建立互信提供隨意的
空間。坐在沙發裡營造出放鬆、舒適的
環境，同時空間裡的各種工具也能支持
工作和分享數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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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unitas系列沙發提供舒適又隨意的
座椅體驗。轉角沙發讓人們可以90度面
對面坐下，創造出個人空間感和心理安
全感。Lagunitas配有集成電源可支持
移動設備，並且能在集成顯示幕上分享
內容。燈光亦可以調節。

模式

姿勢

用戶

專注

休閑/俯臥

1人

恢復

完成工作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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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et Revolution

“大多數美國企業都沒有這些空間，”Cain說道。“有些
公司可能有一些類似的空間，但是自2006年我為著書
做調研起所看到的都是一大堆碩大無比的辦公室，卻
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私密性可言。”

圖示中所展示的透明玻璃僅用於演示目的。事實上，多款不透明薄膜可適用於這些空間里。

“私密性、安靜以及獨處對於創意、創新乃至領導工作至
關重要。“安靜的空間”就是把這些元素帶入辦公場所
的一種方式…換言之，只要有恰到好處的照明，每個人
都會閃閃發亮。”

°

深入研究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瞭解這項由我們本文中所提到
的思想領袖完成的頗具洞見和趣味的研究，請從以
下資源列表中獲取：
“安靜的空間”系列
steelcase.com/quietspaces

Quiet Revolution是Susain Cain成立於2014年的新公
司，旨在將她的暢銷書《安靜：內向性格的競爭力》所引
發的獨特意識轉化成行動。基於“給予性格內向者更多
自主權讓所有人受益”這樣的使命，Quiet Revolution
在2014年推行了第一項全球專案。通過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安靜的空間”合作專案，Susan和她的Quiet
Revolution公司與行業領先者Steelcase合作，幫助
企業暢想如何利用辦公空間來讓佔據一半員工數的性
格內向者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正能量。Quiet Revolution
旗下的員工培訓組織“安靜領導力協會”專為領先的
企業提供以結果導向的培訓解決方案，通過讓性格內
向者認識到自己的獨特強項並給予他們自主權，釋放
出他們的無限潛能。
2014年到2015年間，Quiet Revolution將繼續推進它
的使命，包括針對性格內向兒童的父母和老師的項目，
還會推出讓人們擁有安靜而美麗生活的用品——包括
旅遊、居家設計、聲學和健康等等。

欲瞭解更多有關Quiet Revolution的信息，請訪問
quietrev.com

Susan Cain個人主頁
thepowerofintroverts.com
Susan Cain于2012年在TeD上發表的演講
steelcase.com/talk

心靈分享
這個“安靜的空間”為性格內向者提供一
個可以信賴的空間，在那裡他們可以與同
事投入深度交流，在私密的環境裡展示
並分享內容。根據V.I.A.隔斷玻璃的工藝，

人們可以看到房間裡有人，但是任何路過
的人都不會看到房間裡的內容。集成的
media:scape讓員工可以主動編輯並創
造數字內容，同時白板能支持頭腦風暴。

模式

姿勢

用戶

專注

休閑/俯臥

1人

恢復

完成工作

2人

桌子有意設計成供兩人辦公
的 形 狀 和 尺寸。集 成 式 的
media:scape讓員工可以主
動編輯並創造數字內容。矮
櫥櫃用於存放個人物品，也可
以為合作伙伴提供另一種就
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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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ve，巴爾的摩，馬裡蘭州

數字傳媒公司
找到了最佳狀態

對很多辦公場所而言，吵鬧的影印機、鈴聲不斷的電話
還有交談不止的員工都是充滿活力的標誌。然而，即使
是廣告和市場行銷這樣需要創意人在頭腦風暴和構思
討論會上充分發揮的行業，還是很容易過度使用小組
空間，忽視連續不斷的噪音。要知道創意思考也需要有
獨立的時間來專心思考或恢復精力的。
Groove是一家位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數字傳媒和
市場行銷公司，當它的辦公空間難以支持它不斷增長
的規模時，創立者和首席執行官Ethan Giffin看到了對
公司工作環境進行重新構思的機會，而且他認識到解
決方案一定不只是增加辦公面積。通過與turnstone
以及Steelcase在巴爾的摩經銷商Hyperspace合作，
他對業務增長的需求進行了認真思考，考慮為了讓員
工盡可能獲得成功所需要的空間類型。首要重點是創
造一個能讓人全情投入的辦公空間，讓他的團隊可以
在其中有最佳的工作表現。
10,000平方英尺的可能性
當Giffin第一次走進巴爾的摩Little Italy附近空蕩蕩的
工業大樓時，映入眼簾的是凹凸不平的牆面和積滿灰
塵的地面，到處都是廢棄物。然而他看到的是10,000
平方英尺的可能性。
當時是2012年，Groove成立還不到7年。公司已經
搬了三次家，員工已經習慣了應對具有缺陷性空間的
各種問題：吵鬧的機械聲掩蓋了交談的聲音，打電話
變得很困難。設計不良的空間讓他的團隊身處不舒適
的環境，無法集中注意力。
新空間一定要有所不同。“我知道到我們已經從舊模式
中演化了，”Giffin說道。“當我對公司文化的各個方面進
行評估時，有一件事情我們忽略了，那就是我們的辦公
樓——這個物理空間。我們往往都接手別人的二手空
間，以為粉刷翻新一下就完事了。我意識到空間能富有
創造力地將我們推到下一個高度，而卻被我們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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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ve的室內吧台不僅為合作提供額外的區域，推進
活潑的辦公室文化簡直再好不過。來上一點隨時可取用
的啤酒、帶有迪斯可鏡球 的舞臺、以及從一個老式的穀
倉回收來的木頭，吧台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訊息：這個一
個充滿樂趣的團隊。Groove在週五為員工提供免費午
餐、週五下班後提供歡樂時光，定期還舉辦電影之夜。
Groove向員工強調這樣一個概念：你們可以選擇並控
制自己的工作環境。它引入了一個音樂管理系統，可以
在大樓的7個不同區域裡播放不同風格音樂並控制音
量，例如在“坑”可以播放饒舌音樂，在“窩”可以播
放貝多芬，但是最終交由團隊來選擇和控制。釋放出
此類環境控制因素強調了每個員工都在努力尋找最適
合他們完成任務的空間體驗這一重要性。

Groove的新辦公空間曾經是靠
近巴爾的摩Little Italy地區的一
個空置的工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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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徹底意識到——
工作不一定需要
依賴一個辦公桌和
一個電腦機箱。”

“我們現在的辦公空間提升了公司文化。看看團隊的興奮
勁兒，還有我們能做成的事兒，要是我說是這個空間凝
聚了我們的公司文化，一點也不為過。”

