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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領導社會企業：再造人本價值

在2019年，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間的結合日趨緊
密，這使得企業在制定商務策略時面臨更大挑戰。
在《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86%的受訪
者認為，由於人工智慧（AI）、認知科技和自動化
發展速度逐漸加快，因此必須順應趨勢再造自身的
學習能力；其中也有84%的受訪者表示，即便經歷
了近10年的經濟成長，1以及企業對數位轉型的普
遍關注後，他們仍需站在員工的角度重新思考勞動
力體驗的意義，以便提高生產力；另有80%的人認
為，企業在面對環境的迅速變遷，以及勞動力漸趨
多元化的新壓力時，企業需採取不同的領導者培育
策略因應。

雖然這些人力資本的問題存在已久，然而，如今
其正在全新的「社會企業」背景脈絡之中產生。
《2018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2018 Global 
Human Capital Trends）中描述了社會企業的
崛起，這類組織在致力於提高營收和賺取利潤的
同時，也表現出對環境及利害關係人網絡的尊重
與支持。今年，Deloitte 全球認為，這波推動
社會企業崛起的壓力將變得更加迫切，而在此局
面下，各企業勢必勢必得從發表使命宣言與投入
慈善活動這類框架中跳脫出來，開始學習如何以
人本價值為基礎，重新建構與領導社會企業的發
展。

領導社會企業

在針對2019年衡量成功的重要指標進行評分時，
多數企業執行長皆認為首要議題在於「對社會的
影響」，其中包括貧富差距、多元化和環境相關
議題2，由此可凸顯出其急迫性（圖1）。

雖然各企業執行長已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
尚未找到解決辦法。這可歸因於，領導社會企業
並不等於實踐企業的社會責任，即便這些作法也
相當重要，透過參與社會性計畫、定義目標或發

表使命宣言也並不足以體現其內涵。所謂領導社
會企業是指，企業在藉由創造利潤以回報股東的
同時，也應致力於改善員工、顧客和所處社區。
面對現今的社會挑戰，企業應透過大規模的內部
再造工作來實現此目標。

有這種看法的人並非少數；Deloit t e  全球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領導力調查》報告
（Leadership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調查中發現，執行長和企業領導人
不但強調社會影響與連結的價值，同時也是在衡
量年度業務績效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3《2019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網羅了119個國家、近
10,000名受訪者的意見，除了驗證社會企業的加
速成長趨勢之外（圖2），調查還顯示出社會企業
和財務表現間的正向關係（圖3）。

再造人本價值

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帶來正
面衝擊，同時也對工作、受薪階層和雇主造成前
所未有的影響。貧富差距、薪資和企業的社會功
能等問題引起廣泛討論，而這些社會企業背後的
矛盾會引起全球的關注，並反映在全球各地的

何謂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除了致力於提高營收和賺取利潤
外，同時也表現出對其周遭環境及利害關係
人網絡的尊重與支持，包括透過傾聽、投資
和積極管理的方式來有效運用當今趨勢；社
會企業也是肩負著良善公民責任的企業（包
含組織內、外部），一方面為其同業樹立榜
樣，一方面提升組織各層級的協作關係。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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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為100%。
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和富比士洞察解析報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成功法則：身處變動和不確定時代所需具備的四項領導
特質》（Success personified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ur leadership personas for an era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Deloitte Insight，2019年1月20日。

圖1

在衡量年度績效時，受訪者最常將社會影響當作評估成功與否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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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監管機構和社區對等領域中。舉例而言，
2018年美國經歷了20次重大停工事件，參與者總
計達485,000人，不但創下2007年以來參與人數最
多的紀錄，也是歷來教育部門罷工次數最頻繁的
一年。4儘管40多年以來美國的薪資表面上有所增
加，但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一般民眾的實際購
買力卻沒有因此產生任何變化。5包括美國在內的
許多已開發經濟體，其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逐漸
加劇，過去18年間，在這些地區當中，90%收入位
於底端的受薪階層薪資增幅只有5%，6而這種貧富
差距的情況也在中國迅速蔓延。7

由於這波趨勢對工作、受薪階層和勞動力的衝擊
十分巨大，後續甚至將對雇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
響，本報告之所以選用「再造」（reinvent）一

詞，其重點在於針對組織的基礎，即其核心進行
再造。由於工作、勞動力和職場環境面臨著許多
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這類的再造變革不能只著
重於表面功夫。研究顯示，全世界有85%的員工在
工作時無法投入其工作，甚至非常不敬業。8人們
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而經濟和精神壓力方面的
問題似乎未見好轉跡象。部分專家將日本年輕男
性自殺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歸咎於「不穩定就業」
的增加，即指年輕人所從事的工作為短期合約型
態所建立的僱傭關係。9以美國的現況來看，臨時
性勞動力的佔比超過40%，10而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
受薪階層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選擇從事副業
以維持生計。11在《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中，5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員工透過跳槽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社會企業對組織的重要性將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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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新機會的機率，會比在目前的企業內等待升
遷更加容易。而當前的研究顯示，人們辭職的首
要原因在於「無法學習與成長」。12

人口結構的改變，也促使雇主重新思考究竟需要
誰來替他們工作。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出生率低於
人口替換水準13（美國和英國的生育率為平均每名
婦女產下1.9個孩子），14而目前55歲以上的人口
則是美國勞動力中成長最快的。15人類的預期壽命
隨著健康科學的發達而有所增加，但在這段延長
的時間裡，勞動者應從事何種工作、職業或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目前仍未有定論。

隨著工作場所的自動化應用漸趨普及，重新找回
工作的意義將成為必須。無論是運用演算法來決
定工作者應執行何種任務、找出誘因以鼓勵員工
表現，或是利用數據辨識員工身分並藉此了解其
看重的事物等等，這類科技不僅已成為工作場所
的一部分，同時正在改變與監控個人在職場上的
身分。從許多方面來看，科技已經超越了領導者
和企業的地位，因此人類必須加緊腳步，以確保
人性特質的存續。

為了協助企業進行再造，《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

勢報告》為社會企業設定了一套「以人為本」的
原則（圖4）。這五項原則構成了社會企業的「人
本價值」，任何可能影響人類的行動或商業決策
都必須透過這套標準加以評估。科技雖然為人們
創造了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但不論過去、
現在或未來，人類的潛能才是推動這個世界前進
的核心力量。

2019年十大人力資本趨勢

社會企業的五大指導原則揭示了企業再造的原因，
但應該朝什麼方向努力才能創造出有意義的影響？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從實際操作的
角度切入提出三個可分別採取行動的方向。首先，
勞動力的未來面貌：在面對再造職務和工作結構的
力量、開放式人才經濟和領導力方面的挑戰時，企
業應如何自我調適並找出合宜的應對之道。

其次，組織的未來運作模式：探索團隊、網絡和
新的獎酬機制，如何協助推動業務成長；第三則
是關於人資部門的未來定位：該部門如何調整其
能力、技術和發展重心以提升自我職能，並肩負
起領導部門內部和整個企業的轉型工作。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3

發展較為成熟的社會企業，預計未來一年將有更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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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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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未來面貌
替代性勞動力：蔚為主流的勞動型態。多年來，
許多人認為合約制、自由工作者和零工就業型態
是所謂的「替代性工作」，或是全職工作以外的
另一種選擇。儘管目前人才市場形勢趨緊，這方
面的勞動力反而逆向成長、並成為主流。也因此
導致各組織在擬定未來的發展計畫時，需更具策
略性地將各類型的工作安排納入考量。運用和部
署替代性勞動力的最佳方案正逐一成形，如果這
類型的經濟持續成長，各企業勢必得提高其組織
靈活性，以適應新型態的工作安排，並制定出善
用替代性勞動力的有效策略。

從一般工作轉向超級工作。絕大多數的企業表
示，希望在未來三年內提高或大幅提高人工智慧
（AI）、認知科技、流程機器人和機器人的使用
率。在採用這些科技的過程中，企業會發現不但
每一項工作都必須進行適當調整，未來的職務內
容將變得更數位化、橫跨領域更廣，且更加仰賴
數據所提供的資訊。為了能充分應用科技，企業
必須重新設計工作模式，以便從中找出足以體現
「人性價值」的工作內容。《2019全球人力資
本趨勢報告》將這種新的工作模式稱為「超級工
作」（superjobs），這類工作整合了傳統工作
的部分內容，並善用人類與科技協作進而顯著提

升生產力和效率，來有效實踐其職務的內涵與目
標。

21世紀的領導力：傳統與現代的交叉點。培養領
導者是這個時代長期關注的議題，80%的受訪者認
為，領導能力為「重要」或「非常重要」；80%的受
訪者也指出，21世紀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前所未
有。為了要在21世紀發揮領導效能，領導者必須
採取更精細入微的方式來實現傳統的商業目標，
而這種方法應考量欲達成之目標的新背景脈絡，
並善用關鍵新能力，包括變革領導力、接受歧異
和不確定性，以及掌握數位化、認知科技和AI技
術來促進該目標的實現。

企業的未來運作模式
從員工體驗轉換成人性體驗：重新找回工作的意
義。改善「員工體驗」（employee experience）
是今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84%的受訪者將此
問題評為「重要」，而28%的人則表示該問題具有
「急迫性」。不過，目前員工體驗的概念顯然還
不夠完善，無法反映出人們對工作意義的追求。
研究發現，現在正是雇主透過調整與擴展「員工
體驗」概念的最佳時機，並藉此來賦予工作「人
性體驗」（human experience）的價值以滿足員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4

社會企業的人本原則：組織再造基準

賦予組織和個人工作上的目標感；超越利潤，專注於從事有利個
人、顧客和社會的事。

設計原則 涵義

以合乎倫理、公平且可靠的方式使用資料、科技和系統；創造就業
機會和適當角色以協助建構系統並監控決策，進而確保組織運作
的公平性。

倫理和公平性

規畫職務、工作和組織任務，以培養熱忱和個人成長動能；提供人
們發揮創意及增添個人風格的機會。

成長與熱忱

建立和發展團隊合作默契，同時注重個人關係，採用非數位化的方
式在職場中構築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合作與個人關係

公開分享資訊，並針對挑戰和錯誤提出見解，以共同成長的心態領
導與管理組織。

透明度與開放性

目標和意義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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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望，將工作影響力從組織擴大至整個社會的
期待。

組織績效：這是一個團隊合作的競賽。從階層制
度到團隊合作的轉變正在各企業中上演，31%的受
訪者表示，其組織內部大多或幾乎全部採用團隊
運作的模式；另有65%的人表示，雖然其公司層
級分明，但仍有一些跨職能的工作團隊在其中運
作。然而，大多數的企業尚未更新其領導方式、
工作設計和獎酬機制，來適應這種團隊型態的工
作架構。研究顯示，有許多領導者尚不知道該如
何管理團隊，也未曾透過提升參與度來建立成員
間的合作關係。更深入企業可以發現，為鼓勵團
隊合作氛圍，許多企業仍在努力構建相關的方案
與獎勵機制。2019年，科技的進步使團隊模式更
加容易運作，企業必須盡快重新調整人才的配置
和運用，以便跟上這波趨勢。

獎酬機制：縮小組織和員工間的認知差距。各企
業正積極規畫各種名目的福利與獎勵制度來激勵
旗下的員工，但目前顯然還沒有抓對方向。在
2019年的調查報告中，只有11%的受訪者表示，其
公司的獎酬機制與組織目標一致；另有23%的人指
出，他們不知道旗下員工看重什麼樣的獎勵。

在制定獎酬機制方面，要如何因應更敏捷的績效
評估和管理模式，同時滿足員工合理的期望與需
求？企業應專注於建立與員工之間的良好關係，
並且避免受到外部標準左右，遵循這些原則將有
助於發展出各企業具差異性的獎勵制度，進而協
助縮小這方面的認知差距。

人資部門的未來定位
人才聘用：多方開拓招募管道。在經濟復甦邁向
第十一個年頭的今日，人才招募工作變得比往常
更加艱難。由於就業市場的競爭依舊激烈，加上

企業對技能要求產生急遽變化，因此這時候應該
將重點放在如何持續「開拓人才招募管道」。企
業可透過調動內部資源、尋找替代性勞動力，以
及策略性運用科技來尋找適當人才等方式，以提
升整體的招募成效。

活到老，學到老。改變人們的學習方式，是各企
業在2019年所面臨的首要課題，86%的受訪者將其
評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究其原因，不斷
變化的工作和技能需求帶動了企業對新技術、新
能力的要求，而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則提高了
企業從外部招聘人員的困難度。在此脈絡下，可
觀察到學習模式正朝著三種不同的方向發展：變
得與工作更加密不可分、更加個人化，以及慢慢
轉向終身學習模式。為順應這些趨勢、推動有效
的組織再造工作，企業必須於內部提倡持續學習
的文化風氣，並設計適當的獎酬機制鼓勵員工把
握學習機會，同時協助員工辨識與發展工作所需
的新技能。

