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以下夥伴共同製作

塑造混合式工作的
未來

2020 年的冠狀病毒疫情大幅改變了我們工作的地點和方式。
近兩年來，科技及文化變革帶來了更公平、 
更友善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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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重點
為了減緩 covid-19 疫情蔓延緩慢，各地開始關
閉機關與公司，導致全球員工被迫遠端工作，
工作場所的概念從一直以來的固定實體位置，
變成可以在任何位置工作。

工作場所的重新定義帶來了技術與文化上的挑
戰，需要採用適當的技術來支援新的遠端工作
力，同時維持新遠端工作者的生產力。 

整體而言，組織發現員工的生產力、士氣、 
創新能力，甚至是客戶體驗等成果並沒有因此
而遭受損失，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這都有所改
善。員工現在期望工作環境能具備彈性、可進
行協同合作，並能因應個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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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一直以來都是指固定的實體位置。
即使員工正在其他地方、家中或在路上努力
工作，他們也「不在辦公室」。2020 年 3 月
時，當辦公室為了減緩 covid-19 疫情的擴散
而開始關閉，大眾並沒有發現他們正在永久

地轉換「工作場所」的概念，以及他們身處其中的關係。隨
著一週週過去，辦公室重新開放遙遙無期，員工和管理人員
都必須隨之調整工作型態。許多公司必須讓員工能夠遠端工
作，同時維持員工的生產力，並瞭解疫情會對他們的業務帶
來哪些影響，無論是好是壞。當每個人都開始接受「新常
態」，視訊會議出現小孩和寵物，人們學習如何模糊背景以
隱藏自己拼湊出的暫時家庭辦公室，這些不得不為之的改變
也指出了工作場所的未來，一個可能比「舊常態」更好的未
來。 

Dell Technologies 的人力資源長 Jennifer Saavedra 表示，身為
運算與基礎結構巨擘，Dell 重新審視了其對「工作」這件事
的概念，並重新定義了所有期望。「一開始時我聽到有人說

『我等不及回到以往的常態了』，這不是一種能成功的策略。
」Saavedra 表示：「重點是關於過去 18 個月的省思。我們學
到什麼？有哪些正面的事情是我們想要繼續下去的？有哪些
挑戰或障礙？我們如何更新自己的期望？」

Saavedra 看到許多「正面的事情」：提高效率、提高生產力
和包容性的機會，以及經過重新想像的工作場所，能如何達
成前所未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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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Dell 的銷售人員超過 25,000 人，他們絕對無法同時參
與同一場會議，更別說提供支援的人力資源、財務和行銷大
軍了。與許多公司一樣，Dell 過去也曾為所有銷售經理舉辦
現場訓練和領導活動，並相信這些會議所分享的策略和目的
能傳達下去。
 

但疫情改變了一切。突然間，經理們無法再當面討論，但每
個人都可以透過 Zoom 等虛擬視訊會議平台見面。  

 

雖然這是交流和溝通的大好機會，但要讓這麼多人在虛擬環
境中專心參與，還是一項挑戰，Saavedra 表示：「您不能只
是嘗試複製在現場或教室體驗的活動。」
 

在以前，發展技能或吸收新素材通常都以小組或在教室場景
進行，現在這些資源移轉到線上的 Dell Learning Studio 進行，
人們可以在休閒時單獨造訪。  

 

工
 

「�重點是關於過去 18 個月的
省思。  
我們學到什麼？ 
有哪些正面的事情是我們
想要繼續下去的？有哪些
挑戰或障礙？」

  Jennifer Saavedra，Dell Technologies 人資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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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在都是用虛擬方式舉行，而活動中的「團體」要素則
著重於協同合作和交流。「與其說領導計畫或訓練計畫，現
在更該稱為訓練體驗或領導經驗，」Saavedra 表示：「名稱
的改變事實上反映出設計上的變化。」

Dell 重新想像了整體的訓練職能：例如擴展個人化學習計劃，
為 15,000 名工程師的每個人強化團體訓練，以涵蓋更多工作
功能，解決特定的知識落差和要求。
 

同時擁抱技術與文化 
若要將工作場所重新定義成不受固定實體位置的限制，必須
在技術和組織文化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大致上，這並不
代表要重新定義「工作」這件事，工作依然著重於生產力、
創新、溝通、客戶體驗及其他關鍵效能措施。但對許多員工
而言，這些快速且必要的變更證明了工作環境可以具有彈
性、協同合作，不需要固定在特定位置，而仍能完成工作，
甚至比以往的效率更好。成果 (達成目標) 大幅取代了面對面
的時間，成為了主要績效指標。
 