作為探索的一部分，Giffin訪問了Steelcase位於密歇根
州大激流市的全球總部。這次訪問從根本上重塑了他對 私密的辦公空間取決於工作本身
辦公場所的認識。在見證了人們可以一邊在踏步機上活
對Giffin而言，創建一系列空間意味着為他自己以及
動或者呆在隨意的休憩空間裡，一邊還能高效地工作，
Groove的執行副總裁和負責人Mack McGee保留一
他認識到工作不一定非得局限在辦公桌前或會議室裡。
個傳統的辦公室。他們私人的工作風格、手中私密的
讓空間變得重要
專案、以及他們為公司未來思考的戰略都是他們希望
保持在公眾視野之外的。而客戶則是另一個考慮因素。
Giffin受到了啟發，他摒棄了原先辦公隔間的佈局設計，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通過採用各種類型的空間滿足團隊 “我的客戶希望我能有一個正式的辦公室，”Giffin說道。“
多種需求的樓層平面圖。
我需要有地方攤開資料，而且有時候我的創意工作需要
私人時間。我需要獨自思考，Mack也是。”
考慮到Groove大部分工作是需要協同合作的，新空間
裡的很大一部分是為共創工作和頭腦風暴而設計的。這 他把銷售團隊放到了一個單獨的帶門的房間裡，這樣一
個被戲稱為“坑”的主要區域是一個開放式的合作共事 來此起彼伏的電話鈴聲和交談聲就不會打擾到在“坑”
空間，讓團隊能聚集在一起。員工也有分配給他們自己 中的創意團隊了。儘管Groove的員工會主動使用耳機
的辦公桌，但是也可以進入各式各樣的其他空間進行合 來實現私密性，然而Giffin經驗告訴他，單單使用耳機
作或者專注的獨立工作。
還不夠。他意識到如果有些員工需要更多私密性時能前
往不同類型的空間，那麼團隊的整體貢獻能被最大化。
例如，他們可以溜進Groove位於二層閣樓的某個“窩”
裡。這些“窩”能看見下一層的“坑”
，就像一個個居家
的客廳但是沒有牆。他們的位置和小組團隊在物理空間
上分開，但又不完全脫離。封閉式會議室讓團隊成員可
以在需要不被打擾時有安靜之處可去。無論是需要打
電話、做績效評估或者只是趕工，Groove為員工提供
了充分的獨立辦公區域，無論是事先預定還是即興使
用都夠用。

Groove的員工有分配給他們自己的辦公桌，但是也
可以進入各式各樣的其他空間進行合作或者專注的
獨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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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即使是微小的活動一天積攢下來也可以
為您帶來巨大的益處。正因如此，turnstone創造
出了Buoy。
以您的身心健康為設計出發點，Buoy圓形的基座
讓您在專注工作的同時，還能讓您保持平衡、搖
晃、擺動、旋轉。Buoy自重僅20磅，您可以帶
着它一起走，讓“移動”辦公更富有新意。

空間作為工作福利和催化劑
Groove的經歷對整個公司的工作方式都產生了影響，
如今他們的辦公空間在公司網站上作為一種工作福
利被展示出來。擁有“巴爾的摩最酷的空間”不僅是
員工的福音，對公司業績也頗有益處。
當他們在招募最優秀的人才時，應聘者通常會選擇
和Groove簽約，因為他們愛上了這個空間，Giffin說
道。事實上，他預計再過幾年，他就不再需要依靠獵
頭來幫他招募中層和高層員工了。
同樣令人激動的是他看到了公司利潤的可喜變化。
他們以前的空間並不能很好地象征他們的公司品
牌，因此Groove盡一切可能讓業務會議在其他場
所舉行，或者通過郵件和電話來解決。現在這些
都改變了。
“我們每週都有客戶或者競聘者前來辦公室。帶人們
來這裡其實是另一種形式上的銷售——我們為員工、
客戶以及未來有可能加入我們的人才創造一個美妙
的體驗。現在有那麼多人來人往，我們都需要一個前
臺接待員了！最令人欣喜的是，當我們把客戶帶到
我們的辦公空間裡來時，75-80%的生意都能談成。
客戶認識到，如果我們對工作環境都有這樣關切的
態度，那麼對他們的項目一定會更加盡心盡力。他
們這樣想是對的。”

°

“當我們在招募最優秀的人才時，應聘
者通常會選擇和Groove簽約，因為
他們愛上了這個空間。
— Ethan Giffin

具有活力感的座椅，專為充滿活力的您量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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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課堂

看一所高中如何
“顛覆”教學流程和教室空間
—— 并扭轉了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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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一個好的環境裏
能更好地學習。
我在這樣的教室裏
絕對註意力更加集中。
—Isaiah

顛覆學校
這番轉變始於Clintondale對教學流程進行革新，或者
說“顛覆”學校之時。在新模式中，老師用筆記型電腦將
講課內容錄製成視頻，並上傳到學校的網站、YouTube
通路上。學生可以在課後觀看視頻，無論是在家裡、學
校的機房裡、甚至是在手機上——怎麼方便怎麼來。
高中校長通常都習慣了聽取批評，但是這位密歇根州底
第二天在課堂裡，學生們對已經學習過的資料進行擴
特律郊區的Clintondale高中校長Greg Green從教育顧
展——解數學題、寫文章、搭建科學專案等。老師在
問那裡聽到這樣的評價時，還是頗受打擊。
一旁輔導，答疑解惑。
學校的問題很顯著。負債：5百萬美元。525個學生中間
即使這個方法看起來違背了學校和學生幾十年來教學
大多數是問題學生。一項外界評估將Clintondale的技術
的方式，Green說是時候做出改變了。“看看學校裡
基礎設施在560個學校中列為542名。學生的技能水平
通常採用的方式。學生聽課，然後放學回家，在家哪
參差不齊。不及格率，用Green的話來說是“一飛沖天”。
兒來的輔導呢？坐在餐桌前，誰會輔導他們高等代數、
顧問們沒有清晰的解決方案，Clintondale很容易就會成 物理和化學呢？家長30多年沒有坐在教室裡了。他們
為另一個時運不佳的故事主人公，資金不夠，學生資質 可能本人是物理學家，但是依舊不知道老師希望學生
很有挑戰，教學條件情有可原。然而，顧問們的批評卻 從教材中收穫什麼。”
為Green以及Clintondale圈出了一個轉折點。“當他們對
這個顛覆的模式讓學生在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從老師那
學校做出如此評價後，我們立刻決定和過去劃清界線。”
裡尋求一對一的幫助，並且在一個有利於教學的環境中
在之後的三年裡，憑借少量的支出以及對學習以及學 進行學習。“我們的課堂裡有專家、社工、副校長、各
習場所採用了富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Clintondale重 種科技工具、各式各樣的資源。何必把作業帶回家呢，
新燃起了希望。學生的不及格率直線下降。評分以及 那裡沒有這些資源，為什麼不改變一下這個模式呢？”
州考成績都上升了。

你的學生沒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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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堂進行再思考
顛覆學校的舉措讓老師們對課堂教學流程和方法有
了新的思考。如今講課在視頻上進行，更多課堂上的
時間可以用來讓老師和學生，或者學生之間開展合作
互動。Clintondale和Steelcase教育解決方案的專家
們合作，一起探索教學空間能如何支持更為活躍的
學習方式。
“主動學習是讓學生通過自我發現來構築意義。他們不
再是被動地坐在課堂裡聽老師高談闊論，”Steelcase
設計研究員Aileen Strickland說道。“他們在學習過
程中表現得更加投入，和小組頻繁合作，和同學們互
動交流。當學生可以四處活動時，這種關係更有活力，
因此，支持主動學習的傢具和空間能幫助教師和學生
適應這些新方式。”

只消一會兒功夫，課堂就可以根據學生、老師和眼下
的材料變換成最合適的格局。“我們發現有九個不同
的方式在課堂裡佈置傢具，也許我們還會創造更多格
局。學生只需要四下挪動一下傢具、重新組合一下，不
消兩三分鐘他們就能進入到下一個模式了，”社會學
教師Michael Ward說道。
他相信被顛覆的模式——一個為主動學習以及採取
新教育方式而考慮的課堂會提供重要的優勢。“你可
以上傳185個視頻，對一學年來說足夠了，但是這並不
能取代老師。它的作用是讓學生在需要時能隨時觀看
視頻，按照自己的進度反復播放或回看某些重點。一
旦學生掌握了視頻上的內容，他們來到課堂裡我們就
能教授他們更深的內容。”