人才流動：不假外求的致勝方程式。企業的全球
化腳步逐漸加快，頂尖人才的爭奪戰也日趨激
烈，在此情況下，企業內部的人才流動變得更加
重要。企業無法從外部網羅足夠且具備其所需能
力的員工來滿足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反之，必須
在內部透過人員配置和人才培育來達成此目的。
企業還須建立新的內部流動準則，以利相關作業
的進行。組織內的員工應視流動為一種自然、正
常的進步過程，而非個人職涯重大變化的象徵，
且流動的機會不應限縮於管理階層和團隊領導
人，而是擴及公司上下各層級的員工。此外，應
透過科技簡化人才流動的運作程序，以加速職
能、職務、專案計畫和地理位置間的轉換流程。

雲端人資系統：只是開端而非終點。雲端運算科
技已成大勢所趨，企業花費數百萬美元建置新平
台，希望能藉此塑造出更具吸引力、個性化，以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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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5

十大趨勢的重要性和準備度調查：認知與行動間的差異
重要或非常重要               有所準備或萬事俱備   

提升員工學習力

強調人性體驗

86%

84%

80%

76%

74%

70%

69%

66%

65%

41%
28%

33%

39%

33%

37%

41%

40%

41%

46%

43%

發展組織領導力

促進人才流動

應用雲端人資系統

開拓人才招募管道

建立獎酬機制

設計「超級工作」模式

鼓勵團隊合作

善用替代性勞動力

及數位化新系統。儘管雲端系統已逐步整合人資
部門雜亂的後台作業，但還不足以實現支持創
新、提高員工生產力和降低成本這類的目標。
2019年，企業必須重新思考其人資科技發展策

略，在考量以雲端科技作為基礎的同時，也應積極
利用創新平台、自動化科技和AI工具，來從旁輔助
其核心系統的運作。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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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再造是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艱鉅任務。調查
顯示，許多企業尚未充分準備面對十大趨勢中所
描述的變化（圖5），因此本報告今年將關注的焦
點從原因和方向擴大到涵蓋實際的作法。企業可
根據其組織的準備情況和改變需求，透過以下三
種方式之一來推動再造工作：其一，調整方向，
以更新與改善組織現況；其二，整合資源，以建
立策略性的連結；其三，創新定義，以再造既有
架構。無論採用何種方式，再造工作基本上都具
備兩大特點：（1）再造過程與科技息息相關，科
技可說是達成再造目標的必要途徑；（2）再造過
程並非修補邊邊角角的表面功夫，唯有大破大立

的精神才足以開創新局，幫助組織面對社會企業
趨勢下的挑戰。

下文各章節會根據該部分的內容，列出其中一種
再造模式作為對企業的建議，但不同的組織在針
對不同的領域選用這些再造模式時，其領導階層
勢必得先經過一番討論才能找到最適合的作法
（圖6）。無論最終採用何種模式，各組織的目標
應保持一致。在社會企業至上的世界裡，重新找
回對人性價值的關注，把利潤視為達成目標的手
段，並且珍惜人才勝過對科技的重視。

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資料分析

圖6

三種變革方式與三個領域的再造工作

勞動力的未來面貌

強調人性體驗
建立獎酬機制
鼓勵團隊合作

善用替代性勞動力

開拓人才招募管道 
應用雲端人資系統

促進人才流動
提升員工學習力

設計「超級工作」
模式發展組織領導力

組織的未來
運作模式

人資部門的
未來定位

調整方向 創新定義整合資源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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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趨勢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圖7

各趨勢在不同地區的重要性

附錄A：趨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受訪者
全體 非洲 亞洲 中歐和

東歐

拉丁美
洲和南
美洲

中東 北歐    
國家 北美洲 大洋洲 西歐

提升員工
學習力 86% 90% 86% 84% 90% 88% 89% 88% 91% 81%

強調人性
體驗 84% 88% 86% 82% 89% 90% 86% 85% 85% 75%

發展組織
領導力 80% 85% 86% 81% 79% 84% 81% 83% 81% 72%

促進人才
流動 76% 81% 79% 71% 81% 78% 74% 75% 78% 70%

應用雲端
人資系統 74% 82% 75% 71% 78% 85% 68% 75% 77% 68%

開拓人才
招募管道 70% 79% 74% 67% 73% 77% 71% 68% 75% 64%

建立獎酬
機制 69% 78% 75% 67% 79% 76% 54% 63% 65% 59%

設計「超
級工作」
模式

66% 79% 72% 63% 70% 75% 55% 62% 61% 60%

鼓勵團隊
合作 65% 72% 65% 56% 74% 69% 63% 57% 71% 62%

善用替代
性勞動力 41% 43% 45% 35% 52% 52% 28% 32% 44% 35%

註：百分比代表受訪者就其組織未來12-18個月內的成功而言，評估該主題是否扮演著重要或非常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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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各趨勢在不同產業中的重要性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所有產業 消費產業
能源、
資源及

工業產業

金融服務
產業

政府及
公共服務

產業

生命科學
及醫療照
護產業

專業服務
產業

高科技、
媒體及電
信產業

提升員工學
習力 86% 86% 85% 89% 84% 82% 87% 89%

強調人性體
驗 84% 85% 83% 86% 80% 83% 85% 85%

發展組織領
導力 80% 80% 81% 81% 72% 79% 79% 82%

促進人才流
動 76% 75% 78% 80% 73% 75% 75% 79%

應用雲端人
資系統 74% 76% 74% 79% 72% 70% 73% 76%

開拓人才招
募管道 70% 70% 67% 75% 69% 70% 71% 73%

建立獎酬機
制 69% 72% 68% 72% 55% 67% 70% 72%

設計「超級
工作」模式 66% 69% 69% 68% 65% 63% 64% 65%

鼓勵團隊合
作 65% 63% 60% 71% 56% 60% 71% 70%

善用替代性
勞動力 41% 38% 37% 38% 34% 34% 55% 44%

 
 
註：百分比代表受訪者就其組織未來12-18個月內的成功而言，評估該主題是否扮演著「重要」或「非常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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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趨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註：百分比代表受訪者針對其組織在2019年將面臨的問題，評估該主題是否會成為最急迫的三者之一。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9

趨勢的急迫性
請選擇貴公司在2019年將會面臨的三個最急迫的問題

提升員工學習力

發展組織領導力

強調人性體驗

鼓勵團隊合作

應用雲端人資系統

促進人才流動

設計「超級工作」模式

開拓人才招募管道

建立獎酬機制

善用替代性勞動力

29%

28%

28%

20%

16%

16%

15%

12%

2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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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人口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0

按地區劃分的受訪者比例

拉丁美洲和南美洲

西歐

亞洲

中歐和東歐

北美洲

非洲

北歐國家

中東

大洋洲

22%

13%

12%

11%

7%

5%

4%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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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1

按產業區分的受訪者比例

消費產業

專業服務產業

金融服務產業

其他產業

能源、資源及工業產業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

政府及公共服務產業

生命科學及醫療照護產業

19%

17%

14%

14%

12%

12%

7%

5%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3

按組織規模區分的受訪者比例
小型（1至1,000人）  大型（10,001人以上）
中型（1,001至10,000人）

30%

43%

27%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2

按職能區分的受訪者比例
人資部門     人資和資訊科技以外的部門    資訊科技部門

6%
63%

31%

附錄B：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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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人數 受訪者人數 受訪者人數

美國 844 智利 232 土耳其 164

德國 606 烏克蘭 232 挪威 148

比利時 455 印度 225 薩爾瓦多 140

日本 375 中國 215 祕魯 139

墨西哥 368 巴西 194 瓜地馬拉 134

南非 345 法國 189 荷蘭 134

波蘭 300 芬蘭 188 澳洲 122

哥斯大黎加 261 英國 185 阿根廷 120

厄瓜多 246 哥倫比亞 184 印尼 116

加拿大 240 俄羅斯 175 丹麥 113

其他 2,064

總計 9,453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4

按職務階級區分的受訪者比例
中階主管          副總 高階管理層
個人貢獻者

41%

38%

15%6%

圖15

按國家區分的受訪者比例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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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勞動力
蔚為主流的勞動型態

過
去認為「替代性」工作指的是合約制的
就業型態，但現今其範疇卻涵蓋了由外
包團隊、承包商、自由工作者、零工勞

動者（按任務計費）和群眾（外包網絡）所承接
的工作項目。目前屬於這類就業型態的勞動者人
數正迅速攀升，例如美國的自營工作業者人數預
計至 2020 年將達到 4,200 萬人，相較原先的數
量多出三倍；1 以歐盟為例，自由工作者是該地區
成長速度最快的勞動力群體，其數量在 2000 年至
2014 年間成長為原來的兩倍，而在英國、法國和
荷蘭等國家中，自由職業型態的就業成長率超過
總體就業的成長幅度。2 另有許多從事兼職工作的
替代性勞動者，根據 Deloitte 全球最新的千禧世
代研究顯示，64% 的全職員工想透過「副業」來賺
取額外收入。3

對於希望成長和獲得關鍵技能的企業而言，學習
如何管理替代性就業結構是首要之務。許多國家
的生育率正逐漸下滑，4使得勞動力規模日漸縮
小。全球有45%的受訪雇主表示，其在填補職務空
缺方面並不順利；同時亦指出，擁有類似困境的
受訪者比例之高，打破了自2006年以來的紀錄。
對於擁有250名以上職員的公司而言，難以招募到
資格相符者的比例更上升到67%。5

與此同時，退休人員正重返勞動力市場、人們將
花費更多時間照顧孩子和年邁的雙親，以及因為
個人選擇回到學校繼續深造。受到此趨勢影響都
將擴大各種替代性人才庫的深度和規模。6

替代性勞動力的廣度

以往替代性勞動力多運用在資訊科技（IT）與
其他技術性領域、或是重複性高的任務中，但如
今這類工作者所能從事的項目日益增加。根據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調查發現，33%的
受訪者表示，其在資訊部門中廣泛運用這類勞動
力來源；另有25%的人表示，其使用的替代性勞動
力多集中在營運部門；至於研究和開發領域，使
用替代性勞動力者也有15%（圖1）。舉例而言，
Deloitte一位製藥業的客戶選擇將其公司所有的
研究工作外包，而其他製藥廠商則是僅外包產品
設計、開發和支援等項目。

種類繁多的替代性勞動力

•替代性勞動力：包括承包商、自由工作者
和獨立工作者、零工勞動者，以及群眾外
包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獨立工作者：核心員工之外的
勞動力來源，通常按小時、天數或其他時
間單位計酬。

•零工勞動者：在接受並完成指定工作後，
按任務（或微型任務）計酬的勞動者。

•群眾外包工作者：透過競爭取得專案參與
權的工作者，通常需在競爭中勝出才能獲
得相對報酬。

多年來，許多人認為合約制、自由工作者和零工就業型態即所謂的「替代性勞動
力」，可視為全職工作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即便現今這方面的勞動力蔚為主流，
不過多數企業仍未發展出與其相關的管理策略。許多國家正面臨技術人力短缺和
生育率過低的問題，學會如何利用和管理這類的「替代性」勞動力，將成為未來
數年間推動業務成長的關鍵。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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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資訊科技部門以外的替代性勞動力使用情形
請根據貴公司在以下職能領域中的替代性勞動力使用情況，選擇程度相符的描述。

在該部門中並未使用替代性勞動力 在該部門中僅有限的使用或很少使用替代性勞動力

在該部門中廣泛使用替代性勞動力

供應鏈和採購部門

資訊科技部門

營運部門

行銷部門

創新和研發部門

人資部門

客服部門

財務部門

銷售部門

11%

26%

32%

12%

13%56%

56%

53%

51% 34% 15%

27%

36% 11%

49%

42%

29%

36% 15%

33% 25%

38% 33%

17%

62%

62%

27%

放眼全球各地的替代性勞動力市場，其實不缺乏
這類的勞動力來源。Allegis和其他傳統的人才派
遣公司是該市場的主要人力供應者，但新式的人
才網絡（如UpWork、Fiverr、99designs……等
等）正快速成形。

現在甚至出現專門提供特定產業勞動力資源的人
才網絡平台，例如雙薪家庭的父母親、現役和退
伍軍人等等（如The Mom Project、The Second 
Shift、WeGoLook）。研究指出，這類人才網絡平
台目前掌握價值超過20億美元的外包活動，7並且
在世界各地雇用了數億名勞動者。

2017年，Google收購了全球最大資料科學專業
平台之一的Kaggle，這項重大的收購案凸顯出替
代性勞動力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與日俱增。8該平
台是世界上最大的技術性社群之一，對於尋找自

由工作者或約聘制技術人才的組織而言極有吸引
力，未來發展前景無限。像Kaggle這樣的平台及
人才市場，以及其蘊含的經濟效益，證明了替代
性勞動力策略的發展潛力與價值。

多數企業僅在業務上使用替代
性勞動力，未有相關策略

目前各組織是否充分運用替代性勞動力？調查結
果顯示，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加強。41%的受訪者認
為，充分使用替代性勞力為「重要」或「非常重
要」，但只有28%的人表示其組織已有所準備，或
已做好萬全的準備來面對這個挑戰。事實上，研
究發現，大多數企業在看待替代性勞動力時，僅
將其視為業務上的解決方案，而非具有策略意義
的人才獲取來源。舉例而言，只有8%的受訪者表

