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合环境中的平衡举措：
保持团队健康、快乐和高效的人力协作策略



保持平衡并不是一直静止
不动；而是要认识到在倾斜
过度时予以纠正。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在快节奏的竞争激烈世界中，确保员工体验、身心健康和绩效的合
理平衡日趋重要。

面向混合办公大转移改变了很多事情，职场也是其中之一。能随时随地办公解除了员工每日通勤的烦恼。但这也
给组织带来了一系列不断发展变化的挑战，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在办公室内外支持和保护员工。这也包括与
回归办公室相关的疑虑，比如对健康和差旅的担忧， 以及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工作比例的问题。

在现代职场中，组织需要具备快速适应力，并确保他们所营造的体验给员工带来实惠，重点是身心健康和工作效
率。

这种平衡举措很微妙。 请 继续阅读，了解可以帮助 IT 和 HR 领导者正确支持员工的协作策略。>

https://newsroom.poly.com/English/press-releases/news-details/2021/Poly-Evolution-of-the-Workplace-Report-Highlights-Need-for-Work-Equity-and-Total-Meeting-Equality-for-Hybrid-Workers/default.aspx?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prospect_email&utm_campaign=EMEA-EO-PS-FY22Q3-Wellbeing-EDMs--EN&cnid=7014v000002Wljt


对雇主来说，难解之结是
什么？
无论您身处哪个行业，优化混合办公模式都需要深思熟虑、谨慎规划和采用正确的
技术。以下是一些常见挑战：

工作效率：保证员工幸福而忙碌
工作效率至关重要，不必假装它不重要。工作效率是业
务兴旺之根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挤出每分每秒的时间 
去尽可能多地完成任务。 这样的结果只会是身心疲惫。
由于在远程办公时需要处理大量视频电话、消息和任
务，几乎每 10 个职场人士中就有 9 个经历过精疲力
竭。1

即便初衷是好的，但如果通过不当的方式来提高工作
效率，结果只会让员工与您渐行渐远。正确的改进方法
可确保您的员工保持幸福而忙碌的态度，帮您留住  
最优秀的人才。

体验：建立信任与平衡
在过去几年中，数字化投资有了大幅度增加。这也提高
了在办公室以外场所办公的可行性。但这给管理者带
来了一种新的课题——远程监管团队。即便有部分团队
成员重返办公室，管理人员依然面临种种挑战，包括难
以了解员工表现、难以信任其看不到的员工，以及学习
如何帮助混合和远程员工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支持
策略。 

人们有不同的需求，并且会在不同方面受到现场和远
程工作的影响。必须了解如何最好地让每个人参与其
中，以确保员工积极参与，避免员工的工作量过大或不
足。 

等同：确保每个人通力协作
企业值得付出精力去做好混合会议，确保每个人都能
等同参与。如果无论身在何处，所有与会者都能看清听
清，积极参与， 虚拟会议的有效性和整体工作环境才会
有巨变，尤其是考虑一个组织有 15% 的时间 用于各种
会议。2  

无论员工在何处办公，他们都需要参与。这有助于确保
他们在与每一位客户或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时，能遵守
组织的标准并维护其商业声誉。但如果没能参与每一
次通话，就很难达到这种效果。虚拟协作有赖于设定正
确的规范，并提供正确的技术，确保员工在任何工作空
间中都能获得等同体验。

1 Asana Inc.，2021 年工作指数剖析：美国调研结果 [信息图表] https://blog.asana.com/2021/01/us-anatomy-of-work-infographic/#close
2 Otter.ai.“2021 会议惊人统计数据出乎意料”，发布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访问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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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来说，难解之结是
什么？
混合办公有许多优势。它提供了一些职场人士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那种灵活性。但很
多人一直面临着出乎意料的挑战，比如：

身心健康：防微杜渐
43% 的全职员工将其负面心理健康归因于其工作，但
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职业倦怠的最初迹象，3 直到问题开
始显现，发生身体健康变化或明显的行为变化。大部分
时间都在远程办公的员工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而他
们有可能不好意思寻求帮助，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办公场所：营造健康环境
众所周知，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中，不良姿势、长期久
坐、昏暗灯光，以及使用不适当的技术对员工来说都有
百害而无一利。但许多职场人士只有在发现问题时，才
会请人帮忙来解决其现场办公场所的问题，或者纠正
其家庭办公室的设置。而到那时，损害可能已经形成。
虽然在家中发生多活动自由度，但远程工作者往往长
时间呆在其桌子旁，就像在办公室一样。如果不去定期
检查环境和设备，对于营造健康工作空间呆这种态度
会成为令人担忧的趋势。