通過和Steelcase合作，Clintondale將課堂轉變成主
動學習的模式。老式笨重的金屬課桌被淘汰，輕便又
帶有可鎖定腳輪的Verb®課桌以及帶有靈活旋轉功能 “我們在學生身上埋下了新技能的種子，教授他們如何
的Node®座椅被引入。現在學生能在討論、小組合作、 解決問題，更有創意，更好地和他人合作。這個課堂
兩兩合作（無論是和老師還是同學）、測驗等各種場 空間讓我們可以實踐最佳教授方式，探索新的領域。”
景中自由切換。教室裡還有一個三人沙發椅、沙發軟
讓學校接受這種主動學習的教學方式需要一些時間。
凳以及用來做頭腦風暴和分享的單人桌和小組桌。此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需
外，還有配合高腳椅高度的課桌讓學生們進行團隊合
要事先得到一些培訓，”Strickland說道。“他們不僅
作或個人學習。
需要學習新的教學方法，也需要瞭解空間能如何影響
學習效果，以及不同的空間和傢具如何對教學方法提
供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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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績提高了很多。
我在這樣的教室裡能更好地學習。

混合式學習空間

—Brianna

最小的投資，豐厚的回報
在Clintondale，即使沒有主動學習傢具支持的老師
也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利用空間。一位教師在他的課
堂裡把講桌挪走了，說他不需要，因為他的課堂時間
都在對學生進行一對一或小組形式的輔導。另一位老
師用半圓形的課桌取代了笨重的鋼制課桌。他覺得這
樣更方便全體學生分享材料，並且他可以在輔導過程
中和學生更加靠近。

1對1 + 小組討論

個體化學習

其他學校也紛紛注意到了Clintondale的變化。世界
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最近一次統計有300多位，對
Clintondale進行了訪問來一睹究竟。來自全國、州立
和行業的各個媒體記者電話不絕於耳。

對於Green校長來說，最令他欣慰的是看到他的學生
Clintondale還對建造於1950年的老圖書館進行了新的 重建了希望。“曾經有一個對近500,000名學生進行的
構想，配給小型課桌、容易挪動的椅子以及沙發座椅。 全國調研指出：每兩個學生裡面只有一個是有希望的。
如今這裡是分組課堂和小組項目的中心地帶。學生也會 這樣的結果着實令人擔憂。”
在這個圖書館進行獨立學習，包括觀看教學內容視頻。
“但是教育工作者可以改變這一情形。我們不需要清除
“單單只是引入新的傢具就已經讓事情有所不同。一位 課堂，只需要為他們提供可以按照自己的進度來複習
學生說，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得到過新的東西。’他們 的平臺。教室可以支持主動學習，只要專家以及資源
覺得學校正在他們身上投資，因此他們也應該對自己 工具都到位。”
的教育有所投資。這是一種互惠的協定，”Ward說道。
看看我們的孩子所取得的成績，他們的起點不容樂觀。
自從三年前顧問們對Clintondale給出刺耳的評價之 我們為他們創造了更多希望。90%的學生畢業了。80%
後，這所學校經歷了非凡的成功。九年級是當時第一 上了大學。很多孩子是他們家裡第一個高中畢業生。這就
批被“顛覆”的年級，他們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將不 是我們創造希望的方式，而這就發生在我們的學校裡。”
及格率降低了33%。2011年9月起整個學校都採用了
新模式，學校整體不合格率下降到了11%。學生的科
目成績提高了，州考成績也提高了。

°

課堂授課 + 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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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格率從30-40%
降低到了8-11%

360.steelcase.com

|

第68期

|

89

學習心得

精于融合：
科技、空間和學習

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

Clintondale高中的顛覆模式向我們展示了混合式學習
（一部分線上學習、一部分課堂內學習）能重塑教學流
程。從線上課程視頻會議和教室裡的互動白板，無限
的可能性正在對教育的每一層級帶來改變。
Steelcase教育解決方案研究人員最近完成了一項深入
設計研究，來更好地認清趨勢，並幫助教育工作者思考
如何通過更好地利用空間和科技來改善學習流程。他
們的六項洞見是：
人與人的溝通依然是成功學習的關鍵所在。
科技正在支持更為豐富的面對面互動和更高層
次的認知學習。
將科技引入課堂需要有靈活度和基於活動的空
間規劃。
空間的界限正在模糊化。
空間設計需要能捕捉並傳輸信息。
高科技和低技術可以並存。
研究人員認為，教室和非正式的學習空間必須具有高
度的靈活性來支持全新的學習行為，而這些新的學習
行為是新科技的直接產物。

深入瞭解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瞭解這項由我們本文中所提到
的思想領袖完成的頗具洞見和趣味的研究，請从以下
資源列表中獲取：
Clintondale高中網站
flippedclassroom.com
Michael Ward老師的個人網站
steelcase.com/ward
研究白皮書:
科技觸發的學習：
有關六個學習空間的洞察
steelcase.com/
technologyempoweredlearning
視頻：Verb課桌和白板如何
為主動學習注入活力
steelcase.com/verb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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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我一直被學生問及這樣一個問題， 對開放、半封閉和封閉的空間需求有認識。開放式空間
“您有什麼建議讓我學好這門課嗎？”
（工作室、學習大廳等）很難讓學生對空間有所控制。他
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取決於環境中人的密度、音量、
教育工作者經常聽見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也較為相
規章制度以及其他因素。
似：管理好你的時間，在課堂上記好筆記，集中注意
力。然而，集中注意力需要有個埋頭用功的地方，而這 有半封閉的空間讓學生可以獨自用功，但同時又和其
樣的地方不容易找到。
他同學保持聯繫。他們可以帶着耳塞，但依然對他人
的行為有意識。此類空間的例子有：位於教室一角的
這樣的地方之所以稀缺有幾個原因。主動學習的教育
學習空間，四周有低低的擋板，或者位於教室裡外的
方法要求更多的協作，有更多的空間來進行互動交流。
一個內閣空間。
圖書館正從一個安靜的閱讀中心演變成團隊專案工作
空間。地產是有限資源，預算哪兒都緊張。此外，生活 封閉式空間通常用來安靜的思考、休息或學習：私人
中嘈雜的聲音在持續增長，而這背後很大一部分原因 房間、帶有私密擋板的個人工作空間，或者小型獨立
是無處不在的科技。
空間。這些空間能為學生提供視覺和聲學上的私密性，
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
這裡有一個重點：主動學習並不把安靜的獨立學習
排除在外。事實上，隨着學習的過程越來越講究合 支持一系列姿勢。我們都受夠了在研習小間裡學習。一個
作，為個人提供可以聚精會神的地方更加重要了。 固定的課桌和一張硬椅很快就讓人覺得不舒服。與之
相反，設計上要考慮讓學生可以變換各種姿勢：坐着、站
在全國各地的課堂上，你會發現老師和學生都在和噪音
着、斜靠着等等。四下活動和改變姿勢能幫助學生保持
做鬥爭。越來越吵鬧的教學環境不只是容易讓人分心。
活力、集中精神，在學習過程中更加投入。
研究人員Arline L. Bronzaft博士指出，“噪音不僅僅有
損孩子的心智，對他們的整體身心健康也有害。”其他 教育工作者可以也推廣安靜專注的學習。將埋頭用功納
研究也證實學習空間裡聲控的重要性。
入學習計劃，說明學生認識到一心多用的缺點，以及在
專注學習的過程中把手機關掉的好處。
能支持學生集中注意力的大樓、教室和傢具應該是
教學機構設計的重要考慮因素。經過研究，我們得 讓各種的空間能支持學習的節奏，包括安靜專注的學
出了一些幫助學生在學習環境中集中注意力的設計 習，為學生獲得成功創造條件。
策略：

°

為支持各種教育和學習方式提供一應俱全的學習空間。在
可以重新配置格局的教室裡上課的老師在講課方式上
可以更有創意，並且拿出更多方法讓學生全情投入。比
如，一個支持合作的教室佈局可以簡單地轉換成測驗的
場所。可移動的桌子加上可卸載的私密擋板可以幫助學
生在個人學習、聽課模式、小組合作等場景中自由切換。
圖書館也可以包含社交、合作和埋頭用功的學習空間。

Lennie Scott-Webber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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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熱情點
和工作就是幫助人們理解不同的
環境所培育出來的不同行為，並且
創造出真正支持教學新方法的課
堂。
如您有任何想法、問題或者間接，
請發郵件至lscottwe@steelcase.com，或推特至
Lennie_SW@twitter.com.