替代性勞動力：蔚為主流的勞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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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組織已制定管理及開發替代性勞動力資源
的流程（圖2）；而認為其公司內部的替代性勞動
力管理方式不一致，或是甚至幾乎沒有相關管理
程序的受訪者比例為54%。這些企業只是暫時性
地使用替代性勞動力作為「填補人力空缺」的手
段，而非策略性地將其當作因應未來人力短缺問
題的解決方案。

此外，2019年的調查還顯示，替
代性勞動力有助於提高組織績效
（圖3），這說明了為何企業有必
要在策略面上針對替代性工作及
人力資源進行有效管理。現今的
勞動力市場逐漸浮現人才荒的問
題，而使用替代性勞動力可幫助
企業完善人力配置作業，讓合適
的人才適時地從事符合其專業的
工作，以取得實質的成果。

以德國的Robert Bosch GmbH公
司為例，其創立了一家獨立的
Bosch Management Support GmbH
子公司，以協助管理人數超過
1,700人的全球性機動團隊，該團
隊成員包括曾在該公司服務過的離職員工和退休
人員。這些「資深專家」經常在接到臨時通知的
情況下，回到該公司進行專案項目的諮詢和策劃
工作，所提供的職能專長涵蓋了研發、生產、採
購、財務，以及銷售和行銷等領域。該公司聲稱
客戶對於這些員工的滿意度高達92%，而該數據的
衡量基準除了專案的實際成效外，還包括這些員

工在與公司合作夥伴旗下的年輕雇員互動時，所
提供的經驗指導和能力發展機會。9

整合替代性勞動力資源

運用策略性方式整合替代性勞動力並不如想像中
容易，企業在面對承包商和自由工作者時，無

法使用單純的「管理」模式，而
須從「最佳化」和「有效利用」
的角度切入，完善人力結構的配
置。然而，即使在設有相關政策
和標準的企業中，這種兼具策略
性和整合性的方法也十分少見。
無論如何，現今的企業必須進行
全面性的部署和整合，找出活用
替代性勞動力的最佳方式，並藉
此跳脫出人才獲取管道的框架，
讓適當的人才能夠藉由合適的職
務角色發揮所長。為實踐上述
目標，企業在雇用替代性勞動力
時，可先將負責各相關業務的部
門相連結，包括採購、資訊，以
及重要性日增的人力資源部門。

好消息是，許多企業的人資部門已開始在這方面
加緊腳步展開部署工作。今年有75%的受訪者表
示，其公司的人資部門贊成使用替代性勞動力；
人資部門參與這些勞動者的培訓工作的佔66%；
65%表示，人資部門負責安排這類勞動者的工作
項目；另有63%指出，人資部門負責管理這些勞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多數組織尚未建立替代性勞動力的管理流程
貴公司在獲取及管理替代性勞動力方面的效能如何？

效能一流，為產業間的領航者，具備管理與開發替代性勞動力資源的既定流程

替代性勞動力的獲取和管理方式不一致，導致品質和績效缺乏穩定性

替代性勞動力的獲取及管理方式良好，但仍有進步的空間

在獲取與管理替代性人才方面幾乎或根本沒有既定的流程可供依循

8%

38%

3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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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3

替代性勞動力往往有助於提高組織績效
不同類別的替代性勞動力對貴公司的業務表現產生何種影響？

未採用此種方式評估影響              負面影響             沒有任何影響              正面影響             未使用此類型的勞動力

外包和託管服務

群眾外包

自由工作者和獨立工作者

零工勞動者

9%

22% 29%

14%19%

24% 39%

17%

16%

16%

17%

16%

30%

49%

17%

53%
5%

3%

3%

2%

動者的福利事務。此外，將替代性勞動力納入人
資策略之下的投資也不斷增加。一半以上的受訪
者（51%）表示，其組織已制定具體的方案來實踐
這類勞動力的招聘策略；目前也有31%的受訪者指
出，其組織有針對這些勞動者規畫學習和發展機
會；23%會調查替代性勞動者的想法並藉此蒐集意
見回饋；另有部分公司會提供替代性勞動者額外
的津貼和其他種類的獎金者則佔22%。

各企業可考慮利用市面上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
替代性勞動力管理工具，作為同步進行的另一
種作法。2018年，軟體公司Workday收購了零工
勞動力平台Rallyteam，10而人力資源管理公司
ADP則收購了提供臨時性及零工勞務的大型平台
WorkMarket。11在此之前，ADP公司還收購了一
家名為Global Cash Card的公司，該公司專門為
從事零工勞務者提供即時給薪和現金支付解決方
案的服務。12軟體巨頭SAP也基於類似目的收購了
FieldGlass，一家專門提供供應商管理系統服務
的業者。13像Fuel50這類的軟體供應商，如今也建
置了獨立的公司職務和零工勞動力平台。14而舊金
山一家新創公司Legion目前正在打造的勞動力管

理平台，則是建立在某些勞動者可能同時受雇於
多位雇主的假設上設計而成。15這些替代性勞動力
管理工具旨在協助填補人力市場的空缺，並且在
管理不同勞動力族群和類別的人員之間建立起新
的連結，進而描繪出具有宏觀視野的整體勞動資
源結構。

給予替代性勞動者應有的尊重

企業在基於替代性勞動力建構組織系統原則時，
必須銘記「人力資本再造」原則，也就是將包容
性、多樣性、公平性和信任等議題納入考量。與
大部分的傳統工作者相比，替代性勞動者可能擁
有多樣的的背景和文化，而且這些人才受招聘的
方式也不盡相同。當每個個體懷抱著相異的動機
為企業效力時，管理者是否具備足夠的領導能
力，來帶領分別來自傳統和替代性勞動力人才所
組成的多元團隊？企業在活用替代性勞動力的同
時，能否也為自身建立起社會企業的品牌形象？

不論是傳統的或替代性勞動力，都應該在文化、

替代性勞動力：蔚為主流的勞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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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和工作任務方面獲得同等程度的尊重，而
且各方的看法都須確實反映出這些價值觀。替代
性勞動者覺得自己被視為局外人的可能性較高，
然而，內部員工也同樣有可能會產生負面感受，
此種風險將造成整個組織的雇主形象受到損害。
以一家歐洲的大型銀行為例，該銀行的資訊部門
主管們開始進行與承包商、自由工作者和顧問專
家的合作計畫，以增加其與各種科技領域人才互
動的機會。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主管意識到公
司內部的員工由於業務內容幾乎僅圍繞著傳統系
統打轉，而開始流露出不滿的情緒。由於相較於
外部的替代性勞動者更能夠接觸到「更酷」、更

新穎的科技相關專案，這讓內部員工覺得自己受
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該銀行的資訊管理階層
因此採取了平均分配業務內容的新措施，而這段
寶貴的經驗也讓該部門在獲取及運用替代性勞動
力方面，變得更加得心應手。16

如同上述這類的風險與挑戰並非無法克服，而且
有越來越多雇主開始運用替代性勞動力作為主要
的人力來源。重視這類勞動力的組織可以制定相
應的策略和計畫，以便有效接觸和吸引各類型的
人才，藉此推動業務成長並擴大員工組成的多樣
性。

作者在此感謝Steven Hatfield和Sarah Cuthill對本章內容的貢獻。

致謝

重點剖析：替代性勞動力

整合資源

隨著替代性勞動力逐漸成為主要的人力資源，各企業需順應

此趨勢採取相關策略，以便善用這項重要的人才獲取資源。

面對這類勞動者時，組織可運用創新方法取代單純的「管

理」模式，改以「最佳化」和「有效利用」的角度切入，並

透過整合人力資源、業務、採購和資訊科技部門的力量，來

有效實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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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從一般工作轉向超級工作

過
去幾年間，有研究預測未來 AI 和機器人
技術將取代人類的工作，許多人因此感
到十分擔憂。2019 年，該議題仍是參與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的受訪者極為關注的問題。
今年有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64%）表示，AI 和機
器人技術是人力資本中「重要」或「非常重要」
的問題。但對於科技取代人力造成失業問題的憂
慮是否會成真？而這些新的科技技術在工作場所
中的使用率日漸增加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首先，從科技的角度來看，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簡稱「RPA」）
這類的技術市場每年以20%的速度持續成長，預
計至2024年其市場規模將達到50億美元。1根據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調查，41%的受訪
者表示，其組織從上而下或跨多部門廣泛地使用
自動化技術，反映出上述的自動化趨勢。

自動化技術的內涵

• 自動化技術：包括機器人技術、認知科技和
AI。

• 機器人技術：包括實體機器人（如無人機和
製造業用機器人）與機器人流程自動化（透
過自動化方式處理高度標準化的例行事務和
業務內容的技術）。

• 認知科技：包括處理及生成自然語言（能夠
理解語言的機器）和機器學習（具備模式識
別能力）。

• 人工智慧（AI）：可透過深度學習、類神經
網絡和相關技術來進行預測的機器。

應用AI、認知科技和機器人，以自動化工作流程並提升效率的情況正逐漸普及，
許多領域的工作模式開始重新設計以因應此趨勢。現今的工作內容比起過去又更
加仰賴機器和數據，此外，在解決問題、溝通、解析和設計方面則需要更多人際
能力的運用。隨著機器開始接管重複性高的任務，以及人們的例行性工作內容逐
漸減少，許多工作將迅速轉變成所謂的「超級工作」（superjobs），而這種最新
型態的工作將改變企業對於工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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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般工作轉向超級工作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目前運用各種自動化技術的企業不在少數
請說明貴公司目前在各項自動化技術方面的使用率。

目前並未使用                    尚在探索階段 僅在特定部門或領域使用 組織上下廣泛使用

21%18%

認知科技

AI

流程機器人

48% 27% 22% 4%

35% 43% 19% 3%

34% 44% 18% 4%

30% 34% 31% 5%

機器人技術（製造業用機器人和無人機）

變化中的工作

工作是否會因科技的進步而逐漸消失？部分工作
也許會遭到淘汰，但本報告認為，有更多的工作
其實是開始面臨結構和模式的轉變。美國仍維持
低水平的失業率，而全球勞動力市場對新關鍵技
能的要求日趨嚴格。此外，本次調查顯示，只有
38%的人表示，預計未來三年內科技將淘汰
其組織中的部份工作，而認為自動化技
術會大量削減職務數量的受訪者只
佔了13%，這與前幾年的調查結果
有著明顯差異。

Deloitte 全球過去的研究指出，
由於自動化技術接管了例行性的工
作內容，使工作變得更加人性化，
也讓人在工作中的作用和貢獻變得
更加重要且富有價值。該研究還指
出，自動化技術和AI的價值不在於使
用機器取代人力，而是在於強化勞動
力，並且重新凸顯出人類在解決問題和
創造新知識方面的能力。「這種透過集
體的力量來了解周遭環境的能力，正是讓人類有
別於機器人的主要特質，而這種能力足以深入社
會的各個層面。」2

上述想法同樣反映在這次的調查中，受訪者不但
談到其組織運用自動化技術，也提到為了配合
該技術的應用，而投注心力在重新設計工作模式
上。

今年有62%的受訪企業採用自動化技術處理例行
事務和重複性高的工作；47%表示其目前也運用
該技術強化現有業務以提高生產力；另有36%的
受訪者指出，其企業正在「重新探索工作的本
質」；許多受訪企業也表示，其正致力於重塑員
工的工作技能；84%的受訪者認為，應兼顧自動
化技術和技能重塑兩大面向，並指出其組織目前
正打算投入更多資金於員工技能重塑和再訓練的
工作，其中更有18%的人認為這項投資「意義重

大」（圖2）。

從這些調查結果中不難發現，隨著機
器逐漸取代人類的例行性事務，工作

本身也產生了變化，勞動者因此須
具備新的技術和能力。這意味著
企業有必要重新設計工作，以及

相應的工作和作業流程，以便跟上
這股趨勢。

「超級工作」時代來臨

在傳統的職務設計中，企業用書面的職務說明創
造固定不變的角色，並在該職務之上添加監督和
管理職位。當部分工作內容改由機器自動化取代
時，由人類負責的部分通常更具解釋性和服務
性，意即包括問題解決、資料詮釋、溝通與傾
聽、客戶服務和同理心，以及團隊合作。然而，
這些更高層次的技能有別於傳統工作固定的任
務，因此，組織必須創造出更靈活多變、定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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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回答此問題者僅限那些認為應在組織內部進行員工技能
重塑，以配合自動化技術之應用者。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許多企業正在增加員工技能重塑方面
的投資
貴公司未來在員工技能重塑方面預計會新增多少
投資？

投資減少      保持不變             小幅度增加（<5%）

中幅度增加（6‒10%）              大幅度增加（>10%）

18%

16%

30%

36%

1%

寬鬆的職位和角色。

這些新工作類型冠有各種職務名稱，如經理、設
計師、系統架構師或分析師，現階段正逐漸演化
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所謂的「超
級工作」。新研究顯示，現今需求量最高、薪資
成長速度最快的工作都是所謂結合科技的「混合
式工作」，意即將科技操作、資料分析與解釋這
類的技術技能，與強調溝通、服務及協作等能力
的「軟」技能結合。3而「超級工作」在這層意
義上又更進了一步，在其內容中技術不僅改變了
工作所需技能的性質，也改變了工作的本質和職
務本身。超級工作不僅包含了混合式工作在技術
和軟技能方面的廣度要求，同時也整合了各種傳
統工作的部分內容，並善用人類與智慧機器、數
據和演算法等工具協作而顯著提升的生產力和效
率，來有效實踐其職務的內涵與目標。4