全球顧問公司 Deloitte 稱這種新典範為「分散式設計」
(distributed by design)。根據研究顯示，77% 的員工表示，他
們在家工作時也能發揮相同甚至更高的生產力 (儘管大多數
員工認為他們大約只有 58% 的時間內具備生產力)。「雇主
應著重於減少強制的會議和電子郵件，以改善員工體驗，同
時著眼於文化與福祉。」Deloitte 的組織策略、設計及轉型
總經理兼美國公共部門主管 Alex Braier 表示。 

Dell 的資料也反映出工作條件有所改善，包括壓力減輕，以
及改善與同事的連結。舉例來說，有超過一半的組織採用「
混合式」工作模式，也就是在員工的排班中混合辦公室和遠
端工作。報告指出這提高了員工滿意度和福祉 (請參閱圖 1)。

儘管許多資深的經理對分散式工作場所感到不自在，因為他
們認為看得見員工才能把員工管理得更好，但 Braier 表
示這是個迷思。「在任何時間點上，看得到的員工
比例其實都非常小。使用虛擬協作工具進行工
作可讓您收集大量的資料，而且透過這些資
料，您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工作是如何實際完
成的。」
 

組織中的經理可以使用在協作平台上建立的
中繼資料，瞭解員工的整體協同合作模式：
遺漏了哪些人、誰在主導會議，以及有誰參與
了會議。他們可以追蹤各種團體和利益是否有在相
關團隊中得到適當的代表，進一步提升組織的多元化、
平等性與包容性目標。透過研究中繼資料而非追蹤個別活
動，可保持資料採礦的匿名性，同時讓領導者能夠監控其分
散式工作力的整體健全狀況。

圖 1 
可在任何位置工作的優勢

結合遠端與辦公室工作以打造「混合式」工作的組
織，表示員工更快樂、生產力更高，且實現了更低
的營運成本，並降低了員工的流動率。

增加生産力

52%

改善效率

49%

45%

降低營運成本 

改善創新

44%

更有效的協同合作

36%

資料來源：「Work from anywhere: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ork」(隨處都能辦公：
未來的工作模式)，Dell Technologies 與 Intel 和 VMware 合作，根據 2021 年 6 月對
全球 2,000 名 IT 決策者進行的問卷調查 

減少員工汰換 

32%

掌握更多樣化的人才

32%

提升員工滿意度/福祉 

56%

38%
的 IT 決策者擔心返回實體工作地點

會導致他們與家庭相處的時間縮
短。     

資料來源：Dell Technologies「Work from anywhere: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ork」(隨處都能辦
公：未來的工作模式)，2021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what-we-do/connectedcio/work-learn-anywhere.htm#overlay=/asset/zh-tw/solutions/business-solutions/briefs-summaries/dell-empowering-the-future-of-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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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功處理工作。」Felch 表示。
Deloitte 的 Braier 表示，公司可以對員工的家庭
運算環境進行一定程度的投資來協助員工達
到此目標，這可能很簡單，像是更新 Wi-Fi 路
由器或是補貼更好的網際網路存取，「只需
要讓大家有一樣的條件，並確保每個人都能
用到相同設備。」  

 

Braier 表示，大部分公司都已經採用某種虛擬協
作工具，但許多公司沒有適合的工具組合，或不
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這些工具。「人們往往對非
同步工具的使用不夠充分」，例如群組通訊或在方
便時隨時 (而非像以前一樣依照順序) 編輯和共同建

立文件，「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業務方式，」他表示。
「如果您的工作人員仍像疫情前那樣收發電子郵件，而並非大
量將通訊轉移至協作平台，便可能代表您的組織還沒有充分
運用新模式。這會造成明顯的效率低下，也會為員工帶來不
必要的負擔。」 

Dell 安全長 John Scimone 表示，新的分散式 IT 架構也會帶來
獨特的網路安全風險。「組織讓員工在傳統安全性邊界外使
用其公司的筆記型電腦和企業系統，」他表示：「許多組織
從一開始就並非為大量行動遠端工作力所設計。」  