深入瞭解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瞭解這項由我
們本文中所提到的思想領袖完成的
頗具洞見和趣味的研究，請從以下
資源列表中獲取：
“一個更為安靜的學校：
豐富的學習環境”
steelcase.com/quiet
classroom
“聽覺效果良好的教室設計”
steelcase.com/good
hearing
科技發展和一心多用重新
塑造了學生學習的方式？
steelcase.com/
howstudents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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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參賽作品

5

名決賽選手

30

展望
新一代

家機構單位

這是一場艱難的設計競賽
一個由35名高密度移動辦公的員工所組成的智囊團需
要一個全新的辦公場所，他們的現有物業是一個占地8,000
平方英尺的樓層，設計目標是讓這些人在其中有最好的
工作表現，並且培育出創新的火花。美國和加拿大由室
內設計教育學會官方認證的30所不同的學校接受了這
個挑戰，這也是為室內設計學生舉辦的NEXT設計大賽
的組成部分，Steelcase贊助了這一賽事。
“我們的目標是說明下一代設計師。我們需要鼓勵用新視
角看問題的設計，以扎實的研究為基礎得出現實解決方
案的設計，並且可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隨着需求的變
化作出相應改變的設計，”Jerry Holmes說道。Jerry
是Steelcase設計聯盟負責人之一，負責NEXT競賽
的管理工作。

600多位學生提交了他們的設計方案。經過學校院方的
初步評審後，每所學校的前兩名方案進入了獨立專業評
委評審的階段。所有可能辨別出身份的信息（學生姓名、
年級、專業、學校）都從方案中去除，以確保公平公正。
最後，5位室內設計的學生進入了決賽。他們飛到了
大激流市，在Steelcase辦公場所研究和設計部門進
行了為期三天的深度訪問，並且有機會將他們的設計
方案向由5名評委組成的委員會進行陳述，委員會將
選出最終的獲勝者。

2014年
NEXT設計大賽
決賽選手：
Sara Gass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Manhattan, KS
Channing Glover
Maryville University,
St. Louis, MO
Anna Ivleva
Humber College,
Toronto, ON
Sabryna Lyn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
Cindy Tiek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Baton
Roug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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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榮譽獎選手：
Taylor Beh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IL
Samantha Blancato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Carly Lisnow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 我 們 的目 標 是 說 明 下一 代 設 計 師。我 們 需 要
鼓 勵 用 新 視 角 看 問 題 的 設 計，以 扎 實 的 研
究 為 基 礎 得 出 現 實 解 決 方 案 的 設 計，並且可
以 經 受 住 時 間 的 考 驗，隨 着 需 求 的 變 化 作 出
相應改變的設計。”
—Jerry Holmes

Adam Thilg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Ames, IA
Courtney Wierzbicki
Kendall College of
Art & Design, Grand
Rapids,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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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方案期待為辦公場所帶來改變

設計為實現一個互聯化的辦公場所
這場設計挑戰的核心是創造出一個互聯化的辦公場
所，讓客戶可以：
促進合作共事，並推動創新
為員工提供辦公空間的選擇，支持不同的工作流
程和風格，讓他們可以自己選擇並控制辦公空間

最終勝出的設計方案來自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瑪麗維
爾大學的學生Channing Glover，她在課堂中花了四個
多星期讓這個設計想法得以成形。她將一架紙飛機拋
入空中，說NEXT大賽中的創作就好比是這紙飛機無
規律的飛行線路。公司為客戶提供設計思維、產品設
計以及原型製作方面的幫助，而其中的創作往往要經
歷毫無規律的迂回曲折。
“在我看來，這架紙飛機的飛行線路和人們的工作方式很
類似。這個平面規劃可以折起來，再展開，或者重新規
劃出完全不同的模樣，”Glover說。

她的空間規劃採用靈活的辦公空間和傢具。用戶可以對
他們的辦公空間進行重新構想，他們在任何時間都可以
呵護員工在身體、認知和心理層面上的身心健康。
搬動周圍的傢具，創造出他們需要的空間。她同樣用
支持公司的企業文化
紙飛機這個概念設計了公司logo標誌，並且建議牆上
和天花板上的藝術作品可以根據不同的飛機規劃進
體現出公司的品牌
行設計。
這些因素反過來可以為企業吸引和保留優秀人才添
Glover的空間規劃鼓勵即興的互動交流，而這往往能推
磚加瓦。
動創新。“一個互聯化的辦公場所是人們如今的工作方
物業本身頗具挑戰。它是一個長條形的空間，看起來 式。我成長的環境中就有大量的小組專案，事物往往在
像一個回力鏢的轉角。這個物業的每一平方英寸都很 人的層面上就互相聯繫。但是我認為，和外界的聯接也
珍貴，這對每一家公司都是如此，客戶希望更有效地 很重要，能和不同國家的人、不同的客戶保持聯通。”
利用這個空間。他們還要在來年迎來更多的員工和
Steelcase教學環境總監Lennie Scott-Webber博
駐留客戶。
士說“一個互聯化的辦公室並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概
聖路易斯的HOK的室內設計總監Bob Blaha同時也是 念。但是進入決賽的選手能理解這個策略，並在他們
評委之一，他對進入決賽的幾個方案表示很欣慰。“思 的空間設計上應用這個概念。這不只是一個傢具解決
考很到位。我想要找的是一個體現在物理空間和情感 方案；這關乎於在這個空間裡工作究竟是什麼感受。”
空間上的大創意。要從這幾個方案中挑出一個獲勝者，
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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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ing Glover
聖路易斯，密蘇裏州，
Maryville University，
2013 NEXT設計競賽冠軍

“ 當你和別人一起工作時，你應當能根據自身
工作模式靈活地改變和轉換所處空間。不是
每一項工作都需要同樣類型的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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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Gass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曼哈頓，堪薩斯州

“ 我對自己的設計方案很有信心。每一個設計點
都有背後的依據。別人也許會說‘我喜歡這件傢
具’
，而我可以說‘我之所以選擇這件傢具並且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是因為…’然後我有研究事
實作為依據。”

Sabryna Lyn,
University of Florida，
蓋恩斯維爾，佛羅里達州

“在佛羅里達大學，我們都很講究事實依據，因此在
着手平面圖設計或者構思概念之前，我們的第一步
總是先調查研究。我剛剛做了兩周的研究工作，然
後以研究為基礎我構思了這個整體方案，最終發展
成我的設計。”

Anna Ivleva

Cindy Tiek

Humber College，
多倫多，加拿大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巴吞魯日，路易斯安那州

