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制作机构：

塑造混合办公的未来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对于我们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产生了
变革性影响。近两年来，在技术和文化变革的影响下， 
一种更公平、更友善的新常态正在形成。

https://www.dell.com/zh-cn


要点
为了减缓新冠疫情的传播，各地纷纷颁布封锁
令，这迫使世界各地的员工采用远程方式进行
办公，工作场所的概念从此不再是过去长期以
来的一个固定物理位置，在任何地点办公已经
成为常态。

重新定义工作场所带来了技术和文化上的挑
战，例如，需要采用正确的技术来支持新型远
程员工队伍，以及保持新型远程工作者的工作
效率。 

总体而言，组织已经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士
气、创新甚至客户体验等结果并没有因为这样
的转变而受到影响，而且在许多时候，这些方
面的结果还有所改善。如今的员工希望工作环
境具有灵活、便于协作的特点，并且能够快速
响应其个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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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过去是由物理位置界定的。即
使员工在家中或路途中等其他位置努力
工作，他们依然是“没来上班”。2020 年 
3 月，为了减缓新冠疫情传播，办公室
开始纷纷关闭，当时还没有多少人认识

到，“工作场所”的概念及员工与工作场所的关系将发生
根本、长期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公室依然没
有重新开启的征兆，员工和管理者只能即时进行调整。
许多公司不得不着手启用新型远程员工队伍，同时保
持员工的工作效率，并确定这场疫情会对其业务造成
何种影响，不论影响是好还是坏。随着所有人开始适
应“新常态”（孩子和宠物会不时闯入视频会议画面），
人们开始学会如何模糊视频背景以隐藏自己的临时家
庭办公室，各种必要的变化开始为未来工作场所指明
方向，而这种未来工作场所能够在“旧常态”的基础上带
来改进。 

计算和基础架构巨头 Dell Technologies 正在重新审视自
身对于工作环境的设想，并重新定义各种期望， 
该公司的首席人力资源官 Jennifer Saavedra  
这样说道。“一开始，我还经常听到人们说‘真希望 

一切快点恢复原状’。但那绝非成功的策略，”Saavedra 
表示。“我们需要反思过去的 18 个月。我们从中学到了
什么？我们希望推进哪些好的方面？我们遇到了哪些
挑战或阻碍？我们该如何重新设置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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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vedra 发现了许多“好的方面”：有机会提升行动效
率、工作效率和包容性，以及通过种种途径，重新设
计工作场所，从而实现以往无法达成的目标。 

 

例如，戴尔的销售队伍拥有超过 25,000 名员工，如此
之多的员工不可能同时前往一个地点开会，更不用说
为其提供支持的大量人力资源、财务和市场营销人员。
像许多公司一样，戴尔过去采取的做法是为所有销售
管理者开展面对面的培训和领导力活动，并且相信在
这些会议上分享的策略和使命感能传达给各个层级的
员工。

 

疫情改变了这一切。突然间，管理者们无法再进行面
对面的线下交流，但人人都可以通过 Zoom 等视频会议
平台进行虚拟会谈。  
 

作

“ 我们需要反思过去的 18 个
月。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希望推进哪些好的方
面？我们遇到了哪些挑战或
阻碍？”

  Dell Technologies 首席人力资源官  
Jennifer Saaved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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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vedra 表示，虽然线上交流确实提供了联络沟通的
好机会，但确定如何在虚拟环境中与如此之多的参与
者互动也是一大挑战。“照搬先前的线下面对面或者课
堂体验的做法根本不可行。”

过去，员工通常要通过小组学习或者课程培训获取用
于发展技能或吸收新知识的资源，而如今，这些资源
转移到了 Dell Learning Studio 在线环境中，让员工可以
在闲暇时自行访问。 各种活动的小组互动现在改为通
过虚拟方式进行，着重关注协作与人际网络的建立。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将其称之为领导力计划或培训计划，
而是培训体验或领导力体验，”Saavedra 补充说。 

“这种措辞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设计上的变化。”

戴尔重新设计了其整体培训职能：例如，扩充了个性
化的学习计划，为其 15,000 名工程师中的每一位工程
师加强了小组培训，涵盖更多工作职能，从而填补特
定知识缺口、满足特定要求。

 

