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化还是
变革？
重新构想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推动：

2020

Authors

Melissa Swift Global Leader, Workforce Transformation

Paul Lambert Senior Client Partner 

Stephan Frettlöhr Senior Client Partner 

02

随着线上办公广泛普及，疫情推动了工作方式的变

革。从疫情中恢复不是短期冲刺，而是长期努力。

除了提供远程办公机会外，组织当下需要做的还有

很多。

我们与全球客户进行对话，结果表明，远程劳动力可

能仍是组织运行常态的一部分。近期光辉国际薪酬调

研中发现，75%的组织表示将在疫情后加大线上运营

的比重1。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

我们与30位来自全球金融服务企业的高管领导进行

了对话，他们表示居家办公提升了效率与产出。

但也存在不利的一面。一些组织的员工敬业度有所降

低，职场父母需要应对远程教学带来的巨大压力，缺

乏自由的职场互动也减少了分享观点或信息的机会。

远程办公这项全球工作实验是对疫情带来的卫生压力

的被动反应。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不得不对关于工作

地点和方式的臆断产生质疑。

现在，是时候评估有效做法、解决新挑战并提前计划

未来了，组织需要在制定变革管理战略的同时构建合

适的架构。通过更有针对性的设计，远程办公模型可

以更高效地为您的组织和员工所用。

劳动力转型



工作方式的重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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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受访组织表示，远程办公开启了获得全新人才储

备和重新思考实际目标与相关成本的机会。

组织现在意识到，员工对居家办公的灵活性和增强时

间掌控感的重视。减少通勤和会议时间，员工将更多

时间专注于有意义的任务。在30位受访金融服务业领

导者中，40%表示居家办公的总工时增加，但有一半

领导者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供普通工作日中无法获

得的灵活度。

然而，产出增加需付出一定代价，受访者表示最担心

的问题是产生倦怠感。压力主要来自于家里的孩子。

对许多员工而言，利用假期时间和在繁重的工作间隙

休息更难了。

而对于需要现场办公的员工，不公平感与日俱增。远

程工作和远程人才之间存在矛盾，并非所有居家办公

的员工都希望如此，而一些岗位要求现场办公的员工

也明白，必须努力适应远程环境。

多家受访组织表示，远程

办公开启了获得全新人才

储备和重新思考实际目标

与相关成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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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基本臆断

哪些员工可以远程办公，
哪些员工希望远程办公？

哪些岗位真正适合远程工作？

具备不同心理“性格类型”的员工，在任一场所工作的

偏好和能力都会大不相同。

我们在远程办公的实验中学到了一点，适合远程工作的

岗位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全体呼叫中心遣散了客户服务

运营商，医生可以进行远程诊疗，工程师可以在视频电

话中评估建筑要求，销售人员通过腾讯会议、Zoom等

进行交易。

组织可以采用系统的流程进行决策，评估远程工作的附

加价值、当地监管、安全要求、岗位复杂度、技术使用

等标准。

例如，光辉国际基于数百万个评估数据点的调研显示，

自我导向型人才对模糊性容忍度较高。对与同事或管理

者互动的需求较低，更易适应远程办公模式。

为解决远程工作和远程人才间的矛盾，远程办公的组织需要处

理以下六大基本问题：



03

04

Reimagining the Urban Office, Peter Bacevice, John Mack, Pantea Tehrani, and Mat Triebner, Harvard Busines Review August  14, 2020

Is your organization ready for permanent WFH? Maxim Sytch and Lindred L. Greer, Harvard Busines Review August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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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避免倦怠？

工作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时候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对于工作时间的臆断了。

组织可以利用的最有力方法之一是从同步工作转向异步

工作。与其坚持在会议中完成工作，让所有员工同时发

表意见，不如拓宽沟通渠道，利用协同文档编辑，高效

地让每位员工在合适的时间完成工作。

组织可能在重新思考传统集中办公的理念。2但也需要

考虑是否每位远程员工都拥有最适合其岗位的居家办公

环境。

这些都是影响员工是否能够远程办公的实际因素。组织

可能从中发现削减不动产成本的机会，但远程办公也会

带来不菲的技术支持开销。领导者可能还想引入一些新

方法，让员工在现实中聚在一起，如团队静修。3

这对于跨时区工作的团队尤为重要。也为重要工作创造

了时间，比起一个接一个的Zoom会议通话，不如采用

Slack整合流程。以不同角度思考工作计划，包括满足

一些管理者默认需要“见到”团队中每位员工的要求，

有助于减少认知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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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组织目标与员工敬业度？

组织如何管理协作与绩效等关键问题？

支持员工完成工作与激发员工继续付出更多努力的承诺

与意愿，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在这一点上，能够调用情

商能力与不同渠道的人才建立联系的领导者至关重要。

当下我们能看到，高管领导和团队中岗位层级较低员工

间存在差距。组织扁平化程度不断加深，通过Zoom通

话让团队成员聚在一起听CEO讲话，比让所有员工去

CEO办公室开会更容易。但应届生与高管领导之间的特

别互动更难实现了，这种互动会对应届生的职业生涯发

展产生影响。组织应有针对性地将职业发展和指导计划

融入远程办公设计。

以远程方式协调项目工作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挑战。事实

上，几乎没有员工只属于一个团队，项目之间存在复杂

的相互依赖关系。一种选择是特意将存在关联的项目分

配给同一个团队，确保完成某项任务的员工全部远程办

公，或全部现场办公。

衡量效能的方式也可能发生改变，组织需确保所有绩效

指标和奖励制度清晰透明，这一点非常重要。

滚滚长江东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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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作偏好
性格类型
了解每位员工的工作风格，有助于领导者在管理人才时