“ 互聯化的辦公室於我而言是人們可以合作
共事、可以一起創新、可以和他人一起投
入創造偉大新事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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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家每天都參與到很多科技活動中，幾乎每一件事物都是數
字化的，我們以這樣的方式互聯。但是我們仍然需要這樣一個辦公
空間：在裡面可以很容易進行1對1或者小組形式的合作。你不再孤
立於私人辦公室裡，小組合作會變得越來越多，因此要提供空間讓
人們可以以小組的方式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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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新的
工作日

作品征集

帶有存儲功能的Massaud沙發由Jean-Marie Massaud和Coalesse聯合設計

2014年度
NEXT設計大賽

“反思主動學習空間”2014年度NEXT設計大賽向學生
發出挑戰：一個成功的學習環境應該是什麼樣，請你
全新暢想。

職業未來
“所有的評委都對學生的設計作品讚不絕口。當你看到
學生能做出如此高水平的方案時，這讓你對室內設計
職業的未來感到激動，”Homes說道。
“我們希望2014年的大賽能有更多院校參加。屆時，學
生們將有機會探索空間能如何支持教育領域正在經歷
的變化。這可以是一個納入設計課程的優秀項目，也可
以讓學生們獨立研究，”NEXT大賽的合作領導人以及
Steelcase設計聯盟負責人Madelyn Hankins說道。
“對參賽的學生，Channing Glover有些忠告。”一位老師
常常說，
‘別畏懼打破常規，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他們
什麼時候會去改變規則。’
“盡可能富有創意，找到樂趣，做你想做的。不要擔心能
不能贏。這是你的作品，讓它能徹底代表你的心。如果
能贏，那將是多麼美妙的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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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教育學會官方認證的學校中，所有大三大四
學生都有資格參加大賽。獲勝者將獲得1,000美元的
獎勵，並且他所屬的學校中的設計專業將獲得相應的
現金獎勵。
大賽的相關細節已經通過郵件的方式發往所有室內設
計教育學會官方認證的學校負責人處。學生報名截止
至10月3日，決賽作品投稿截止於11月21日。學生和學
校都無需為參賽支付任何費用。
欲瞭解更多信息
請發郵件至design4next@steelcase.com

亦工作。亦休憩。
帶有存儲功能的Massaud沙發
擁有舒適的設計，方便您接入
各类技術裝備，是辦公、沉思
或放鬆的絕佳可選場所。

客户案例：

尋求平衡：
重新思考私密性，
有效提升合作共事
如果用一個詞可以總結全球能源公司TAQA創建
旗艦總部背後的戰略意圖，那就是“Majlis”——
在阿拉伯語中，它象征着讓人們聚集到一起並
接受主人款待的地方。

境所帶來的各種益處。與此同時，由於許多員
工一開始就明白會失去傳統意義上的個人辦公
空間，公司領導知道新空間的設計不能忽略個
人對私密性的需求。

當TAQA決定在阿布扎比建立新的公司總部大
樓時，公司領導層知道這應該是一個集會議、
迎客、互動交流於一體的地方 —— 人們可以
聚到一起，合作共事，一起分享鼓舞人心的環

TAQA成立於2005年，如今已經成為世界上最
具有潛力的能源公司之一了。隨着它的運營範
圍在能源行業中不斷擴大並遍及到11個國家，
它的成長速度一直備受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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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番快速的發展意味着在阿布扎比的員工分佈在
各個地點，後勤組織愈發困難。更重要的是，高層管理
者意識到讓員工聚集到總部城市裡來能更好地發揮出
集體才智的力量。

泛征詢意見來啟動這個項目。很快他們就認識到私密性
是設計考量的重點。許多員工表示失去私密性——無
論是空間、還是能舒適地處理敏感信息和文件的可能
性——都不受歡迎。

“儘管我們還是一家年輕的企業，我們在全世界坐擁320 “和阿拉伯文化中的許多企業一樣，我們已經習慣在擁
億美金的資產。而且，我們在阿布扎比的團隊依舊在隔 有許多私人辦公室的環境裡工作了，這樣的工作環境
間裡工作……我們必須要去除一些障礙，”TAQA執行 並不鼓勵合作共事，”業務發展經理Khaled Hag說道。
副總裁Ifran Nadeem說道。
剛開始，這個項目眼見就要陷入妥協的境地—— TAQA
“我們需要創造一個能反映我們業務多樣性的空間，能 希望實現的範圍不得不縮小。
讓人更容易地溝通交流。創新和新技術當然很重要。
“的確有很多阻力，”TAQA戰略調度總監Ali Khouri解釋
但是對企業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員工的品質以及他們
道，正是他領導專案團隊最終將新總部大樓專案得以
之間的緊密聯繫。”
落實。“高層期待擁有私人辦公室來映襯自己的職位，
在2012年，TAQA在阿布扎比的一幢高樓裡訂下了23 但是他們也感覺到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只會去做一些
層、24層、25層的空間。為了確保他們理解員工對於改 需要考慮保密性的工作。”
變的心態和準備程度，TAQA的領導團隊通過和員工廣

TAQA位於阿布扎比全新的公司總部大樓將
分佈在各地的員工聚集到一起，消除了孤立
思維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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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創造一個
能反映我們業務多樣性的空間，
讓人能更容易地溝通交流。”
Ifran Nadeem

此外，對私密性的顧慮並不僅局限于企業領導。在
當250多名在阿布扎比的TAQA員工開始搬入新
專案小組聆聽員工需求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要為 總部大樓時，惶恐和不安都不見了。
所有員工找到一種平衡的方案——既有能滿足個
“有些人可能需要稍長一點的時間來適應，但是
人私密性需求的空間，也有支持合作共事的空間。
總體來說轉換期很短。而那些對缺乏私密性
TAQA和建築師Pringle Brandon Perkins & Will以
最為擔憂的人反而對新辦公室表現得最為興
及承建商EC Harris 合作，一同來設計他們全新的
奮，”Khouri說道。“大家理解了其中的意義。”
5,543平方米的總部大樓。為了獲得更多啟發和洞
在空間裡支持合作共事的各項應用很快獲得了
見，規劃人員訪問了Steelcase位於德國羅森海姆
成功，而media:scape ® 無疑是最受大家歡迎
以及密歇根州大激流市的辦公大樓。
的。Khouri表示media:scape ®“比任何其他應
“他們向我們介紹了解決方案，而不是一件件傢具產 用都更能象征最有效的合作共事。”搬入新樓
品，這對我們的設計有着深遠影響，”Khouri說道。 後，一些高層管理人員則需要放棄原先的私人
“這讓我們比原先的設想更大膽、也更具有原創性。” 辦公室，在合作空間裡工作。
例如，他說，TAQA的員工很擔心在公用環境中列印
檔案存在隱私問題。在給他們展示了智慧列印功能
之後，他們放下了心。儘管印表機是公用的，還能對
私人檔進行保護。
讓員工知道他們依然會有能打私人電話的空間，依
然在會客區有多個會議室讓他們與外部訪客互動
交流而不會干擾辦公室中的活動，這些信息對員
工很重要。

樓層設計規劃出開放式辦公桌、共用環境和私密
性的無縫結合。顏色明亮的傢具傳遞出隨性和創
造力，玻璃隔斷上繪有表示能量浪潮的圖案。落
地窗外是一覽無遺的海灣和阿布扎比老城風貌，
更加凸顯出生動又寧靜的辦公環境。