技术与文化齐头并进 

要重新定义独立于物理位置的工作场所，就需要在技
术与组织文化两方面做出根本性变化。大多数情况下，
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定义“工作”本身，工作仍然以成果为
中心，例如工作效率、创新、沟通、客户体验和其他
关键绩效指标。但对于许多员工来说，这些快速和必
要的变化印证了一点：灵活、便于协作、不受地点限
制的工作环境完全可行，并且仍然可以支持员工完成
工作，甚至有可能做到更好。其成果就是目标的实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流时间，成为一项主
要绩效指标。

 

全球咨询公司德勤将这种新范式称为“分布式设计”。
其研究表明，77% 的员工表示他们在家办公时
同样高效，甚至更加高效（尽管大多数人
认为他们在大约 58% 的时间里可以高效
工作）。德勤的组织策略、设计和转型
常务董事兼美国公共领域负责人 Alex 
Braier 表示：“雇主应该减少强制性出席
的会议和电子邮件的数量，转为关注文
化和福祉，从而专注于改善员工体验。” 

戴尔的数据也体现出工作条件的改善，包括更少
的工作压力以及与同事之间更好的沟通联系。例如， 
超过半数的组织正在建立“混合”工作模式，即在员工的
日程安排中混合办公室办公与远程办公，这些组织表示
其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均有所提高（请参见图 1）。

图 1 

随时随地办公的好处
正在努力实现“混合”办公模式（结合远程办公与办
公室办公的模式）的组织表示，其员工满意度和效
率更高、运营成本更低，员工流失率更低。

工作效率提高

52%

行动效率提高

49%

45%

运营成本降低 

创新得到改进

44%

协作更有效

36%

资料来源：《随时随地办公：助力工作的未来》，
Dell Technologies 与英特尔和 VMware 协力制作，基于对全球 2,000 名 IT 决策者
开展的调查，2021 年 6 月 

员工流失率降低 

32%

访问更广泛的人才储备库

32%

员工满意度/幸福感提高 

56%

38%
的 IT 决策者担心返回到现实工作

地点会减少他们与家人相伴的
时间。     

资料来源：Dell Technologies 在 2021 年发布的《随时随地办公：助力工作的未来》

https://www.dell.com/zh-cn/dt/what-we-do/connectedcio/work-learn-anywhere.htm#overlay=/asset/zh-cn/solutions/business-solutions/briefs-summaries/dell-empowering-the-future-of-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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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转型大获成功，为此，该公司已经
在考虑即便 2021 年部分恢复了线下办
公模式，他们也会选择延用“疫情期间
的工作方式”。用 Felch 的话来说，这
样“人们就可以留在家里，可以与家人

共进晚餐”，同时仍然保持高效工作。
 

借助技术应对当下环境
与许多公司一样，Dell Technologies 先前已经
有相当多的员工全职在家办公或者偶尔在家办
公，但疫情凸显出了“偶尔”在家办公和“全职数

月”在家办公的巨大区别。 

“我们先前的路线图中并没有提到，‘我们会让每个员工
都能在家办公'。但与所有其他 IT 组织一样，我们齐心
协力实现了这一点，”Felch 说道。 

               与集中式办公室受控的 IT 环境相比，“家”可能意
味着多种不同的环境：例如一台台式计算机，除了工
作之外还用来做家庭作业、玩游戏以及通过 Zoom 与
爷爷奶奶聊天；又或者是一间公寓，其中有五位室友、
五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时不时发生故障的无线路由器；
以及除了一个移动热点之外，根本没有互联网连接的
环境。“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都各有不同。我们必须设法
让员工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Felch 说道。

许多经验较为丰富的管理者还不适应分布
式工作场所，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能
看到员工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管理员
工，而 Braier 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无论在什么时候，您都只能看到一小部
分员工。使用虚拟协作工具开展工作时，
您可以收集到海量数据，并通过挖掘这
些数据更好地了解工作的实际完成情况。”
 

组织管理者可以利用协作平台上创建的元数
据，观察哪些员工在开展协作、哪些员工被
排除在外、哪些人在主持会议、哪些人在参
加会议，进而从中了解总体模式。他们可以跟踪各个
相关团队是否都满足了不同的小组和利益群体的要求，
从而进一步推进其组织的多元、平等和包容性目标。
通过查看元数据而非跟踪个人活动，数据挖掘就可以
实现匿名化，同时也让主管仍然能监控其分布式员工
队伍的整体运作状况。