例如，美國知名的醫療中心Cleveland Clinic，
由於受到營利醫院體系的競爭勢力逐步進駐克利
夫蘭地區影響，因此該機構決定針對其企業和工
作定義進行根本性的反思與重新設計。每一個職
務角色都在這波變革下受到影響，無論是否從事

臨床工作或擁有執照，每個職位的員工都必須接
受評估，以確認其在工作效率、技能水準和成功
可能性方面是否具備向上發展的潛力。過程中，
該機構意識到醫學專家的角色必須變得更加靈
活、更具機動性，意味著醫生不僅要對醫療領域
的事務瞭若指掌，還須廣泛了解與病人護理有關
的議題。這波改造工作讓該機構逐漸體認到護士
和其他照護提供者所扮演的混合型角色，並促使
其針對這群員工給予「照護和病例管理」方面的
訓練，以擴大其技術專長之外的其他技能。5

從重新設計到重新定義工作

創建超級工作時，亦包括考慮新職務角色的解
構、重組和擴展，企業需重新考慮工作設計的方
式。如果只是簡單地將現有業務自動化，生產率
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能會有所提高，但若是透過
重新設計工作的方式，將人力資源的優勢與機器
和平台結合，那麼企業在客戶服務、成品和生產
力方面，都有機會大幅提升業務成效。6對每家企
業和人資部門主管而言，從重新設計到重新定義
工作的過程中，如何將機器和人力整合至工作流
程中，並為人類創建富有工作意義的職務角色間
的轉換十分困難。這意味著橫跨不同業務領域，
包括資訊、財務和人力資源等部門一起重新思
考，並規畫高度整合的協作關係。為了克服這項
挑戰，企業勢必得發展出一套周全的對策。

在為未來重新定義工作時需採取全新的方式，除
了重新針對職務內容撰寫適當說明外，更要從宏
觀視角切入，讓工作充分結合機器、替代性勞動
力的優勢，同時善用人類獨特的想像力、好奇
心、自我發展期許和同理心。這種新方法與過去
建立職務描述的傳統方法截然不同，後者通常圍
繞著特定角色的技能、活動、任務和期望所建構
而成，定義較為狹隘。在許多企業中，傳統方法
使其職務說明和簡介大多極為詳細且公式化，有
些人甚至形容這些描述顯得既枯燥又缺乏啟發
性。然而，工作的內涵應透過更廣闊、更具創造
性和更有意義的角度來加以詮釋。未來的工作定
義，將依據下列所示：

•著重於員工的生產力和問題解決能力，而
非其執行的活動和任務。

•著重於人們在團隊中的參與和彼此間相互
激勵的關係，而非上對下的監督責任。

•著重於使業務自動化和協助強化勞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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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科技，藉此提高產力並為顧客創造
更多價值。

•將發展、學習和新經驗整合至日常即時的
工作流程中。

試想在這種結構底下的人力資源組織將如何運
作？如今，由於受到大量科技導入影響，從聊天
機器人到工作流程自動化，人力資源部門正發生
巨大變化。經過重新設計後的工作可以有效應用
各種科技，以協助人力資源人員回答更多不同種
類的問題。雖然這樣做可以為企業增加一些價
值，但從「重新定義人力資源共享服務」著手，
才是真正有助於提高生產力和創造價值的作法。

有鑑於目前已有相關技術可即時洞察企業全體員
工的情緒和行為，若將這些洞察與人力資源共享
服務部門所需的工作技能如問題解決、溝通與傾
聽、客戶服務和同理心，以及團隊合作與協作能
力結合，是否可打造出全新的人資「經驗架構
師」角色？從事這種超級工作者一方面可運用自
動化科技回答常見問題；另一方面則把關注焦點
放在如何創造有意義的員工體驗。這樣的工作並
非透過重新設計人力資源共享服務部門中的職務
角色而產生，而是針對工作本身進行重新定義後
而生成的新工作模式，目的是為了涵蓋更多的可
能性和提高生產力，並為那些尋求工作價值的員

工們提供更有意義的體驗。

引發強烈反彈的可能性

「超級工作」的出現，可能將引發社會的反彈。
有些人認為超級工作的負面影響或者陰暗面，可
能造成快消型工作、服務型工作和微型任務的增
加。評論家已預期工作間將出現分歧的情況，其
中一類是經過高度強化後的複雜、高薪型工作，
另一類則是服務產業中低薪、低技能要求型工
作。最近的研究探討了科技和自動化技術對就業
市場劃分的影響。7企業領導者在面對潛在的社
會影響時，應勇於挑戰自己並重新構思工作的意
義，以滿足所有工作類型中的各類勞動者，包含
服務業和零工勞動者，以及從事超級工作者的需
求。

科技的進步對工作造成的影響目前仍尚未明朗，
但《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認為，各組織
有必要在社會企業的脈絡下看待這些趨勢，並意
識到企業和社會整體間日趨重要的連結性。運用
科技強化工作效能的企業，顯然會採用新的方式
來執行其業務。在推動變革的同時，如何為企業
本身、旗下員工、整體經濟和社會帶來正面的效
益，成為各組織目前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工作的演變
•標準工作：使用特定、有限的技能組合來執行工作的角色，其職務內容多為重複性高的任務和標
準流程。

•混合式工作：結合科技和軟實力技術的技能組合以執行工作的角色。從傳統意義來看，一般工作
並不會要求同時具備這兩類技能。

•超級工作：結合多個傳統職務工作內容與責任之角色，並透過科技的運用來強化和擴大工作範
疇，使其內涵關乎一連串更複雜的領域、科技和人際能力間的結合。

重點剖析：從一般工作轉向超級工作

創新定義

對企業和人資部門主管而言，如何重新設計工作和職務內

容以整合新科技，這項任務日趨重要且刻不容緩。為了回應

利害關係人和社會大眾的期待，各企業在探索新的工作模式

時，也應盡力滿足所有工作類型中各類勞動者，包括服務業

和零工勞動者，以及從事超級工作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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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領導力
傳統與現代的交叉點

年
復一年，許多企業都表示，他們在尋找和
培養合適的未來領導人方面，碰上相當大
的困難。《2019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調查顯示，80% 的受訪者指出，領導能力是其組織
高度重視的優先議題之一；但認為其企業已「有
所準備」或「做好萬全準備」來滿足成員對其領
導能力要求的受訪企業只有 41%。

領導的架構及發展正處於傳統和現代的交叉點，
使得企業必須將重點放在兼顧新舊業務的經營之
上。各企業都明白其必須培養具備基本領導技能
的領導者，例如擁有管理營運、監督團隊、制定
決策、確定投資優先順序和管理利潤的能力。除
此之外，在日新月異、以科技為導向的商務環境
中，還須培養能夠有效處理及應對各種需求的領
導人才。這種人才需具備的能力包括在不確定性
中找出發展方向、管理日益複雜的業務、精通科
技、管理不斷變化的顧客和人才組成結構，以及
處理國家和文化的差異性。

新情境下的領導能力

許多人認為其企業在領導能力方面有新的需求（圖
1）。在今年的全球調查中，80%的受訪者認為，21
世紀的領導能力面臨著獨特的新要求，而這些新的
要件對其組織的成功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十年前，諸如包容性、公平性、社會責任、對自
動化技術的了解，以及在網絡中發揮領導作用等
議題，都不是領導宣言所涵蓋的內容。在這樣的
轉變下，許多企業並不滿意其內部的領導能力培
養計畫。只有25%的受訪企業表示，其正在積極培
養數位化商務環境下的領導人才；此外，僅30%的
人表示，其組織有針對不斷變化的挑戰，培養具
備因應能力的領導人。

儘管許多企業建立了數位領導模式、更新了系統
架構，並投資新的領導力育成計畫，但本報告認
為，發展新的能力並將其應用在新的情境中，才
是現階段的當務之急（圖2）。

這種新情境是指領導者在社會和組織不斷變化的
期望下，所應採取的行動和應追求的成果。在社

在顛覆性的數位商業模式、經強化過的勞動力、扁平化的組織，以及轉向團隊工
作型態的趨勢之下，企業領導人肩負起挺身而出和指明未來方向的重任。執行長
須針對社會問題表達其立場；高階管理層則被要求進行更密切的跨部門合作，就
連產線負責人也必須學習如何在團隊網絡中發揮作用。不過，本報告研究卻指
出，雖然企業組織期望新領導能力的出現，但其內部仍相當依賴傳統的模式和思
維。這些企業應致力於發展新的技能，並找出一套衡量領導能力的方法，以協助
領導者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摸索前進的道路、掌握迅速變化的局勢，以及與
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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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回答此問題者僅限於認為21世紀領導人面臨著新的、獨特的領導要件的受訪者。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多數受訪者認為組織有新的領導力需求
您認為21世紀領導人所需具備的獨特要件是什麼？（可複選）

能夠在充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發揮領導作用

能夠從遠端進行管理

能夠透過影響力發揮領導作用

能夠有效管理人力和機器相結合的勞動資源

能夠以較快的步調帶領組織全體朝目標邁進

81%

65%

50%

47%

44%

註：回答此問題者僅限於認為21世紀領導人需具備新的、獨特的領導能力的受訪者。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21世紀背景下的領導力
關於21世紀領導者所需具備的獨特要件，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差別？（可複選）

新科技的導入

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和員工期望

變革速度加快

不斷變化的顧客期望

75%

66%

5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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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時代，人們不再認為財務業績是判斷企業
成功的唯一或主要指標，他們同時會評估該組織
對社會、有形環境，以及對其客戶、員工與合作
夥伴產生的影響。因此，只專注於追求組織本身
的成功，以及在市場中與同業競爭的領導者，可
能會讓他人覺得其視野過於狹隘，或是在面對更
廣泛的商業和社會環境中的挑戰時，態度顯得不
夠積極。

新情境中的新能力

在現今這個新工作型態的社會中，對於領導能力
及其應達成之結果的傳統期望仍佔有一席之地，
但這些傳統觀點應與新情境下的新能力要求相互
結合，以作為對21世紀領導力的定義（圖3）。

最明顯的不足之處

培養具有新能力的領導者需要的不僅僅是能力本
身的轉變，企業本身也要具備培養這些領導人的
文化、結構和管理流程。本報告的調查發現，許
多組織內部存在著三個明顯不足之處。

透明度：透明度是社會企業當道的現況下最有
價值的組織貨幣，有助於在企業的真正意圖受
到質疑的環境中搭起信任和尊重
的橋樑。儘管透明度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只有18%的受訪者認為，
其組織採行透明、公開的運作模式；
37%的人仍擔心所屬組織是否擁有建立信任的能
力；另有60%的受訪企業擔心員工對透明度的看
法；而27%的人則認為缺乏透明度會造成競爭上
的劣勢。

內部合作關係：隨著組織逐漸往服務導向的業務
模式發展時，管理階層的領導者們若能跳脫出各
自為政的局面，並開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那
麼便能使企業從上述改變中受益。正如去年的報
告中所提及，高階管理層的職務角色和工作內容
變得更加複雜且涉及更多面向。然而，有83%的受
訪者表示，其組織的高階領導者們很少合作，或
只是應臨時需求而進行合作；僅17%的人表示，其
內部的高階管理者間已建立固定的合作關係。

績效管理：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評估方式，有助
於塑造個人行為。雖然各組織的成員都強烈要求
其領導人展現出更符合21世紀的不同行為，但受
訪者所描述的評估方式卻仍非常傳統。組織用來
衡量領導成功與否的三大標準，包括「策略推行

成效」（63%）、「財務交付結果」（58%）和
「良好的營運管理績效」（44%）。

為領導人設定不同的業績指標，有助於建立企業
文化風氣以促進管理不確定性和領導變革等能
力。Sasol是一家在32個國家設有據點的綜合性化
工及能源公司，同時也是一家透過評鑑其領導人
的方式建立發展文化並取得進展的公司。該公司
根據員工的意見回饋、領導能力評估，以及領導
者對公司領導原則的遵循程度，來對領導者進行
評估。這些作法有助於強化組織內部文化，鼓勵
領導人接受變革，以及掌握創新和追求卓越的機
會。2

企業若想發展出適合21世紀的領導能力，首先應
檢視自身的組織屬性，以便創造出能夠讓領導人
成功發揮作用的環境。而「透明度、內部合作關
係和績效管理」則是企業可以著手努力的三大方
向。

從內部重塑領導力

有效領導策略的關鍵在於建立新的情境、確定新
的領導能力，並提倡正確的文化風氣，最後一步

則是尋找及培養能夠勝任領導之責
的人才。但具備領導能力的人才
究竟該從何處覓得？

過去認為企業只要從外部「聘請」
新領導人即可，然而，此觀點正受
到質疑。對大部分的企業而言，與

其從外部尋找及雇用也許可以或可能無法適應其
組織文化的出色領導者，不如從現有的人才中挑
選合適的對象，然後運用新的方式和擴大投資金
額來從內部培養潛在領導人。在現今這個快速變
化的世界裡，人們往往需透過身體力行和多方嘗
試來持續累積經驗與能力。因此，企業在協助內
部人才培養領導能力時，應考慮以下幾個面向：
安排多元類型的發展性任務；鼓勵員工在職涯各
階段肩負起領導職務；為缺乏傳統經驗的領導者
提供企業經營和推動計畫的機會；尊重旗下各階
層新舊員工和領導者的工作能力。如此一來，內
部人員便可在組織的協助下重新思考、挑戰及發
展其所從事的業務。