Dell 的研究顯示，對考慮進行混合式工作安排的 IT 決策者而
言，網路安全性十分重要 (請參閱圖 2)。
          

不只是 IT，新的典範需要所有人都掌握安全性。IT 可訓練所
有人安全使用虛擬私人網路來保護他們的家用網路，並在旅
行時偵測並避免安全性風險，但這需要從「安全性是每個人
的責任」這種文化開始，Scimone 說。Dell 員工採用的方式
令他深受鼓勵，例如回報了數千起網路釣魚攻擊，並在發現
此類攻擊事件時，能以成熟的方法識別。

對於許多零售商來說，黑色星期五是一年中最
大的銷售日，而 Dell 這一天的活動一向都是
高壓力的現場活動，全球各地都設有「戰情
室」，可監控個別促銷活動的表現並做出
反應，並有數百名員工全天候工作。Dell 的
數位長暨資訊長 Jen Felch 表示，因為疫情，
他們需要進行一次全面性的整頓，將所有的
操作介面從集中式戰情室移轉到團隊成員家
中的個別螢幕上，並設定警示，以避免人員在
離開時錯過必要資訊或採取行動的機會。
 

這項轉型非常成功，所以公司在 2021 年雖然可以
考慮至少部分還原到面對面模式，但仍選擇繼續使
用「疫情下的方法」。如此一來，「人們可以留在家中，
他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晚餐。」，而且仍然能滿足效
率，Felch 這麼說。
 

用科技迎接此刻
儘管像許多公司一樣，Dell Technologies 本就有相當數量的
員工偶爾在家工作或全職在家作業，但疫情卻突顯了「偶
爾」與「連續數月全職」之間的顯著差異。 

「我們的藍圖中原來並沒有『讓每個人都能在家工作』這個計
劃，但像其他所有 IT 組織一樣，我們都努力實現了這個目
標，」Felch 表示。 

               

與集中辦公室的受控制 IT 環境不同，「家」有各種可能：一
台用於家庭作業、玩遊戲，以及與祖父母 Zoom 通話的桌上
型電腦；一間有五位室友的公寓，有五台筆記型電腦和一台
不穩定的無線路由器；或是除了行動熱點以外完全沒有網際
網路連線。「每個人的環境都不同。我們必須瞭解如何讓他

「�我們的藍圖中原來並沒有 
『讓每個人都能在家工作』 
這個計劃，但像其他所有 IT  
組織一樣，我們都努力實現了這
個目標。」

   Jen Felch，Dell Technologies 數位長暨資訊長

52%
的 IT 決策者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遠端
工作，而 63% 認為理想的情況就是

用這種方式工作。

資料來源：Dell 
Technologies「Work from 

anywhere: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ork」(隨處都能辦公：未來的

工作模式)，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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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遠端工作的擔憂 
考慮支援隨處工作模式的 IT 決策者有諸多疑慮。

維持員工生產力 

48%

遠端員工存取所需的應用程式和文件

43%

39%

確保所有員工都感到被納入其中 

視需要擴充的能力

36%

遠端為員工提供最終使用者裝置 

35%

資料來源：「Work from anywhere: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ork」(隨處都能辦公：
未來的工作模式)，Dell Technologies 與 Intel 和 VMware 合作，根據 2021 年 6 月對
全球 2,000 名 IT 決策者進行的問卷調查 

重新設計舊的辦公室空間 

27%

提供遠端 IT 支援 

49%

確保組織安全

50%

業務實驗室播客 Dell 技術長 John Roese 說明作業自動化
的需求，以及成功運作所需的人機平衡。

讓文化適應世界的改變
Dell 的人力資源部門正在謹慎思考如何維持疫情期間獲得的
正面成果，包括公司在平等、包容性，以及提供多種工作與
貢獻與管理的方式。
 

「您可能已經聽到一些顧慮，例如『如果看不到，我該怎麼領
先』等，」Saavedra 說：「我們確保情況並非如此，但是我
們的主管和程序每天都需要進行謹慎且投入的思考，才能確
保我們能充分掌握這些機會。」
 

同時，在家中工作的員工需要找到「不辦公」時間的方法，
以讓他們擁有個人應有的時間，而經理必須讓他們能這麼
做。Saavedra 表示：「人們現在想要選擇，想要彈性。他們
想要歸屬感、包容性，以及適合所有人的環境。」