对许多零售商来说，黑色星期五购物节都是全年当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促销日，而对于戴尔，这一购物节过
去一直涉及到压力极大的线下工作，戴尔会在世界各
地设立“作战室”，从而监控每一项促销活动的表现， 
适当做出应对措施，届时会有数以百计的员工全天候
工作。戴尔首席数字官兼首席信息官 Jen Felch 表示，
这次疫情迫使戴尔实施了一项重大变革，该公司将所
有控制面板从集中的作战室转移到团队成员家中的个
人屏幕上，并设置警报，从而确保他们在离开时不会
错过重要信息或错失采取行动的机会。

“ 我们先前的路线图中并没有提到， 
‘我们会让每个员工都能在家办公'。 
但与所有其他 IT 组织一样， 
我们齐心协力实现了这一点。”

   Dell Technologies 首席数字官兼首席信息官  
Jen Felch

52%
的 IT 决策者目前有一半或更多时间
采用远程办公模式，而 63% 的 IT 决

策者希望能在理想环境中以这种
方式办公。

资料来源：Dell Technologies 在 
2021 年发布的

《随时随地办公： 
助力工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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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远程办公担忧 
正在考虑支持“随时随地办公”模式的 IT 决策者存在
多方面的担忧。

员工保持高效工作 

48%

远程员工可以访问所需的 
所有应用程序和文档

43%

39%

确保所有员工都感觉自己得到包容 

能够按需进行扩展

36%

远程为员工提供终端用户设备 

35%

资料来源：《随时随地办公：助力工作的未来》，
Dell Technologies 与英特尔和 VMware 协力制作，基于对全球 2,000 名 IT 决策者
开展的调查，2021 年 6 月 

重新设计旧的办公室空间 

27%

提供远程 IT 支持 

49%

确保组织安全

50%

BUSINESS LAB 播客 戴尔首席技术官 John Roese 介绍运
营自动化的需求，以及为了使其发挥作用，所需达成的“

人工-机器”之间的平衡。

德勤的 Braier 表示，企业可以对员工的家庭计算环境
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从而帮助员工顺利工作，方法
非常简单，比如更新 Wi-Fi 路由器，或者为员工提供一
笔互联网接入升级津贴，“这只是为了保证公平性， 
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同样的设备”。  

 

Braier 指出，大多数公司都已经采用了某种虚拟协作工
具，但许多公司要么不具备正确的工具集，要么不知道
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他说道：“人们往往没能充
分利用异步工具”，例如群组消息或者在方便时协同创
建和编辑文件，而非像过去那样，由不同的员工按顺序
依次处理任务，“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业务处理方式”。 

“您的组织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问题表现为，员工对
于电子邮件的使用水平仍然与疫情前持平，没有将大量
此类沟通转到协作平台。这会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情况，
也会给员工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戴尔首席安全官 John Scimone 表示，新型分布式 IT 体
系结构也带来了特有的网络安全风险。他说道：“组织
中的一些员工会在传统安全边界之外使用企业发放的
笔记本电脑和企业系统。许多组织在设计之初并没有
考虑到大规模流动的远程员工队伍。”  

戴尔的研究表明，在那些考虑采用混合办公模式的 IT 
决策者心目中，网络安全十分重要（请参见图 2）。
          

新模式要求每一位员工（而不仅仅是 IT 部门）切身为
安全性负责。IT 部门可以培训
每位员工安全地使用虚拟专用
网，保护其家庭网络，并在出
行途中检测和规避安全风险，
但这要始于一种“网络安全，人
人有责”的企业文化，Scimone 
说道。戴尔员工的努力让他倍
感鼓舞，例如，员工已经报告
了数以千计的网络钓鱼攻击，
其发现此类攻击的能力也更加
娴熟。

BUSINESS LAB 
播客 戴尔的 John 

Scimone 探讨了员工
在帮助公司抵御网络
攻击方面的作用。

https://www.dell.com/zh-cn/dt/what-we-do/connectedcio/work-learn-anywhere.htm#overlay=/asset/zh-cn/solutions/business-solutions/briefs-summaries/dell-empowering-the-future-of-work.pdf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13/1041888/to-accelerate-business-build-better-human-machine-partnership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1/22/1040358/security-is-everyones-job-in-the-workplace/