許多企業在領導者培育方面，仍面臨如何讓領導
人具備因應新舊業務挑戰的經驗、能力和動力的
課題。Deloitte 全球建議，可從領導者目前身處
的經營環境著眼，這些挑戰將會成為未來培養領
導人才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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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領導能力的傳統期
望及其應達成之結果 新的領導能力 新的情境

關注個別領導者及其

個人表現。
+

關注領導團隊中的所有領導者

（交響樂團式的高階管理層）與

其發展，以及促進團隊績效的

能力。

變革速度加快 使各部門的領導者需

比以往更緊密合作，以建立一套綜合

型的解決方案來應對快速變遷的商業

環境。

企業財務方面的利潤

和股東的投資報酬是

企業追求的主要目

標。

+

在整個社會背景脈絡下追求商業

上的成功，同時為眾多利害關係

人創造價值、實踐企業使命。

對千禧世代而言尤其重要，在不斷變

化的人口結構和員工期望下，1企業不

再只關注利潤方面的成長，而須兼顧

營收和企業使命。

執行財務和投資管理

方面的工作。 +

能夠透過敏銳的洞察來確立經營

方向，並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

境與條件。

變革速度加快 使企業必須透過洞察、

領導和擴展其能力的方式，來實現並

超越財務目標。

提供一致且穩定的企

業經營成果。 +

在複雜和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

維持領導信念。

大量新技術的導入，意味著企業需在

不斷創新且充滿未知數的環境中站穩

腳步，並帶領組織持續運作。

推動行銷和客戶服

務。 +

隨時掌握最新資訊，預測不斷變

化的顧客與市場期望。

不斷變化的顧客期望促使企業創造獨

特的人性化體驗，在產品或品牌之外

與顧客建立個人化連結。

維持高水準的營運效

率和業務表現。 +

透過創新持續提升業務、產品及

服務水平。

由於各產業變革 速度加快，因此企業

必須持續藉由創新和改進的方式跟上

周遭環境的變化。

管理結構化的職涯與

人才育成計畫。

+

鼓勵多元化的勞動力結構，並善

用正規和替代性人力資源，同時

規畫新型態的工作經驗與非線性

的職涯發展管道，以滿足現今的

人才對工作的期望。

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和員工期望 讓

企業開始重視旗下員工的終身學習狀

況、職務間的轉換與流動，以及其對

工作意義的追求，並透過進一步的規

畫及相關措施來吸引各種人才為其效

力。

監督運行一般流程的

科技項目。
+

不斷提高自身對科技的了解，以

充分利用數位、資料與AI工具。

新技術的導入 促使各部門的領導者都

必須熟知各項技術的應用。

進行風險與品質管

理。 +

整合並深化對各階層勞動力的風

險與品質監管工作。

不斷變化的顧客期望 促使企業更加關

注風險與品質問題，任何一個環節出

錯都有可能迅速削弱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資料分析。

圖3

現今的領導力須結合傳統期望與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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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剖析：21世紀的領導力

調整方向

在21世紀的時代背景下，有效領導意味著在變革速度加快、

人口結構和顧客期望不斷變化，以及眾多新技術相繼導入的

環境中，能夠達成組織預期的結果。企業應根據新的背景脈

絡重新調整其觀點並認清發展方向，以確保其領導者能夠在

多變的環境中，將傳統期望與新的領導能力結合起來，進而

帶領組織踏上成功的道路。

作者在此感謝Pushp Gupta和Stacey Philpot對本章內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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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員工體驗轉換成人性體驗
重新找回工作的意義

今
年的調查發現，企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
一在於如何改善「員工體驗」的問題。84%
的受訪者將該問題評為「重要」；而 28%

則認為，這是其組織 2019 年最急迫的三個問題之
一，這樣的看法其來有自。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研究顯示，就員工體驗的優劣程度而言，居於
頂端四分之一的企業在創新度和顧客滿意度方面，
其比例要比底端四分之一的企業高出兩倍；而在
獲取利潤方面，前者也比後者多出 25%。1 即使此
議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只有 9% 的受訪企業認
為其已「做好萬全準備」來面對這個問題。這也
意味著對全球所有的企業組織而言，改善員工體
驗已成為需優先關注的課題。

探究員工體驗議題

過去五年間，與生產力、員工福祉、過勞和職業
倦怠相關的問題層出不窮，2數位化和不間斷的工
作模式持續挑戰人們的生活方式（2018年和2014
年曾討論過類似主題），而企業對這類議題的關
切也日益加深。本報告的研究結果顯示，因為這
些問題而對工作本身抱持著嚴重不滿的情緒。今
年的調查發現，僅49%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員工
對自身職務的工作設計感到「滿意」或「非常滿
意」；此外，僅42%的人認為，員工對日常工作內
容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對於與工作有

關的工具和技術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的
比例只有38%；而認為員工擁有足夠的自主權、能
自行做出明智的決定者也僅佔了38%（圖1）。

除了跟個人工作屬性有關的調查外，在針對整體
工作環境的調查中，其最終數據也呈現令人憂喜
參半的結果。僅53%的受訪企業認為，其組織在
創造有意義的工作方面「成效良好」或「非常成
功」；而認為其組織在支援管理系統的運作方面
「成效良好」或「非常成功」的只有45%。此外，
有59%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在塑造正向的工作
環境方面「成效良好」或「非常成功」，但認為
其所屬企業在提供合宜的成長機會方面「成效良
好」或「非常成功」的只佔了43%；當問及員工對
領導力的信任度時，僅46%的人認為，其組織的
領導階層在獲取員工的信任方面「成效良好」或
「非常成功」（圖2）。

整體而言，各企業在改善員工體驗方面還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體驗」概念的轉換：從顧客
體驗到員工體驗

為了理解伴隨員工體驗而生的挑戰，首先需從其
形成的歷史過程著眼。「員工體驗」一詞及其概

企業正積極透過投資各種項目，來改善員工的日常工作體驗。雖然在追求工作和
生活間的平衡時，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面向著手，但研究顯示，工作本身往往是最
關鍵的因素，包括如何賦予工作意義，並且讓人們從工作中找到歸屬感、信任
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本報告認為，企業應超越以福利、獎酬制度或支援
系統為出發點的思維模式，轉而關注工作適配度、工作設計，以及這些業務對公
司上下所有員工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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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在幾個重要的工作面向上，許多受訪企業認為員工滿意度相對低落
請指出您所屬組織的員工對其工作設計的滿意程度（包括工作流程和技術應用方面的滿意度）。

不滿意               還算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自主決策權

日常工作流程

整體工作設計

相關資料及資訊的取用便利性

工具和科技應用

31%

20% 32%

35%17%

43%8%

45%13% 39%

45%

20%

42%

43%

43% 7%

6%

6%

4%

3%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在與員工體驗相關的要素上，許多受訪者認為其組織的表現「差強人意」或「成效不彰」
在以下涉及員工體驗的各項要素中，請針對您所屬組織的表現進行評估。

成效不彰      差強人意                   成效良好      非常成功

正向的工作環境

支援管理系統的運作

對領導階層的信任

個人成長機會

富有意義的工作內容

9% 32% 44% 15%

9% 38% 42% 11%

16% 41% 33% 10%

13% 40% 37% 9%

11% 43% 3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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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初是作為與顧客體驗平行的概念應運而生。
當時，一家知名旅遊服務公司的人資主管正透過
設計思維來研究租客和房屋主人的體驗，在研究
的當下突然意識到這種方法也可應用於組織內部
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由於該旅遊服務公司將許多
內部職能外包，導致員工體驗產生前後不連貫
的現象；事實上，該公司從未針對員工體驗進行
完整設計和規畫。在此情況下，該名人資主管
肩負起了新設立的「員工體驗全球負責
人」（global head of employee 
experience）一職，負責將設計思
維應用到組織所面臨的問題中，
員工體驗和相關職能角色的概念
便由此誕生。3

企業有時會將其應用在顧客體驗上
的實務作法，延伸到員工體驗的相
關事務中。例如，非洲和中東地區
最大的行動電信公司MTN，長久以來
針對其最大用戶規畫相應的顧客體驗 策
略。MTN公司的顧客體驗和員工體驗策略都根據
「EPIC」原則進行運作，即透過「簡便、個人化
和有效控管的連結」（easy, personalized, and 
in-control connections）來與顧客和員工進
行互動，並藉由一系列精心策劃的「豐富體驗旅
程」來持續塑造獨特的人性體驗，從而為企業與
其顧客、員工間建立起長久的連結。4

而在過去數年間針對員工體驗的探討下，有幾個
新的概念已逐漸成形。首先，是員工和顧客間的
差異。消費者可以隨時停止購買某企業的產品，
但員工與雇主間的關係卻是建立在長時間往來的
基礎上；第二，是員工體驗的社會性特點。員工
體驗是圍繞著文化和人際關係建立起來的，遠超
越了個別員工的需求；第三個概念與本節所要探
討的議題相關性最高，即員工希望藉由工作來建

構其職涯，同時也渴望從中找到目標和意
義，而非讓工作淪為一套既定的業務流

程。

應從何處著手？

為了建立長遠的關係、以社會互動
的本質為基礎（to be social in 

nature），並讓此關係富有意義，員
工體驗必須以個人為出發點，同時以個

體為中心進行設計。這正是過去企業在嘗試解
決此問題時容易忽略的地方，在考量未來的因應
之道時應將其納入。

當員工體驗是由上而下以個人為出發點設計時，
重點會從員工固有的傾向上著手，使其能夠以適
合自己的方式來展現出最佳的工作成果；當員工
體驗是以個體個性化為中心設計時，重點會從滿
足員工所有心理層面上的需求著手，以提高其工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資料分析

圖3

員工體驗的設計模式應由下而上並且以個人為中心

個人觀點
（個體）

專業觀點
（工作）

企業主導
（由上而下）

員工主導
（由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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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資料分析

圖4

由下而上的個人化體驗最終會轉化成所謂的「人性體驗」

個人觀點
（個體）

專業觀點
（工作）

員工參與度 人性體驗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員工體驗

企業主導
（由上而下）

員工主導
（由下而上）

作表現。最理想的員工體驗就落在上述兩種模式
的交會點上，但目前有望實踐此目標的企業組織
卻寥寥可數甚至不存在（圖3）。

將此架構運用在企業過去為了員工體驗所做的嘗
試上時，很容易可以看出以前和現在所採用的方
法各有哪些不足之處。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有人
認為這是企業在工作場所中針對「員工體驗」所
做的第一次嘗試）是由企業所主導的設計模式，
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個人從工作中挪出時間，以便
從事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活動。

這種由上而下塑造員工體驗的嘗試，不僅剝奪了
員工的自主權，同時也是停留在以工作為中心的
思維模式，即是以工作至上的心態，試圖找出可
從事工作以外活動的時間。

員工參與度概念的出現，使這種情況有所改觀。
所謂員工參與度是指一個人所有的基本心理需求
獲得滿足後，便能夠把工作做好。它同時牽涉到
情感面和社會層面的需求，例如做自己擅長的工
作，並為工作賦予更高的使命感。因此，所謂的
員工參與度的概念是以員工為中心，且在本質上
非常個人化。然而，這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價值
觀，它反映出企業希望員工參與公司理念、文
化、工作和成果的期待。5

員工體驗概念的導入讓由上而下的規畫方式，轉
變成由下而上的設計模式。員工體驗在本質上是
一種自下而上的概念，也就是圍繞著員工固有的
屬性來設計工作方面的程序、地點和流程。此概
念表明了企業須以員工為中心而非雇主。

在這樣的轉變下，為何至今尚未看到任何實質成
果？主要原因在於，雖然員工體驗是以個人為出
發點，但在實務上仍工作為主。去年，Bersin™
研究的調查結果便證實了此現象，在詢問員工其
組織採取了哪些改善員工體驗的實際行動時，受
訪者提出了以下三點：（1）福利與活動、（2）
獎酬制度，以及（3）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這些
確實都是與工作相關的重要元素，但卻沒有一項
能真正體現員工所追求的個人意義，也許正如該
調查所指出，許多雇主都忽略了員工人性的那一
面。6

所以應該從何處著手？本報告建議，可從人性體
驗的觀點切入，藉此擴大員工體驗的內涵，達到
重新建構與昇華員工體驗的目的。人性體驗雖然
是以員工體驗為基礎，但卻超越了單純的工作流
程，並聚焦於工作本身的意義，以回答存在於工
作場所中、對勞動者而言最個人化的問題：我是
否透過這份工作為周遭世界帶來重要改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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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工作新的意義