客戶會議可以在第25層舉行，其中擁有一個董事
會會議室、若干個普通會議室、一個大禮堂、當
然還有一個Majlis——公司的迎客區域。
TAQA對將其推向全球舞臺的價值觀引以為豪：
追求卓越，強強聯合，安全並可持續，勇敢無畏
又富有創造力，並且互相信任。他們全新的總部
大樓很好地體現出了這些價值觀，並且賦權於員
工，讓他們的表現更上一個臺階。
“人們的工作方式不盡相同，我們需要給他們不同
的選擇，”Hag說道。“那些對私密性問題有顧慮
的人在適應新環境後都不再擔憂……我認為不
會有人想回到以前的狀態了。”
當公司文化有任何程度上的改變時，TAQA領導
層在背後的支持非常重要。有了來自于領導層的
支持，專案組成功地抓住了“致勝關鍵，”Hag
說道。
“也許最令人高興的是聽到員工的回饋，”他強
調。“一個鼓舞人心的辦公環境讓團隊發揮出
最佳潛能，而且他們因為這個改變煥發出了新
的活力。”

°

新空間規劃出開放式辦公桌、共用環境
和私密性的無縫銜接。落地窗外是一覽
無遺的海灣和阿布扎比老城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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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長桌

FrameOne
升級版
FrameOne創造出輕巧開放的辦公環境，並
且很容易定制化，以滿足個人、團隊以及企業
不斷變化的需求。最近該系列新增加的元素
專為滿足現代辦公方式的需求而設計，與此
同時優化空間使用率。其集成纜線管理能搭
載一應俱全的附件，包括小收納盒、顯示器
懸臂、浮架，由此提高桌面以上的空間使用。
並且還能憑借私密擋板和企業辦公工具支持
辦公桌輪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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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桌

存儲

Sit2Stand

UPV存儲系列

Sit2Stand支持辦公場所身心健康的建設，其多功
能手動或電動調節裝置都能讓您快速方便地變換
姿勢。無論您在日常工作中是坐着、站着還是四處
走動，Sit2Stand都能令身體和心靈都充滿靈感和
活力，促進您的身心健康。Sit2Stand的設計簡潔
又精致，與各種室內設計風格都能很好地匹配。一
應俱全的桌面尺寸、形狀和飾面創造出靈活的辦公
桌面，滿足個人、團隊和企業不斷發展變化的需求。

UPV系列為您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成本效益的存儲
元件，包括移動存儲元件、花盆、儲物柜等。這一廣
泛的產品系列包含不同的開門方式，以幫助用戶優
化緊湊的空間、角落以及垂直空間的使用率。它能
滿足從小到大各種辦公空間的需求，以及個人、團隊
和文件的存儲需求。專為低櫃上設計的多功能軟座
墊能提供額外的座椅或者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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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閑沙發

media: scape Hoodie
media: scape Hoodie為創建多功能私密空間提
供了一種具有時間和成本效益的方式，無需對辦公
場所進行重大投資。media: scape Hoodie為打造
空間提供靈感，裝入與之匹配的沙發座椅營造出視
覺和物理層面上的隔斷，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擴
展一系列可用空間。它為用戶提供親密的環境、以
及恰到好處的私密性體驗，無論是1對1互動、接聽
電話、專心完成手上的工作、還是放松小憩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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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辦公室系統傢具

ELECTIVE ELEMENTS®
Elective Elements是一套獨立的辦公室系統，
其設計旨在滿足當今私密和開放的環境中日新
月異的工作空間需求。Elective Elements通過
將豐富的材質和精緻的設計融為一體，在展現
企業形象的同時，創造出一個引人入勝且充滿
激情的辦公空間。
精緻的美學體驗能夠推動小空間的利用，詳盡
周到的細節則有助於促進員工更加高效地開展
合作和創新。Elective Elements的設計可以和
Steelcase的各種解決方案進行無縫整合，搭
配media:scape可以強化合作，搭配V.I.A.牆面
隔斷則能夠強化私密性。

推介
空間隔斷

V.I.A.™
垂直•智能•建築
V.I.A.是Claudio Bellini和Steelcase設計工作室合
作的結晶，它不僅定義了空間，同時對當今辦公場所
中垂直隔斷的角色進行了重新定義。V.I.A.通過提供
真正意義上的聲學隱私和支持技術設備來增進人際
互動。它通過簡便靈活的移動牆壁設計帶來持久的
體驗，並支持創造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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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空間隔斷

聲學性能
V.I.A .創造了真正意義上聲學隱私的新基準。毗鄰動態
團隊合作空間的專注辦公空間可以完全不受噪音困擾。

面向未來的平臺
V.I.A.不僅可以讓您實現今天的設計理念，其中所嵌
入的智慧設備還形成了面向未來的平臺。配合V.I.A.各
種大小的變化都是手到擒來，並能夠提供持久感受和
靈活體驗，以滿足不斷變化的業務需求和新興技術。

設計自由
V.I.A.提供一致的、可預測的視覺細節，為建築師提供
廣泛的材料和表面靈活性，讓他們自由地表現自己的視
覺效果，創造出不同的空間，同時無須犧牲視覺效果或
者擔心細節問題。V.I.A.是利用EnvisionIT開發的，這
款Steelcase出品的設計軟件能夠讓您對參數化產品
進行便捷的規劃和定制。

精密工程設計
精密工程設計帶動了V.I.A.視覺細節的一致性。智慧精
密框架和機械外層附加支架的設計能夠準確地對齊外
層——一來最大限度減少安裝時間，二來並降低對安
裝人員技術水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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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Guide

座椅

ARCHITECTURE

核心界面
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同步運動的系統。就像人體一
樣，Gesture座椅的靠背和坐墊是相互關聯的且能像
一個同步系統一樣移動，為用戶量身定做，提供持久
且穩固的核心承托。

扶手界面
Gesture扶手的移動情況與真人相似，這有助於員工在
靠近工作任務的同時有效地支撐他們的手臂和肩膀，無
論他們使用的是哪一種設備以及身材大小。Gesture扶
手搭載在座椅的後臀部，以支撐各種姿勢和身材，並且
與傳統座椅相比占地面積更小。

GESTURE™
技術是驅動我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發
生改變的重大力量。我們在工作日中使用的多種新
設備讓我們在不同的工作內容之間流暢而頻繁地切
換。Gesture是第一款設計旨在支持當今全新技術設
備的辦公座椅。其靈感來自人體移動所產生的身體
變化。為當今我們的工作方式量身打造。

座椅界面
Gesture座椅採用自我調整增強功能（泡沫中的氣體
通道），根據不同身材提供相應的承托，讓大家都能
夠獲得舒適的體驗。
座椅的輪廓能夠分擔人體重量，從而延長舒適時間。坐
墊邊緣具有彈性，能夠支持一系列廣泛的坐姿而不會阻
斷血液循環。座椅的縱深控制回應靈活，“微調”便捷，
確保用戶不會只坐在座椅的前端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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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當Think座椅在2004年推出之時，它被世界視為
是一款突破性的創新產品。如今這款多功能座椅
已經經歷了全面的重新設計。自腳輪而上，我們採
用了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功能，包括一款全新的智
慧集成LivebackTM系統，讓使用者體驗到前所未
有的舒適感受。隨着零部件的減少和拆卸回收更為
簡便，儘管它依舊保留了熟悉的外觀，但已經是一款
煥然一新的座椅了——性能更佳，更時尚，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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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桌

NODE® 中背座椅

REGARD™

Node中背座椅具有移動性和靈活性。它的設計適
用於積極的主動學習環境，防止座椅的背面和牆
壁接觸。

Regard的創造旨在解決當今等候區所面臨的挑
戰。 一款模块化的系統能夠從許多方面針對多種應
用設備提供重新配置，利用恰到好處的混合解決方
案來滿足廣泛的需求。Regard有助於改善員工的
健康情況，並讓等候的每一刻都更有意義。

使用Node中背座椅後，教室可以靈活地從講座模
式切換至團隊模式，再自如地切換回來，毫無干擾。
它支持主動和以團隊為基礎的學習，即便在擁擠的
空間當中也暢通無阻。