6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洞察

改变组织文化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戴尔公司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各种措施，从而获得了多
项成果，戴尔人力资源部门正在仔细考虑如何保留这
些成果，其中包括公平性、包容性，以及提供多种工
作、参与和管理方式方面的成果。

 Saavedra 表示：“您必定已经听过了‘如果我的努力无人
见证，或许我的出色表现就得不到认可’这方面
的担忧。我们会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但这需要我们的主管每天都考虑周详、
全心投入，并正确遵循相应的流程，
这样才能确保获得这些机会的可见
性。”

 Saavedra 还指出，与此同时，居家办
公的员工需要设法单独划分出“离开办
公室”的时间，保证对其个人义务给予应
有的时间和关注，而管理者必须允许他们
这样做。“如今的员工希望获得选择权，希望
获得灵活性，希望获得归属感和包容性，也
希望获得适合所有人的工作环境。”

事实上，未来将是由员工驱动的，Saavedra 断言道。 
“就业市场的人才争夺十分激烈，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思

考如何营造这种灵活的环境，如何了解工作角色和个人
的需求，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坦白说，公司就会

落后于人。”

  

2021 年初，第二轮疫情席卷印度，戴尔
扩展的协作能力切实证明了其存在的价
值，戴尔在印度拥有大量业务，而当时
印度员工面临的问题都迫在眉睫，引人
担忧。“他们当时的想法就像是‘在寻找

制氧机时，我们该如何帮助同事？该如
何帮助朋友？该如何帮助家人？”Felch 说

道。他们在短短几周内设立了一些项目，帮
助有需要的社区联系制氧机和医院床位等资源。 

Felch 表示：“人们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做法非常了不
起。但如果我们得事先聚到一个屋子里谈论这件事，我不知道
是否还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 许多组织在设计之初并
没有考虑到大规模流动
的远程员工队伍。”  

  Dell Technologies 首席安全官  
John Scimone

86%
的 IT 决策者认同，所有组织都应采

用“随时随地办公”的思维模式。

资料来源：Dell Technologies 在  
2021 年发布的

《随时随地办公：助力工作的未来》

BUSINESS LAB 播客 戴尔的 Jen Felch 和 Jenn Saavedra 

探讨了公司重新将员工视为中心时，需要实施的文化转
型。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08/1041368/the-employee-driven-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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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79%

要为所有员工打造灵活的办公
环境（无论是线下还是远程环
境），都必须精心加以规划并
仔细执行。这里介绍了如何着
手 开展这些工作：

1.信任员工，了解他们在何时何地可
以高效工作、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并
满足雇主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的要求。

2.为身处各种位置的员工提供
可靠的技术、数据和通信基础
架构，包括提供和维护一致和安全

的硬件和软件水平，提供互联网连接
和家庭网络设置方面的协助。  

3.有效使用协作工具。安排培
训，让每个员工都能了解工具的用
法，了解这些工具能提供哪些帮助，
并跟踪哪些工具未得到充分利用（例
如，聊天功能或协作式文件开发）。

4.确保混合活动中的全面包容
性。即便部分参与者位于一个集中
的位置，完全通过协作工具召开会议
也可能会加强包容性，因为这让每个
员工都能获得“相同的界面”，可以使
用白板和聊天功能，而不必让身在其
他地点的参与者通过其他人的笔记本
电脑屏幕“出席”会议。

5.充分发挥面对面交流的效
用。 与其随意选择特定的日期“到办
公室办公”，不如按照具体的工作事
项召集员工：例如在启动一项新计划
时，或者在介绍新员工时。   

打造高效能办公环境的 
五个秘诀



插图
封面设计和小插画由 Chandra Tallman Design LLC 创作，并由 The Noun Project 编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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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Sparapani 和 Laurel Ruma 为本报告的编辑者，Nicola Crepaldi 为发布者。

我们已尽力核实本报告所含信息的准确性，但对于本报告中涉及的任何个人或所含任何信息、意见或结论的可靠性，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洞察部门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版权所有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2022 年。保留所有权利。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洞察简介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洞察是《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定制出版部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是一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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