工作/生活分离：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平衡
我们都能对此感同身受。这是漫长的一天，您看了看
表，工作时间已经结束了。桌子上摆了一大堆咖啡杯， 
而您根本还没想过晚饭要吃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例
行事项结束后，如果办公空间设在卧室中，您很容易会
回到电脑前，或者无法摆脱紧迫的工作压力。无论员工
在办公室还是家中，都很难做到在充分工作时间与充
分个人休息时间之间取得平衡。 

人际联系：开展自然的对话
在询问员工有关远程办公的挑战时，缺少人际联系总
是首当其冲的挑战。人类是社交动物，所以很自然会怀
念在走廊或小厨房里的闲聊。而在远程办公时，这都无
法实现。正因如此，员工在尝试填补这方面的缺口时，
会对雇主和管理层提出更高的支持要求。 

3 Calm for Business，2021 年职场心理健康调查



无论身在何处，找一个宁静平和的环境以不受干扰地处理工作常常是一
种奢望。我们的研究发现，56% 的员工表示，担心办公室的噪音水平会降
低其工作效率。反之，也有一些人因为家中的噪音而希望回到办公室 
(34%)。4 无论是大声讲话的同事、叫个不停的狗狗，还是喧闹的机场， 
噪声造成的分心都会对工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让天平朝着工作效率最高的空间倾斜，您可以选择多种企业级视听
解决方案，帮助混合办公员工保持联系、阻隔分散注意力的背景噪声，并
确保员工在各个地点开展视听交流时，都能保持最佳专业形象和语音。根
据每个员工的工作环境提供合适的设备是关键所在。 

• 在办公室中，降噪耳机可帮助员工集中注意力，而会议解决方案则将
外部噪声阻隔在会议室外。 

• 在家中，降噪耳机能帮助员工阻隔伴侣、孩子、室友和其他造成分心
的声音。对于比较安静的家庭来说，高质量的免提电话可谓是控制音
频和音量的另一种绝佳选择。

• 在旅途中，无论是在旅行还是在不同地点间转换期间，降噪耳机和麦
克风均可确保电话会议无背景噪声。 

混合办公成功的 5 
大考虑重点
虽然看起来很难实现，但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您  
让员工身心健康、幸福感与工作效率达到理想的平衡
状态。就混合办公模式而言，成功源自清晰认知挑战。  
以人为本，并选择适应其工作风格的技术。

56%  
的员工表示，担心办公
室的噪音水平会降低
其工作效率3

4 Poly 博诣，（2021 年），职场演变报告

1. 分心与工作效率



抛开分心因素不谈，您的员工可能已习惯在不同地点办公。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能获得等同的会议体验。Microsoft 发现，43% 的远程员工表示，
他们在会议中未获得被包容的感觉 6。不达标的设备会妨碍有效沟通，这
往往会导致人们缺乏信心，不敢畅所欲言。同样，缺乏移动设备也会造成
漏失协作机会。无论您的人是在办公室内办公，还是远程办公，让每个人
都感觉自己在会议上获得等同对待十分重要。 

• 营造一种人人都觉得自己在做贡献的文化。投资采购专业品质的视
听设备不失为理想起点。混合协作技术越出色，就能越好地确保每个
人等同地分享观点。

• 移动视听解决方案确保员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看清听清，同时允许
他们站立、伸展和活动，以保持舒适。

• 保持士气高涨。移动和无绳解决方案还可以支持非正式沟通，提高人
们的情绪，如团队庆祝活动、与同事远程散步、虚拟咖啡时间，或在天
气晴好的日子里在户外办公。 

3. 远程办公与办公室办公
接连不断的电话会让人感觉疲惫不堪。特别是喜欢使用视频通话的组织
更是如此。没有人喜欢那种感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我们毕竟也会累，也会出错。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神经科学家团队的研究：“与面对面的会议
相比，在视频会议期间保持警觉和专注会消耗更多精力。”5  