在等待的時候，大多數人都希望與陌生人保持距離
並和熟識的友人密切接觸。有些人喜歡電視帶來的
刺激，而其他人更喜歡安靜的環境專注於工作或者
閱讀。為了確保有效地使用等待時間，醫院等候區域
的設計必須滿足眾多人員的多種需求——通過一系
列配置來滿足廣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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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vi®

Series 長桌

員工不會只坐着開會。他們還會開展互動、頭腦風
暴並進行創新。Qivi是一款智慧設計的合作辦公
座椅，它鼓勵移動、支持多種坐姿並提供長時間的
舒適體驗——在多種環境中都能支持員工合作共事。

Series長桌能夠為廣泛的長桌應用提供高度調節功
能，改善個人和團隊健康水平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利
用物業空間。無論是需要一個臨時辦公區域還是和
永久性的團隊成員開展合作，員工都能迅速而方便
地調節他們的辦公檯面高度來適應他們的工作需
求，為他們提供恰到好處的支持。

Qivi的設計配備了旋轉靠背和滑動椅墊，能夠支持
自動調節以適應不同的坐姿和位置，保持員工專注辦
公，在合作期間最大限度地提高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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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SCAPE®
TEAMSTUDIO
media:scape TeamStudio能夠通過提升團隊合作辦公
空間中互動的數量和品質來推進創新的潛能。本地團隊
和分散式團隊能夠使用數字和模擬工具來形成一個無縫
的、簡單的、平等的合作模式。其結果是達成一個增進信
任、促進合作和加快創新的空間。
Teamstudio是針對積極專案團隊的綜合應用，讓近端
和遠端視頻參與者更有社交活力，確保大家無論是在
攝像機開着還是關閉的狀態下都能平等地工作。它特
別適用於組織大型團隊頭腦風暴會議，也可以很容易地
支持小型分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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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SCAPE®
KIOSK™
media:scape kiosk致力於優化今天的合作模式。嵌
入式media:scape技術能夠讓參與者更加方便地與
其他同事分享信息。集成的照明和音響控制能夠確
保參與者“清晰地看到彼此”
，也能“清晰地聽到彼
此。”攝像機的角度能夠捕捉到參與者，並最大限度
地減少周圍環境進入畫面。其結果是帶來更加優越
的用戶體驗，在高效優化的物業環境中，讓人們更加
集中注意力並全情投入。

MEDIA:SCAPE®
VIRTUAL PUCK™
Virtual PUCK可以讓任何與會者分享他們個人筆記本
電腦或者平板電腦上的內容，同時保持media:scape
“開放、連接、分享”的體驗。Virtual PUCK能夠提升
內容的無縫連接，而無需使用PUCK鍵。只需簡單
地點擊桌面上的圖示，與會者就可以在房間裡的任
何地方輕鬆地共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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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wizard® II
RoomWizard II是一款會議室調度系統，能夠解決
員工和會議室空間匹配的困境。它提供了一套解決
方案用於管理開放的和封閉的合作空間，比“先到
先得”的方案更為高效。現在RoomWizard II還提
供採用康寧抗菌Gorilla玻璃，通過內置的固有抗
菌功能來抑制藻類、黴點、黴菌、真菌和細菌的生
長，並有助於延長玻璃的使用壽命。

Tagwizard™
TagWizard是一款空間調度系統，方便員工尋找空
間，預定和使用。移動工作者可以通過他們的電腦
或者移動設備根據需求來“預定”一個辦公空間。
與其他調度系統不同，TagWizard允許員工通過
刷一下公司卡或者打指紋來實現即時登記；它能夠
通過分析包來收集房間利用情況和影響健康的因
素；並為IT經理提供相應的工具，以實現高效的系
統部署、管理、支持和更新。

USB 插座
U S B 插 座為使 用者提 供了即插即用電源 連 接
的增強選項，以支持不斷發展的科 技需求。全
新的插座能 夠無縫地與A n swe r、M o n t a g e、
FrameOne、c:scape、Privacy Wall和V.I.A.實
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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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em和Retrieve
Redeem和Retrieve是Steelcase座椅飾面材料系列
產品中的新成員。我們對紡織品的回收流程考慮得
更加深遠。由Designtex去年實施的生產流程使得這
款產品成為了辦公傢具行業的首款產品。這一流程採
用的優化系統始於Steelcase生產設施的小片織物，
這一織物通過回收利用成為紗線，然後重新紡織成
為全新的紡織品——Redeem和Retrieve。Redeem
和Retrieve即美麗又可持續，不僅是由回收材料製成
的產品，同時其設計和生產也適用于未來的回收。

Texel和Impera

Tensile

Gabriel

Texel和Impera是Steelcase高性能系列產品的新成員，與現有的
Steelcase標準產品——Chainmail和Stand In——同時上市。Texel
和Impera是溶液染色尼龍，其設計旨在達成高性能的品質以及經久耐
用的紋路和顏色。高性能品質表現為漂白劑可清洗、輕鬆保養以及高耐
磨損力。這些紡織物特別適用於醫療環境以及移動辦公空間等日常除
塵屬於每日必須的環境。

Tensile也加入了Steelcase紡織品系列，與其他高品質紡織品共同呈
現。Tensile是美學和功能的純粹結合。這款全新的材料採用不含聚氯
乙烯的聚亞安酯以及獨特的浮雕細節。這款織物也適用於漂白劑清洗，
易於保養，而且具有高耐磨性。Tensile的色彩選項涵蓋了廣泛的創造性
選擇——同時也注重環保。

作為可供選擇的新表面材料，Gabriel紡織品允許設計師在使用精美
加工的高檔材料同時無須犧牲對環境的責任。與Steelcase完美匹
配，Gabriel對產品品質、社會責任和全球設計的承諾讓我們能夠為
全球的客戶擴大我們的設計選擇。

Kvadrat

複合樹脂貼面

背漆玻璃

Kvadrat是新加入選擇飾面材料的紡織物系列。色彩絢麗而設計簡潔
的Kvadrat推動了紡織工業中審美、技術和工藝的發展進程。作為其創
新的成果，Kvadrat已經成為了歐洲首屈一指的生產商，提供高品質、現
代化的紡織品和紡織相關產品。Kvadrat紡織品背後還有令人興奮的合
作機遇——全球頂尖的設計師、建築師、藝術家共同合作，將理念設計
轉變成為現實，從而形成眾多備受讚譽的建築發展成就。通過與業內
知名的供應商合作，Steelcase讓彙聚使用全球各地精美產品變得更
加容易。公司傑出的設計積累能夠讓客戶在一系列製作精美的表面材
料中進行選擇，吸引來自全球使用者。

我們通過提供精選複合樹脂貼面材質來擴大您對材質的選擇範圍。這
些複合材料都是實木，能夠形成連貫的顆粒結構和木材特征。這些行
業領先的複合材料的選購非常直觀，無須額外的定制費用。

我們通過擴大對色彩選擇以及產品的供給增加了背漆玻璃的供應材
料。獨特且廣泛的顏色選擇讓您能夠為V.I.A.和Elective Elements提
供美麗流暢的審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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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tex + Charley Harper
Designtex + Charley Harper探索了生動的色彩和充
滿活力的想像將如何有助於改善醫療環境中的康復
結果，並在任何環境中提升身心健康。一系列專門針
對滿足醫療行業的績效標準的風格，儘管它們適用
於任何環境，但需要使用在與之匹配的獨特表面上。