對意義的探求是驅策人們與他人合作做出重要改
變，並使人們持續追求進步的關鍵動力。為了賦
予工作意義，首先必須了解這不僅僅是創立一項
任務聲明或目標。此外，這種超越了企業的社會
責任，但也不等同於必須做一些「好的」或社會
需要的事情。企業首先應自問：顧客、員工和合
作夥伴的期望是什麼？所謂的意義，是連結工作
與對參與者，包括顧客、員工和其他利害關係人
的理解，並且在協助參與者實現願望的過程中，
透過該工作來發揮重要影響力。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Wharton）商學院管理學教授
Adam Grant發現，當客服中心的員工有機會了解
到其服務對顧客所帶來的影響時，這些員工的工
作效率提高了171%。7舉例而言，只要簡單的將名
字和其所代表的個體連結在一起，便有助於在例
行性工作中創造意義。日常工作也可以是意義的
來源之一，例如我是否善用自身的優勢和能力？
我是否與自己敬重的對象一起努力創造富有價值
的東西？

理解和創造意義是驅策人類行為的關鍵動力，有
助於長時間激勵人們朝某個方向努力。如果一個
企業能夠清楚表達出利害關係人極為重視的目
標，該組織就能發揮影響力；但如果能同時挖掘
出旗下員工認為不可或缺的目標和意義，並且將
其連結到對顧客而言十分關鍵的事物，那麼其影
響力將會進一步擴大。企業須注意的是，意義本
身比成本甚至價值的概念更加微妙，而且不容易
受外力左右；個別員工或顧客才是最終决定某件
事是否具有意義者。企業和人才管理者的目標應
放在透過產品、服務和工作的設計，試圖讓員工
及顧客從中找到其追求的意義。8

交響樂團般的整合體驗

想要在工作中創造人性體驗，必須先建立一個與
組織對顧客體驗的看法類似的完整觀點。

傳統的人資部門職責，如人才招聘、人員培訓、
工作設計、福利管理和人資發展規畫業務等並無
法完全解決工作本身的問題，這意味著企業需從
多職能相結合的觀點來重新看待人資部門。事實
上，人資部門應與業務、資訊、硬體設施、財務
甚至行銷部門緊密合作，才能在此一領域發揮真
正的影響力。

部分企業已開始採取相關措施，以將員工體驗納
入其業務發展策略中。例如，全球半導體與軟體
設計公司Arm，其將與員工體驗有關的要素，諸如
工作空間、人員技術、共享服務、流動性和差旅
安排進行整合，交由同一單位負責以建構兼具一
致性和整體性的員工體驗。9Apple公司最近任命
其人資副總裁Deirdre O’Brien擔任「零售和人
資高階副總裁」一職，10對於O’Brien接任這個新
的綜合性職務角色一事，該公司即將離職的零售
業務主管Angela Ahrendts表示：「我希望未來能
夠看見這個獨特的團隊在她的領導之下，持續不
斷地為每一個人、每一個社區帶來改變。」11

雖然企業在一開始塑造員工體驗旅程時，可能會
以工作場所、福利和獎酬制度等面向作為設計的
起點，同時企業必須將關注的焦點轉移至工作的
人性化要素上，並藉此創造真正的工作意義。人
性體驗的真正內涵是將意義融入到工作之中，以
激發出每個員工最積極和團結的工作態度，並使
其透過個人化的方式為團隊做出貢獻。

重點剖析：人性體驗

調整方向

企業可藉由調整及擴大「員工體驗」的概念，找出適用於建

構職場上的「人性體驗」設計模式。意即以員工的期望為基

礎，並且把這些期望與工作相連結，如此一來在協助員工實

現其願望的過程中，工作便可同時發揮影響力並創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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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績效
團隊合作

業
界現階段正在經歷一項根本性變革，即
組織的管理模式正持續而穩定地脫離階
層式的結構。在過去數年間，「數位」

（digital）、「敏捷」（agile）與「網絡」（network）
等名詞已相當普及。《2017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
告》中顯示，「打造未來的組織規畫」 是受訪者
認定的首要趨勢，其中 88% 將此趨勢評為「重要」
或「非常重要」。而在本年度的受訪者中，8%表示，
其組織幾乎是以團隊形式在運作；23% 則表示，多
數工作是透過團隊完成，但仍保有階層式結構（圖
1）；65% 表示，21 世紀領導者必備條件為能夠透
過影響力發揮領導作用，並建立以說服為基礎的
管理模式。

團隊與績效間的關聯性確實存
在

今年的研究指出，組織轉變為團隊型結構往往可
顯著改善其企業績效（圖2）。的確，順利執行改
革的組織，也確實獲得了績效上的回報。高績效
企業如Cisco、Google等公司都在其內部提倡團隊
及人脈的重要性。1儘管組織內擁有許多高階領導
人與各式各樣的部門，這些企業仍然可迅速調動
人員、快速成立新事業，以及靈活地依需求啟動
或終結專案，甚至能夠透過將人員調動至不同職
位以適應需求。

舉例而言，利寶互助保險集團（Liberty Mutual 
Insurance）從各部門徵調人員組成負責客戶產品
開發的團隊，因此能以更敏捷的方式進行產品開
發並吸引潛在客戶。在這樣的團隊中，行銷專員
負責設計新手指南、客服人員提供客戶的第一手
意見，而財務專家則提出不同付款條件的優劣。
2利寶集團發現這種團隊不僅可以改良產品，其
中的成員也覺得自己更有主導權。為了在組織內
促進此種團隊的形成，利寶集團建立了Liberty 
Management System管理系統進行支援。該系統針
對團隊的組成、運行、溝通與績效衡量等等，提
供了詳細的說明。3

浮現種種新挑戰

儘管許多企業已察覺到團隊型結構能夠帶來機
會，目前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2019全球人
力資本趨勢報告》調查中發現，65%的受訪者將
「從職能階層轉為以團隊與網絡為基礎的組織模
式」評為「重要」或是「非常重要」；但僅有7%
認為，其組織已「做好萬全準備」；且僅有6%認
為，自己能有效管理跨職能的團隊。儘管已有上
百篇文章針對敏捷化方法進行討論，團隊導向的
敏捷工具也廣泛應用於軟體工程領域中，然而在
大型組織中採用高效能團隊執行工作仍相當困難
且複雜。

企業的內部結構，目前正逐漸由階層式轉變為跨職能的團隊合作形式。本報告的
數據顯示，採用團隊形式結構的企業可改善其績效；而未進行改變的企業在績效
方面則須承擔大幅落後的風險。各企業可以透過幾種方式進行改善，例如教育其
領導者如何管理跨職能團隊，以及為團隊重新制定相關的獎勵與績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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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31%受訪者表示「大部分」或「幾乎所有」工作透過團隊完成
貴公司朝團隊型或網絡型結構的變革程度為何?

大部份工作仍透過階階層式結構進行，僅有少數項目以跨職能團隊的方式運作

幾乎所有工作都是由跨職能團隊完成

大部份工作由團隊完成，但整體仍屬於階層式結構

不清楚

65%

23%

8%

4%

註：僅要求其組織內有跨職能團隊的受訪者回答。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改採團隊模式可提升組織績效
您認為轉向團隊型或網絡型組織會產生什麼影響?

績效無改變

績效微幅提升

績效微幅下降

績效顯著下降

不適用／不清楚

績效顯著提升
53%

21%

6%

5%

3%

11%



51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在早期與團隊相關的嘗試中，許多企業對於轉
向團隊型結構感到不安，因此多採用由菁英所
組成的「特殊」團隊以降低風險。不出所料，
這些組織觀察到在團體互動、淨推薦分數（net 
promoter score）以及相關評量基準都有明顯提
升。然而這些都只是短期的現象，實際上亦難以
區分這些成效是來自優秀的個人還是團隊所致。

人們漸漸瞭解到，網絡結構管理人員與工作
一事，並不僅是創造敏捷的工作環境、安排
「Scrum」與「站立會議」而已。其中還包含改變
公司的預算分配、調整員工的訓練與獎勵機制、
養成高階領導人，包含最高管理層間的協作文
化。這同時也象徵著徹底改變職涯模式，促進組
織內人員流動性，在對的時間將對
的人擺到對的團隊中，不論是什麼
位置。

為了因應這些挑戰，組織需建立以團
隊為基礎的思考模式，不僅是應用於
組織內部，也需要融入到社會企業
所強調的生態系統之中。為了達成
此目標，須將以團隊為基礎的思考
方式融入以下五種層次當中：

•生態系統：在企業內部的使命背
景之下定義出目標導向的團隊，
同時也須考量外部的客戶、合作
夥伴與社會的整體框架。

•企業：設計出提倡多元專業的合作模式，並授
權予團隊網絡以進行決策。

•團隊：建立能在工作中展現新的敏捷與合作方
式的團隊。

•領導人：選擇與培養出具成長心態的領導人，
能創造環境使團隊展現出開放、包容、效益與
精益求精的特質。

•個人：從接班、績效管理到獎勵與學習各方
面，挑戰固有的人才管理方式，讓個人不再專
注於向上升遷，而是從每次經驗中成長。

獎勵正確行為

組織內的思維模式調整，必須由高層做起。在建
立以團隊為基礎的文化中常遇到的一項阻礙，
即是最高管理層尚未設計成為互相合作的整合團

隊。在《2018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曾提
及，高階管理層往往是依職能進行劃分，例如行
銷長（CMO）、技術長（CTO），財務長（CFO）等
等，然而，每日營運及長期策略皆會跨越這些職
能的界線。今年的調查指出，僅17%的最高管理層
會「定期針對需跨職能的任務進行合作」，而此
比例從2018年的34%大幅下滑；44%受訪者表示，
其組織的最高管理層皆為獨立作業，或僅在一些
臨時的項目中協作。其中有部分肇因可能是誘因
機制已過時：13%的最高管理層在調查中指出，
「最高管理層的獎勵誘因並不包含合作」，這也
是使高層之間互相合作的最主要障礙。最高管理
層的定義已然翻新，然而尚有許多企業的領導階
層仍在組織變革上觸礁。

上述關於獎勵誘因的難題，並不僅止於
最高管理層。通常以團隊為基礎的組
織，多會提拔職務與專案管理相關的人
才至更高層級的職位，並依團隊追隨
力、人際關係、可靠性及團隊能力來
獎勵員工。這些領導者必須建立包容

性、公平性與透明度，以使團隊運
作順利並產生效益。

團隊型的組織除了依員工的階級、
雇用期與職稱給予薪酬外，也會考

量人員在組織中的影響力與作用。然
而，對多數的企業而言，建立鼓勵團
隊合作的方面仍有其難度。能依成
員在團隊中的表現給予獎勵與薪酬

的方法之一，是以團隊為基礎重新設置績效管理
目標，不過此方法仍面臨許多挑戰。28%受訪者
表示，其組織會依據「可作為衡量團隊指標的實
績」給與績效獎勵（圖3）。近期Bersin™績效管
理研究發現，高績效組織與低績效組織相比，有
高出一倍以上的機率將團隊績效全面納入其評量
機制中。4

以全新觀點看待團隊

企業在面對前述挑戰時並非完全束手無策，組織
網絡分析（organizational network analysis, 
ONA）等檢驗團隊行為與效益的手法已漸漸開始
盛行。透過簡短的調查，即可輕鬆收集網絡的相
關資料。許多廠商已開始將網絡相關的演算法應
用於電子郵件系統，使組織可藉由員工使用數
位產品與服務的相關資料來了解其網絡如何運
作，同時觀察在這些網絡中，階層式結構是否有
助或有礙於人員完成工作。雖然有些地區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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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3

大多數績效獎勵仍以個人為基礎
在您的組織中，績效獎勵的基礎為何？請選出所有適用的選項。

個人績效考核

可作為衡量個人指標的優勢

可作為衡量公司指標的優勢

可作為衡量團隊指標的優勢

個人展現的特定行為

不提供獎勵

其他

55%

40%

39%

28%

24%

15%

2%

絡分析的資料收集上有所限制，例如歐盟的《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要求須得到僱員的同意，資
料收集的龐大潛力仍值得探索。

以一間科技產業相關的公司為例，企業為了提升其
以客戶為中心與主動積極的程度，因此想簡化自身
的組織設計，卻在組織網絡分析的調查後取得了意
料之外的結果，雖然該組織依職能劃分為14個主要
部門，但員工實際上只在四個獨立團隊中工作。這
項觀察使該公司能夠考量其現有組織樣貌及與利害
關係人的關係之後，進而重新設計組織結構。

在另一個案例中，一間擁有數萬名員工的零售商
運用組織網絡分析測試自己的團隊網絡是否依設
計運作。該分析透過各層級針對正式與非正式管
道，分析員工各需多少「步驟」才能找到需要的
人以達成客戶需求。藉由觀察兩者之間的落差，
企業得以憑績效及效益資料對其團隊設計進行調
整。上述關於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之間的比較，使
組織在採納團隊合作制度上可依據實證進行決
策，對團隊及組織設計而言可說是一大進步。

類似的行動顯示，目前的組織再造皆出於以人為
本的考量。透過科技針對人們自然互動及交流的
方法進行評估，企業不僅能創造更為團隊導向的
環境以增進員工績效，同時也能夠藉由授權給員
工以釋放其潛能。