Saavedra 認為，未來是以員工為主導的。「工作市場非常熱
門，如果我們不考慮如何建立彈性的環境、瞭解角色和個人
的需求，並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那麼公司就會發現他們有
些落後。」

業務實驗室播客 Dell 

的 John Scimone 探
討員工在保護公司不
受網路攻擊方面所扮
演的角色。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what-we-do/connectedcio/work-learn-anywhere.htm#overlay=/asset/zh-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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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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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初，當印度出現第二波疫情時，Dell 擴張的協同合
作能力便證明了其價值。印度的業務規模龐大，員工也有迫
在眉睫的疑慮。「他們疑慮是『我們該如何協助我們的同
事？我們如何協助朋友？當我們自己都在尋找氧氣機時， 
我們要怎麼協助我們的家人？』」Felch 如此表示。在數週
內，他們便組成專案，協助連結需要氧氣機和病床等資源的
社群。 

Felch 表示： 
「人們能找到各種方法團結起來，這實在令人驚奇。

如果我們需要先聚在房間裡面討論，那我真沒把握能完成這
件事情。」 

「�許多組織從一開始就
並非為大量行動遠端工
作力所設計。」  

  John Scimone，Dell Technologies 安
全長

86%
的 IT 決策者同意所有組織皆應採

取隨處工作的思維。

資料來源：Dell Technologies「Work 
from anywhere: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ork」(隨處都能辦公：未來
的工作模式)，2021

業務實驗室播客 Dell 的 Jen Felch 和 Jenn Saavedra 討論
公司重新定位與人的關係時，必要的文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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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為所有員工打造彈性的工
作環境，無論是面對面還是遠
端工作，都需要仔細地規劃和
執行，才能實現目標。如何開
始：

1.信任員工 — 瞭解他們在什麼時機
和位置能發揮最大生產力、完成工
作，而且尊重雇主的需求和優先事
項。

2.提供穩固的技術、資料和通
訊基礎架構給所有員工，無論他們
身在何處，這包括提供和維持一致且
安全的軟硬體層級、協助維持網際網
路連線和家用網路設定等。 

3.幫助有效運用協作工具。安
排訓練，讓每個人都瞭解如何使用這
些工具以及如何提供協助，並且追蹤

未能充分使用的工具 (例如交談功能
或協同文件開發等)。

4.確保完全包含混合式活動。
即使有些出席者位於集中地點，但完
全透過協作工具進行會議能提供更高
的包容性，如此一來，每個人都能戴
上「相同的眼鏡」並存取白板和交談
功能，而不需要讓人從他人的筆記型
電腦「出席」會議。

5.將面對面的時間發揮最大效
果。 與其武斷地指定哪些天要進辦
公室，以特定目標集結人更有效， 
例如啟動新計畫或介紹新員工等。   

高效工作環境的五個秘訣



插圖
封面繪圖與插圖由 Chandra Tallman Design LLC 建立，並由 The Noun Project 轉譯。

贊助商的話
Dell Technologies 協助組織與個人建構數位未來，並改變他們工作、生活和娛樂的方式。該公司為客戶提供業界最
廣泛且最創新性的技術和服務產品組合，以因應資料時代的需求。  

「塑造混合式工作的未來」是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的執行簡報。我們感謝所有參與者及贊助商 Dell 

Technologies。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獨立收集並報告本白皮書中的所有研究結果，與參與或贊助狀態無關。  

本報告的編輯為 Jason Sparapani 和 Laurel Ruma，發佈者為 Nicola Crepaldi。

雖然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已盡一切努力確認此資訊的正確性，但對本報告中任何人士或本報告所述的任何資訊、意見或結論，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 Copyright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2022.保留所有權利。

關於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是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客製化出版部門，他們是全球發行時間最長的科技雜誌，
擁有全球最頂尖的技術機構支援，提供新穎技術與當下業務挑戰的即時活動與研究。Insights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
質化和量化的研究與分析，出版包括文章、報告、資訊圖表、影片和播客等各種內容。透過他們不斷成長的 MIT 

Technology Review Global Insights Panel，Insights 在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入訪問時，能接觸到極多的全球高階主管、創
新人士與企業家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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