Charley Harper系列：樺樹皮格子

Charley Harper系列：最後的蚜蟲

Charley Harper系列：樹葉

隨着Charley在2005年繪製了《樺樹皮和飛鳥》之後，樺樹皮的花
紋被設計成了白色、黑色、灰色和橙色的幾何圖案設計。樺樹皮格
子對Charley抽象的樺樹皮花紋進行了調整，從而向傳統的格子圖
案致敬。這款有12種配色的編織傢具飾面材料的花紋包含Charley
樺樹原稿中的自然主義情調以及Charley其他畫作中的複雜圖案。
共有12種配色可供選擇。

Charley不僅熱愛瓢蟲，多年以來他還將瓢蟲作為他在圖片、繪畫和
雕塑等作品中的核心。《最後的蚜蟲》編織表面材料又回到了這個主
題，描繪了四隻瓢蟲準備吃掉一隻令人垂涎的蚜蟲。在Charley的族譜
中，自然是值得敬畏的，不總是那麼溫和浪漫：即便是美麗優雅的瓢蟲，
為了生存也必須成為高效的捕食者。

完美形狀的樹葉最初出現在Charley的一幅紅色基調繪畫《紅鳥和紫荊
花》的背景當中，這幅畫發表於他在1980年出版的畫冊《致蒼天》。在這
款印花塗層飾面材料中，葉子被包裹在圓形和對角線形成的整體圖案中，
散佈在充滿活力、顏色單一的背景當中，展示出了Charley對自然世界的
暢想。共有十四種配色可供選擇，搭配Cleangene+Silicone™飾面塗料
系統，提供高水平的耐污漬性能和漂白劑可清洗性能，適用於醫療環境。

折紙系列

Designtex + Wallace Sewell

Henrik和Inga

折紙系列的靈感來自日本的傳統折紙藝術。這種創新的紡織物贏得了
著名的紅點設計大獎2013年最佳設計獎，可以作為織物或者窗簾使用。
在作為窗簾安裝使用時，這款織物的常規表面都經過了加工，可以提供
聲音吸收功能。這些紡織物獨特的生產加工流程成就了這款結構品質
驚人的三維紡織物，在光影的作用下效果更為顯著。

Designtex + Wallace Sewell系列始於與Wallace Sewell的合作，
後者是英國紡織設計師和專業紡織專家Emma Sewell和Harriet
Wallace-Jones在1990年成立的機構。以Wallace Sewell大膽幾何圖
形和複雜的顏色為主線，這四款豪華的飾面材料採用了羊毛紡織，特
別適用於企業和住家環境。大規模的條紋、網格以及超大編織紋路的
靈感源於Anni Alber訓練有素的色彩探索，以及Wallace Sewell在倫
敦工作環境中的城市景觀。

最新發佈的精品系列包括了兩款數碼塗層表面材料：Henrik和Inga。
這兩款醒目的、基於斯堪的納維亞靈感的圖案有兩種不同的尺寸和
兩種獨特的配色——一款是萬花筒般光明而大膽的色彩，另一款是
冷灰和暖灰的寧靜混搭。這些款式利用了聚氯乙烯替代無紡布基材，
強調了Designtex對於在其數字印刷工藝中推進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這些相同的圖案也將會作為兩款最受歡迎的編
織飾面材料Gamut和Rocket的標準系列產品。此外，Henrik的大型
版本也將被用於DNA襯底上的牆面塗料。

Charley Harper系列：陶醉於野趣
在Charley Harper1994年的作品《陶醉於野趣》中，一群動物、昆蟲、
魚、家禽以及樹葉巧妙地佈置在畫面上，如同環環相扣的拼圖板，全
部都用整潔的黑色線條繪製在單一色彩的背景上。基於相同的精神，
《陶醉於野趣》塗層飾面材料採用了傳統的繪畫技術來描繪Charley
的獸群畫面，採用清晰的線條繪製在生動的背景色彩上。共有14種配
色可供選擇，搭配Cleangene+Silicone™飾面塗料系統，提供高水平
的耐污漬性能和漂白劑可清洗性能，適用於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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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VI®

Buoy™

Bivi主要展示了現代風格和簡單模塊化，提供固定
的形式與功能。其模塊化設計適用於任何企業，根
據員工工作的各種方式進行調節。Bivi辦公桌、辦
公座椅以及辦公配件將幫助您創建一個理想的工
作場所，不僅僅關注今天的你，還放眼明天的你。
在充足的物業空間裡開展專案和合作，您的團隊一
定會熱愛他們的工作方式。

研究表明，即便是一天當中的輕微活動累計起來
也大有益處。這就是為什麼turnstone ®開發出了
Buoy。Buoy在設計中關注員工的健康，可以讓你
旋轉、搖晃、擺動和斜靠——保持身體活動、思維
敏捷。帶着輕鬆心情拉一把椅子過來坐一坐，或者
靠一靠吧。Buoy是一款與你一樣靈動的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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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MY
座椅
Michael Young—英國
< 5_my座椅是一款性價比超高，重量輕便（不到5
磅重），高度可定制的可堆叠無扶手座椅，完全採
用碳纖維製造。它表現出非凡的工藝，為您提供無
與倫比的卓越體驗。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使用，碳
纖維結構都喚醒了高品質的設計意識。結合精細的
藝術和工藝細節，< 5_my座椅挑戰了傳統的實質性
規範，並引導了現代工藝的未來。

Massaud™
會議系列 
Jean-Marie Massaud—法國
工作環境正在探索如何支持會議、合作共事以及
個人工作，並通過舒適度和美學體驗來展示企業的
文化。Massaud會議系列為企業辦公室提供了解
決方案。該會議系列是一款豪華的產品。高品質設
計、注重細節、並且工藝優良，除此之外還有持久
的舒適體驗以及多個調節功能，特別適用於家庭
和辦公室環境。

sixfivezero_CO
collection
系列
The Sixfivezero_CO is a comprehensive wood
Sixfivezero_CO是一款木質無扶手座椅和咖啡桌
size chair and café table collection that brings
的綜合系列，能夠為任何空間帶來美觀和靈活的
beauty and flexibility to any space. The col體驗。這一系列提供不同高度來適應不同的坐姿。
lection is offered in a range of heights to
座椅品質輕便，可以堆叠，並提供一系列獨特的表
accommodate a variety of postures. The
面材料和材質選項。咖啡桌配備了定制的飾面材料，
chairs are lightweight and stackable and are
並擁有多種形狀可供選擇，適用于個性化和創造令
available in a unique range of upholstery and
人振奮的環境，讓人們在這裡社交、合作或者放鬆。
finish options. Tables feature customizable
finishes and are offered in a variety of shapes,
allowing for personal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inspiring environments in which to socialize, collaborate or relax.

Lagunitas™
COLLECTION
TOAN
NGUYEN—FRANCE
™
Lagunitas

系列
From the conventional to the casual, Lagunitas
TOAN
adapts toNGUYEN—法國
changing workstyles and shifting work
從傳統到休閒，Lagunitas能適應日新月異的工作模
postures. A comprehensive seating and table
式和不斷改變的辦公坐姿。作為一款全面的座椅和
collection, Lagunitas creates a “third place” any辦公桌系列，Lagunitas能夠在任何地方創造出
where while offering multi-modal support “第
and
三空間”
varying，
degrees
並提供多模式支持以及利用高低擋板來形
of privacy through high and low
成不同的隱私程度。獨特的連貫型的後背靠墊可以
panels. The unique articulating back cushion
讓用戶在前傾和後傾坐姿之間自如切換。該系列中
allows for toggling between lean forward and
的44個產品支持各式各樣的搭配，同時座椅和辦公
lean back postures. The 44 pieces within the
桌都能提供電源裝置。
collection allow for endless configurations and

the seating and tables both off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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