促使全球團隊型組織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目
前全球商業環境多為動態且難以預料，而團隊型
結構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有效運作。長期而言，
本報告相信，將來所有全球的企業龍頭都會以團
隊為基礎的方式營運。然而，在本報告中也提
到，對許多企業而言，這將會是個緩慢推進的過
程。「規模化敏捷」（agile at scale）或可
促使組織內所有團隊成為綜合職能網絡的其他框
架，對一些組織而言仍遙不可及。組織可從努力
創造合作文化及依團隊績效調整獎勵誘因著手，
並藉此建立調適的力量與自信，朝向真正以團隊
為基礎的組織文化邁進。



53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重點剖析：組織績效及團隊

調整方向

新的思維模式及科技有助於組織朝團隊形式的結構轉變。然

而，許多關於領導與人才的慣例與行為仍造成障礙，使組織

難以建立全力支持團隊的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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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酬機制
縮小組織和員工間的認知差距

企
業透過宣揚組織目標、員工體驗、職涯
成長與成就，以及各式各樣的職能發展
計畫來吸引人才時，獎勵制度這項關鍵

要素卻仍遠遠落後。在《2019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
報告》中，只有 33% 的受訪者認為，其組織在解
决此問題方面已「有所準備」或「做好萬全準備」；
此外，僅 11% 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內部的獎酬策
略與組織的目標一致（圖 1）。為什麼這部分的事
務如此難以管理？

首先，從經濟層面來看，最近一次的全球金融危
機已過去十年，許多經濟體的業務活動都已回復
常軌。1在此情況下，企業的營收利潤也創下歷史
新高，2而美國的失業率更是下降到近五十年來的
最低水準。3全球許多已開發經濟體的失業率也寫
下十年來或更長時間的最低紀錄，除了少數的例
外。42018年，日本、英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失
業率降至多年來的新低，5而中國的失業率則是下
降到3.8%。6

另一方面，儘管薪資在2018年底略有調漲，7但
其幅度卻未能跟上通貨膨脹的腳步。究竟甚麼原
因導致薪資無法跟隨經濟成長呢？研究顯示，即

使現今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企業寧願採
用非現金的福利制度也不願意提高員工薪資。例
如，「福利市場」（wellbeing market）目前的
規模已達450億美元，今年各企業在福利方面的支
出增加了7%以上。8此外，許多企業還提供彈性的
工作時間、免費午餐、無限制的假期和許多額外
福利，以便創造出更佳的工作環境。雇主們似乎
願意採取各種措施來改善員工體驗，但唯獨在調
漲基本工資、使其高於市場行情方面，不願做出
妥協。

本研究報告認為，許多組織都囿於過時的思維模
式，將勞工視為成本而非企業資產的一部分，因
而想盡辦法壓低薪資和相關支出。9雖然這樣的
觀念可協助企業實現短期的財務目標，但正如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所顯示，協助員
工重塑技能、重新設計工作和改善相關體驗才是
現階段的重要課題。這意味著企業在尋找激勵員
工的有效途徑時，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獎
酬機制。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所有人力資本費用視
為一種投資而非支出，當然獎勵制度方面的費用
也包括在內。

各企業的獎酬制度正逐漸與內部員工和外部社會的期待脫節。對員工而言，獎勵
的價值無法單純以金錢衡量。員工追求的是能夠滿足其需求的個人化獎勵，但大
多數企業卻始終處在猜測和摸索的階段，對其員工所需的事物或價值毫無頭緒。
此外，財富差距和營收增加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面臨社會壓力，意味著更多企業
需要考量自身提供的薪資和獎勵制度如何與員工和社會的期望相符。不論是在學
習、領導、團隊或職業發展方面，其獎酬機制都必須進行適當調整以促成預期成
效的達成。整體而言，企業和員工對於獎勵的認知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和日漸
加深的失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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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從獎勵到員工體驗

當詢問員工其認為何重要的事物時，排名首位的
答案並不是金錢，而是工作對於他們的價值。10最
近一項針對2,400名專業人士的調查顯示，在回答
職場上何種要素最能激發其工作能量的問題時，
這些受訪者將「工作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work itself）排在第一位，其次則是「學
習、成長和進步的機會」。11這種從實際獎勵過渡
到員工與工作間關係的轉變，對於企業在創造和
整合員工體驗方面至關重要，而這種具差異性、
有別於其他企業的員工體驗，可以幫助企業持續
吸引並留住人才（圖2）。

這種以員工體驗為中心的觀點，應擴大至全職員
工以外的勞動力型態。參與今年調查的受訪者認
為，在吸引替代性勞動人才方面，報酬、彈性制
度、學習和發展機會，以及健康和福利等獎勵是
最重要的誘因。企業除了為全職和兼職員工設置
適當的獎勵制度外，還需考量如何針對非傳統僱
傭關係的勞動者，如零工勞動者、承包商和群眾
外包工作者設計合適的獎酬機制。然而，在勞動
力市場的相關法規和期望下，企業所面臨的挑戰
不斷擴大，許多企業因此仍遲遲無法建立適用於
不同勞動力類型的獎勵策略（圖3）。事實上，大

多數的企業組織還未深入探究這個問題。

只有適用與否，沒有標準答案

一如勞動力結構的轉變，工作和職場的樣貌已與
從前大不相同。人們對於工作的追求擴展至工
資、退休計畫和保險之外的要素，而勞動力型態
及其需求則變得更加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改變，是現今的員工可以輕而易舉地搜尋到企業
相關的評論和評分資訊，而且可跨不同組織查詢
和比較其各自的獎勵制度，以根據其自身需求來
衡量這些企業的相對價值。因此，過去按產業和
地理位置評估薪資和福利來決定獎勵是否具競爭
力的標準化方法已失去效力。衡量用的基準資料
很快就遭到淘汰，意味著企業需藉著研究某個人
才過去的就業歷史，來預測其下一步的動向。

本報告認為，與其依賴這些數據基準，企業不如
根據其組織特有的文化和目標來制定獎勵策略，
並專注於打造其品牌形象，以凸顯出其獎勵制度
與競爭對手間的差異性。舉例而言，若企業目標
鎖定吸引大量受過高等教育、剛畢業的人才，那
麼該企業可以將宣傳重點放在其可協助員工處理
就學貸款的創新辦法上，並藉此抓住這些求職者
的目光。同理，將業務模式建立在敏捷化基礎上
的企業，可透過與實施年度考核制的企業相比
較，藉以凸顯出其頻繁的薪資審查週期和靈活的
獎酬機制。

無論最終採用何種設計模式，企業都應該從了解
旗下員工做起，並根據其需求制定相應的獎勵策
略。這樣不僅能激勵員工、使其表現提升，對建
立全面性的員工體驗也有所幫助。不過，了解並
迎合員工的期望和需求並非易事，今年參與調查
的受訪企業表示，在調整獎勵策略方面所面臨的
最大障礙是「不了解員工最重視什麼」（圖4）。

重新擬定方向再出發

現今的組織策略和獎勵之間往往缺乏一致性，許
多企業必須重新思索其獎酬機制的適切性。在勞
動力市場緊縮、缺乏技術型勞動者的情況下，從
獎勵制度著手、為員工設計最佳的獎酬方式，可
為企業創造有利的結果。透過提供其所需的獎勵
確保這些人才會繼續為組織效力，並激勵其保持
高水準的生產力。

若想了解什麼樣的獎勵對員工來說才是「正確」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認為其組織的獎勵策略與整體目標「一
致」或「高度一致」的受訪者不到一半
請指出您所屬組織的獎勵策略與整體目標間的一致
性。

高度一致                一致            
還算一致                不一致

14% 11%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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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企業可能需要先從提高自身對員工事務的
參與度做起。例如，在專門提供網路安全軟體的
Avast公司中，獎勵總額和獎勵預算的管理是企業
領導人主要負責的業務之一，領導者可根據其認
為合宜的方式來分配預算，以藉此提高留職率、
促進員工績效表現，並達成其他組織所期望的結
果。該公司的人資部門則負責扮演支持和指導的
角色，從旁提供建議與指引，但最終的決策權仍
握在企業領導人手中。12

還有一種情況是企業直接與員工溝通，以了解員
工真正的心聲。公關公司N6A除了為其員工提供
傳統福利外，現在也透過一套名為「績效點數」
（Pace Points）的機制讓員工根據其需求自訂
獎勵方式。無論其最看重的是何種福利與獎勵形
式，諸如現金、健身房會員資格、旅遊、住房、
營養和膳食服務等其他項目及服務），員工皆可
透過為自身、團隊和公司取得成就來賺取「績效
點數」，從而獲得其所需的個人化獎勵。13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3

許多受訪者認為其組織的獎勵制度無法滿足替代性勞動者的需求
您所屬組織在滿足各類勞動者的不同需求方面成效如何？

成效不彰      差強人意                   成效良好      非常成功

替代性勞動者

全職員工

兼職員工

40%32% 24%
4%

42%23% 31%

38%10% 42% 9%

4%

獎勵 關係

雇主認為薪資和福利主要是作為表彰員工之服務與

付出的獎勵

雇主藉由重新調整獎酬機制來增強員工的成就感，

並藉此激勵其有更好的表現

雇主採取同一套標準來看待員工福利 雇主採用更客製化的方式來設計獎勵制度，以滿足

員工的個人需求與期望

「獎勵總額」等於薪資和福利加總後的數值 「獎勵總額」包括薪資、福利、津貼、發展機會和

表彰

員工根據雇主提供的資訊來評估其獎勵的競爭力 員工透過社群媒體和其他公開資訊來衡量獎勵的價

值

人資部門將獎勵制度視為一個獨立、有別於其他業

務的職能領域來進行管理

獎勵屬於員工體驗的一部分，往往和學習、成長及

職涯發展等概念結合在一起

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資料分析

圖2

雇主應著重於培養與員工間的關係，而非只是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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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剖析：獎酬機制

調整方向

在員工期望不斷變化之下，高績效組織的目標不再只是滿足

其所屬產業和地區的薪資與福利水準，而須將重點放在建立

與員工之間的連繫，藉此了解員工的價值觀和需求。在設計

適當的獎酬機制來滿足這些價值觀和需求的同時，也促進組

織內部團隊合作的風氣並激勵員工發揮最佳表現。

這些在改善獎酬機制的道路上奮鬥的企業並不孤
單。事實上，最新的Bersin™研究指出，高績效
表現的企業使用數據和分析以了解其員工的獎勵
績效的可能性相較績效表現差的企業高出六倍。14

不過，有關獎勵的透明度資訊不能
只是單向發展。了解員工的需求之
外，有效的獎勵策略也須同
時確保員工明白他們可能得
到的獎勵為何。換句話說，
除了改善向員工解釋其可能
獲得的獎勵內容外，企業還須表
明當員工的職務角色有所更動時其所能獲取的獎
勵也可能隨之發生變化，這包括了向上、向下或
跨部門進行的職務調整。然而這種保持薪酬資訊
透明度的作法，目前並非業界常態。調查報告顯
示，只有18%的受訪者認為，其組織採用「非常

透明」的模式來傳達薪酬方面的訊息。儘管公開
薪酬和其他獎勵相關資訊的作法看似具有一定風

險，企業在調整其獎酬機制時仍須與
員工持續溝通。一方面了解員工的
需求，另一方面則應利用這個機
會來闡明組織在滿足這些需求上
所做的努力。

社會企業主導的潮流中，員工
希望從工作中尋求更深的意義，企業則試圖與員
工建立更緊密的互動關係。在這樣的情境下，獎
勵制度既可以是激勵工作表現的關鍵，也可以是
充滿爭議性的話題。為了避免陷入後者的困境，
企業必須擴大其對獎勵的看法，並且讓員工參與
這場改革的對話，以福利和薪資議題為變革起
點，合力共創嶄新的工作樣貌。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4

試圖了解員工的價值觀是企業最常面臨的挑戰
貴公司在調整獎勵策略方面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不明白員工最重視什麼

領導階層不願改變

資金不足

組織氛圍缺乏公平和平等意識

工會加諸的限制和（或）法規要求

其他因素

23%

22%

18%

18%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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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聘用
多方開拓招募管道

隨
著經濟持續成長、已開發國家失業率仍
維持較低的水準，招聘人才的工作變得
比以往更加困難。在《2019 全球人力資

本趨勢報告》中，70% 的受訪者認為人才招募工
作「非常重要」；16% 的人則表示，這是其組織
在 2019 年將面臨的前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經濟方面的資料也反映出這樣的局勢，2018 年夏
季，美國平均每月的員工離職比率上升到 2.4%，
是 2001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2 這意味著每年有超
過 25% 的美國勞動人口選擇轉換工作。此外，包
括日本、英國、德國和其他領先的全球主要經濟
體在內，其失業率則降至數十年來的低點；3 而中
國的失業率也在 2018 年第四季時下降到 3.8%。4

除了員工自行離職所造成的人員流動率和普遍較
低的失業率外，現今的商業環境還存在著其他前
所未有的挑戰。業務自動化的趨勢代表企業對技
術型人才有著強烈需求，然而，這類型的人力資
源在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中十分有限。而許多雇主
認為，大部分的大學畢業生缺乏從事複雜性的思
考、團隊合作和溝通方面的技能，5而這些挑戰讓
尋找條件相符的人才一事變得格外困難（圖1）。