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  将会议时长限制在 30 分钟内，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相同的结果。

•  隐藏或忽略“自己”视图，消除大脑对不必要信息的处理。

• 每两个小时休息一下，以恢复清醒头脑。

为了克服视频会议造成的疲劳，您可以：

• 考虑交替使用纯音频通话和视频通话。

• 鼓励员工在每次开会时询问：“我需要开启摄像头吗？”

• 让每个人上传自己的照片，这样即使摄像头关闭，他们也能在会议中
展现自己的形象。

• 使用能传递清晰声音的音频设备，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会者的声音上，
并将其与同事和客户联系起来。

2. 疲劳与协作

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20 年），“30 分钟已取代往日的 60 分钟”
6 Microsoft, 工作趋势指数, 2022 年



7   Forbes.com，（2020 年），领导和管理远程团队的 13 个提示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entgleeson/2020/08/26/13-tips-for-leading-and-managing-remote-teams/?sh=23816eb5577b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
在很多时候，远程办公似乎只会加剧这种情况。您的混合办公团队可能不
确定公司对他们的期望。因此，一些员工可能会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
以确保不错过最后期限。类似地，还有一些人可能投入的努力较少。这或
许解释了为什么有更多人纷纷倡导“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工作不能定
义生活”。 

• 让员工对工作有更多自主权。在“领导和管理远程团队的 13 个提示”
中，《福布斯》指出，关注结果而非活动是“提高敬业度、赋能员工的最
佳做法”。7

• 让员工能够设定明确界限。鼓励他们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查收邮件，不
要在非工作时间查收已邮件，并界定哪些属于紧急情况并 
可能需要投入更多时间。

• 表现出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态度。总体而言，员工如果感到被重视、被
尊重，并能利用混合办公的灵活性让自己受益，就能取得更多成就。

• 让员工安心休息。这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因此在员工的日历中添加
提醒或鼓励员工休息，并确保领导层以身作则，主动给自己安排休息
和休假。

• 在做出改变之前，别忘了征求员工意见。发送调查问卷以达成共识，
这是您在采取行动之前了解员工期望的一步好棋。 

4. 工作与家庭生活
持续不断的倦怠感在“大辞职”中 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并不令人意
外。由于混合办公和远程办公的兴起，许多职场人士会寻找超出其原本可
接受通勤距离的就业机会。要吸引和留住人才，企业需要由内而外地审视
自己。而对于尚且不具备混合办公模式的企业，则需要立即行动。

• 保证员工的敬业度。高敬业度员工会感到动力充足，并发挥出色的工
作表现。为他们提供做出改变的机会，并确保他们拥有一流的技术来
取得成功。

• 表现出您的关心。确保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经常性地奖励人们的专
注奉献，并提升工作福利。

• 以人为本。切记，只要您照顾好员工，员工就会照顾好您的业务。您会
得到理想的结果，吸引并留住最佳人才。

5. 吸引与保留



POLY 博诣如何提供帮助？

©2022 Poly 博诣。所有商标均归属其相应所有者。 8.22 1888300

Poly 博诣融合 60 年技术经验与十余年的混合办公经验， 
提供质量出众、稳定可靠的视听解决方案。您的员工在视频和音频中 
呈现专业形象和声音，从任何地点连接和协作，舒适惬意， 
这有助于他们保持健康、快乐，发挥最大潜能。

我们提供完善的耳机、摄像头、免提电话和会议室解决方案组合，供
您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空间任意选择，从而：

• 为员工提供清晰的音频和视频，确保其心无旁骛，通过智能降
噪功能帮助其阻挡干扰。

• 通过可根据照明条件调整的优质光学器件，让员工展现出自信
的形象，加强员工自信心。

• 在 Poly Lens 应用中设定个人健康和福祉设置，从而提醒其适
当休息、补充水分，并在全天保持活力充沛。

• 利用扬声器支架和跟踪、无线内容共享、数字白板和 AI 助力的
噪音屏蔽等功能，让所有人感觉犹如共处一室。

• 全球服务与支持按需为您提供支持，确保所有人都能正常办
公。 

帮助您的混合办公团队实现适当平衡。通过我们设计精良的通
信设备，帮助员工保持健康、快乐和高效。

有关详情

请访问： 
POLY.COM >

http://www.poly.com/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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