展现出较强的同理心。例如，团队中的一位营销经理属

于“联接者”，可能更倾向于团队活动，通过建立人际

关系来激发观点与方向。

在灵活工作安排下，她的岗位实行远程办公。她希望能

获得关于如何利用新工作方式的清晰指导，并需要一些

鼓励。还可能更喜欢通过熟悉的体系化学习经历，与其

他员工一同学习。



与他人一同学习

存在感： 努力性： 敏捷度：

性格类型

01 梦想家

02 架构师

03导师

04 探索者

05 倡导者

06 实现者

07联接者

08 稳定者

所需指导等级 多变性

工作偏好性格类型特征
希望变革你的组织劳动力？
工作偏好至关重要

特质

高：更多团队活动

低：更多独立活动

高：更具自我导向性

低：更多指导和引导

探索与模糊性

一致性与结构化

08

与辅导者、同事、管理者及

其他人交流的准备类型与程

度

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支持、引

导和“推动”程度

一致性或易变性程度



组织如果想长期
激励绩效提升、
留住人才，便需
要仔细、审慎地
考虑如何管理这
些新的工作模式。

远程办公 
新模式

中心流动
并向外辐射

定期文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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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组织表示，正在考虑采取“混合”模式，所有员

工都不会一周五天全部现场办公。组织如果想长期激

励绩效提升、留住人才，就需要仔细、审慎地考虑如

何管理远程办公的新模式。

需要视工作性质、员工和组织战略而定。不存在“一

刀切”的方案，但目前出现了五种不同的模型。

在一家总部周边的重要城市建立人才集群，具备现场

和远程办公的灵活度。需要制定“敬业度规则”，规

定员工在具体时间的工作地点。

多数员工远程办公，但也聚在一起开展社交活动，分

享各自擅长。发挥现场办公时间的价值至关重要。



尽量缩短现场
办公时间

团队驱动

仅采取远程办公模式

GitLab’s guide to all-remote, Gi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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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必须到场完成任务或与客户见面的员工采取现场

办公模式。如果想让这种模式生效，组织需保证所有

员工都感到“公平”。

每个工作团队都可以自行决定最适合的现场或远程协

作模式。为团队提供指导原则，支持其做出合理、包

容的决策。

无现场办公，所有协调工作均在线上完成。这种模式难

以长期保持员工敬业度。组织需要以文件形式清晰记录

工作与行为期望，如GitLab的《远程办公声明》。4



01 制定业务目标，
建立工作模型

组织应如何组建远程与现场办公团队，制定运营流程？
可以从以下三步着手。

光辉国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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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和远程员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开始决策之

前，组织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组织希望通过远程办公模

式达成何种目标？如何衡量目标成功与否？

例如，组织可能希望塑造更积极的雇主品牌形象，留住

更多人才，降低物业成本，或获得更丰富的多元人才。

组织可以以此构建未来远程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型，了

解何种岗位和人才适合远程办公。

光辉国际助力组织对人才进行评估，了解其内在偏好，例

如需要高度参与团队工作、需要指导或精心安排等。一位

高管表示，员工往往分为两类：“能够自我激励的员工和

需要时刻保持联系的员工。”

我们能够分享过去几十年来积累的对于岗位职责的深入洞

见，支持组织做出明智的远程办公决策。组织可能需要拆

解部分岗位，重组为可以在线完成的任务与能力。可能有

机会加速一些任务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发展，如索赔处理、

记账或风险管理等。



远程工作的九大要素

 利用变革机会，
确保远程办公模型卓有成效02

管理流程与体系01 02 03

05

07 09

04 06

08

薪酬与认可 绩效管理

工作流程与业务体系 价值与文化 领导力

个人与团队能力 组织、团队与岗位设计 敬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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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被迫接受了居家办公的全球实验，几乎没有时间仔

细思考，这种模式需要组织在行为和运营方面进行何种

变革。但要想更高效地采纳一种模型，制定实施路线图

至关重要。

光辉国际确定了远程办公的九大要素，组织如果希望所

选模式得以实施，便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对

九大要素进行规划后，便可开启转型之旅，支持组织进

行行为转型，确保远程工作新模式运行更高效。

对员工产生影响、支持组织绩效目

标与远程工作保持一致的关键管理

规划与衡量流程

制定以合适的活动顺序调用资源，

确保完成远程工作的体系与流程

远程办公所需员工支持组织使命、

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能力

为组织战略和远程办公流程提供支

持的架构和岗位职责设计

远程员工具备自主完成工作的积极

性所需的敬业程度

体系与流程相互交融，在组织战略

下创建支持远程工作的行为和组织

规范的方式

创造激动人心的愿景，在远程办公

环境中调动组织各部分的领导力能

力

强化行为、能力与成果以满足远程

工作要求的方式

对远程办公员工的绩效管理，以确

保远程工作的方向、重点和效能

对于跨国组织而言，承认员工对远程或现场办公的偏好

存在文化差异，以及当地监管要求有所不同，也是至关

重要的。



如您对办公模式变革有任何问
题，请扫码与我们的顾问联系：

03 实施远程办公模式，
使员工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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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员工不理解或不接受变革，组织即便具备合

适的模型和良好的人才管理实践也毫无意义。光辉国际

与组织开展合作，制定创新变革管理计划。我们利用叙

事和组织网络分析等技术，帮助组织确保新办公模式能

在整个组织激发积极的行为。

这些工具可以助力组织解决在评估推动组织发展的工作

模式、规划资源和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有利和不利于远程办公模式实施的

要素，现在是时候让这一模式更高效地为组织和员工所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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