人才不必遠求

在人才吃緊的環境中，企業可以更有策略地利用
三個主要的勞動力來源。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
三種人才獲取方式並不難理解，但迄今為止這些
策略仍未得到充分發揮。因此，企業在追求所需
人才時，不妨考慮採用以下所提的有效辦法。

首先，企業應更具策略性地讓既有員工在內部現
存職務機會中流動，這個概念對招募和人才的獲
取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本報告另外用了一整章的
篇幅來探討這個問題，以凸顯出其重要性。企業
從內部尋找人才時，無須特意為了提供成長或技
能發展機會而執著於職務和人選間的「完美契
合」。研究顯示，為內部人才重塑技能（例如教
導數學系的員工如何編碼）可能需要花費一年左
右的時間，但與直接聘用外部人員的成本相比，
前者僅為後者的六分之一。6

雖然內部人才流動並非新的概念，但許多企業組
織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今年有45%的受
訪者表示，其組織的員工缺乏對於內部現有職務

在過去十年的經濟擴展中，企業一直致力於尋找合適的人才以推動業務成長。然
而，由於失業率創新低，加上許多科技業缺乏技術型人才，使得招募工作變得越
來越困難，導致企業的雇主形象、人才招聘活動、AI招募工具等相關策略不斷升
級，人才爭奪戰變得更加激烈。據預測，2019年和2020年的經濟腳步可能減緩，
1因此現在正是採取新方法的最佳時機。與其在管理者需要填補職務空缺時發出徵
才訊息，不如思考組織應如何採用不同的管道持續「招攬人才」，例如調動內部
人力資源、從替代性勞動力市場中尋找人才，以及策略性地運用科技作為輔助，
以提高人才搜尋及招聘業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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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相關資訊。以該數據為前提，難怪會有56%
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內部員工在外部找到新工作
的可能性，會比在目前的組織內等待機會更加容
易。

第二種人才來源是「替代性勞動力」，即從事零
工、約聘員工、承包商、臨時工或其他非傳統型
態工作的勞動力來源。此策略特別適用於針對不
斷變化的商業環境、積極調整其員工組成方式的
企業。同時也適用於某些國家，由於勞動法規嚴
格、遣散費要求較高、公司與員工代表委員會間
達成特定協議等等，以及其他相關因素之下，商
業條件的變化導致裁員難度提升，許多企業因此
對於雇用全職員工一事多有顧慮。因此，替代性
勞動力對這些國家的雇主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
人力獲取來源。

正如在有關替代性勞動力章節中所提及，全球從
事替代性勞動工作的人口正逐漸增加。對於希望
在有限時間內達成特定目標的企業而言，雇用這
些勞動者將會是一個機會。

整合企業用於招募的科技

第三種方法是運用新的科技工具，來尋找更多合
適的人才，而這個方法同時也最具變革性潛力。
由於目前大多數企業在應用這類技術方面，顯然
進度遠遠不如預期。以下是相關的統計數據：
˙在《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要求受訪
企業對其招募職能進行評估，發現只有6%的人
認為，其所屬組織擁有一流的人才招募流程和
技術。

˙81%的受訪者認為，其組織的招聘流程符合或低
於一般標準。

˙另一項獨立進行的Bersin™研究顯示，僅12%的
受訪者認為，其所屬企業擁有高效能的人才搜
尋工具；而認為其組織所使用的人才篩選工具
富有成效者只佔了9%。7

此外，在今年參與全球人力資本趨勢調查的受訪
者中，絕大多數的人認為未來三年間，科技在招
募流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將日益增加（圖
2），這些調查結果與Bersin™最新關於人才招聘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人才招募最大的挑戰是覓得條件相符的人選
貴公司在人才招募方面的最大難題是什麼？（可複選）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找到條件相符且有工作經驗的員工

找到條件相符的初階員工

找到具備合適技能的全職員工

明確表達所需人才條件

有效率地培訓新進人員

招募用的科技輔助工具成效不如預期

打造具吸引力的工作機會

61%

37%

34%

27%

26%

2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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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不謀而合。該研究指出負責招募人才的單
位應善用科技工具，透過數據的應用來更有效地
尋找、獲取和決定適當人選，而這種以資料為導
向、效率極高的招聘方法，是相關部門獲取人力
資源的最佳方式之一。8

科技的進步為人才招募工作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十年前，各企業採用求職者追蹤系統，作為協助
其蒐集、編錄、管理和追蹤人才的核心平台。最
近市面上則出現大量由AI驅動的新技術工具，這
些工具讓人才招募過程變得更加科學化、更具擴
展性，而且成效大幅提升。目前已有許多較為成

熟的企業使用AI聊天機器人以簡化申請流程，
並透過視訊面試來篩選和評估求職者，以確定其
是否適合某個特定的職務角色和部門。此外，許
多新工具有助於打造性更精準的招聘廣告訊息，
並擴大人才搜尋範圍。例如，結合了公開數據和
機器學習功能的技術工具，能夠幫助企業描繪出
每位求職者的完整樣貌，並根據這些人選與其所
申請之職務間的契合度，來凸顯出個體間的差異
性。

以Pymetrics公司研發的一款新AI評估系統為例，
該系統能夠針對各式各樣的人類特徵和技能進行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多數受訪者認為未來三年間，科技在招募流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吃重
隨著科技工具的使用率逐漸上升，您預計未來三年間科技在各項招聘流程中的地位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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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作業

87%

15% 83%

83%16%

24%

39% 60%

44% 54%

47% 51%

49% 48%

75%

11%
2%

1%

1%

1%

1%

2%

2%

2%



66

人才的聘用：多方開拓招募管道

重點剖析：人才的聘用

再配置

現今的企業在人才獲取，已將重點從招聘全職員工等傳統作

法，轉移至透過新管道來聘僱合適人才的方式，包括促進內部

人才流動、善用替代性勞動力，以及應用新技術工具來提高人

才獲取的成效和效率。

評估，並能將其與不同職務角色中表現最出色者
所具備的特徵相對照。9跨國消費品公司聯合利華
（Unilever）和其他企業在使用這款工具後，大
幅的擴大了其人才搜尋的涵蓋範圍，並雇用了未
必擁有知名大學學歷，卻具備才能、
抱負且未來前景看好的人選。10

另一個例子是領先業界並提供
招聘專用AI機器人的供應商Mya 
Systems，該機器人能夠協助企業
縮減30%至50%的人才篩選時間，並
藉此為招聘人員省下數天或一週的額
外時間從事外部招聘、面試和其他高
價值的活動。11而IBM公司新推出
的Candidate AssistantAI招聘系
統則可自動為求職者配對合適的工
作，以提高整體招募的成效。12

社會企業的人才獲取之道

有效的人才獲取方式除了能為企業提高生產力和
業務績效外，還具有「社會層面」上的重要意
涵。新的人才招募方式不但增加了企業在填補職
缺上的效率和成效，也同時擴大了其對人才的定
義及看法。如前所述，Pymetrics公司的AI系統讓

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能夠從不具備大學學
歷的求職者中，找到有潛力成為出色行銷經理的
人選，從而大幅增加其人才庫的涵蓋範圍。13The 
Mom Project這類的人才招募網絡可以協助企業

覓得希望重返職場的高階技術人才，
而諸如UpWork、Fiverr、99Designs、

Catalant等人才網絡，則為企業提
供了在其慣用的人才招募管道之
外，往往會忽略掉的技術型勞動
力資源。在社會企業的概念下，
組織若能夠拓展其對人才的定義
和獲取方式，不僅可以為傳統招聘

方法下可能遺漏掉的人才提供就業機
會，還能在過程中改變企業的品牌形

象，進而吸引更多人才為其效力。

現今的人才爭奪戰程度達到前所
未有的激烈，僅僅依靠執行力已不足以應付

這樣的局勢。企業必須重新調整其對人才獲取方
式所抱持的看法與心態，才有可能在這場競爭中
勝出。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企業應重新思考如何
善用組織內部既有的人力，並且重新修正其對於
人才來源和人力型態的傳統觀點，同時妥善運用
AI等先進技術工具重新擬定招聘流程。只要改變
思維、放對眼光，人才其實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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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學到老

改
善職場上的「學習和發展」（learning 
and development）環境，是《2019 年
人力資本趨勢報告》調查中排名第一的

趨勢。86% 的受訪企業將這個問題評為「重要」或
「非常重要」，但只有 10% 的人認為，其組織「已
做好萬全準備」來解决這個問題。此議題備受眾
人高度關注的原因為何？

不斷變化的工作和技能需求是其背後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與業界領袖進行的談話中發現，機器人
和AI等技術可能對工作產生的影響，以及人們
該如何因應這些工作上的改變，是企業領袖與員
工都十分擔心的問題，而這樣的擔憂其實不無道
理。雖然在科技的影響下有些工作會就此消失，
38%的受訪者預計未來三年間，某些工作會因自動
化技術而遭到淘汰，但同時有更多的工作將進行
轉型。事實上，今年參與調查的受訪企業表示，
高階管理層所需面對的重要勞動力和人才問題包
括，「面對未來工作模式的轉型歷程」（28%），
其次是需要「依據需求所重新設計的工作」
（25%）和「重塑員工技能」（24%）。此外，調
查中90%受訪者表示，其所屬企業正在重新設計工
作模式，而其企業在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則佔32%。
鑒於許多工作正在在轉型，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最近的報告指出，全球所
有受雇員工中有半數以上（54%）的人需要在未來

三年內接受大幅度的技能重塑與提升訓練。2

重塑員工技能已成為組織發展的首要目標；缺乏
合適人才導致某個職務空缺經過數月或數年仍無
法填補的情況並不少見。在當今人才緊縮的市場
上，企業顯然不能只靠招募工作來尋找適當人
才。在許多國家中，由於低失業率且缺乏技術型
勞動力，使得企業很難即時為其職缺找到各方面
條件都相符的「現成」人選，目前平均需42天才
能找到合適人才填補職務空缺。3

今年參與調查的受訪企業很清楚「學習」在獲得
組織急需的技能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
回答如何重新設計工作此一問題時，受訪者更傾
向於採用內部人員進行培訓，而非雇用外部人員
的方式來獲得所需人才（圖1）。84%的受訪企業
表示，正在提高技能重塑項目方面的投資；其中
有53%的人則表示，打算在這些項目上提高6%或更
多的預算；另有77%的企業正在擴增其學習團隊的
人數，使得負責學習業務的人員成為人資部門中
速度增長第二快的職務。4

儘管企業付出了許多努力也投注了不少資金，但
調查結果顯示，學習與發展團隊在這方面的進展
仍有所不足。許多學習與發展團隊確實採取了相
關措施來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例如採用敏捷

學習是《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最受關注的挑戰。人們現在把「學習機
會」列為選擇工作的首要考量之一，而企業領導者也明白，科技、壽命、工作實
務和商業模式的改變不斷提高人們對於終身學習的需求。領先的企業正採取相關
措施，以求透過個人化的學習方式來滿足員工的成長需求，並將工作和學習更緊
密地相互結合。此外，這些企業也將學習的自主權擴展到人資部門之外，並試圖
將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解決方案應用到職場上的學習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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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導向的學習模式、獲取新的資料庫內容，
以及使學習與發展工作配合業務進行。雖然有50%
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的學習與發展部門發展迅
速，但也有14%的人認為發展速度還不夠快；而在
組織的學習文化方面，僅11%的受訪者（九分之
一）用「很棒」來形容；而使用「不錯」來形容
者則佔了43%。這意味著企業是該採取進一步行
動的時候了，若想有效因應未來的人才挑戰，必
須從組織內部著手，由上至下提倡完整的學習文
化。

學習與工作：新的組織生態系
統

迅速和持續變化的工作性質正在改變學習與工作
之間的關係，使這兩者間的連繫比以往更加緊
密。這樣的改變同時帶來了挑戰與機會，企業可
藉機建立以工作為中心的穩健學習計畫，幫助人
們在日常工作中吸收資訊與提高技能。

為了實現此一目標，本報告認為，企業可能會形
成一種以汲取近年來資訊科技發展為靈感的新模
式。隨著技術變革腳步逐漸加快，資訊團隊已從
遵循一定次序的「瀑布式開發」（waterfall），
包含設計、開發、測試、操作（design-develop-
test-operate）模式，演變為新的敏捷開發模
式，又稱為「DevOps」。這種新模式將系統設
計、開發、安全、測試和操作等階段性的工作，
整合成以團隊為基礎且注重相互連結的開發流
程。本報告認為在受到上述變革的啟發下，企業
未來有望發展出將學習和工作整合的新方法。也
許透過將開發（development）和工作（work）兩
個概念融合，創造出「devwork」這樣的新概念，

意即每個職務角色都包含學習和工作這兩個密不
可分的面向。

為了創建兼顧學習和工作的「devwork」環境，本
報告點出企業和人資部門管理者應朝以下方向努
力：

•尋找將即時學習和知識管理要素整合到工作
流程中的機會。隨著雲端行動裝置和可穿戴裝
置逐漸普及，加上虛擬實境設備的導入，企業
將有機會運用更多工具來探索新的虛擬學習方
法，讓員工在其日常工作中透過潛移默化的漸
進方式進行學習。

•促進個人化的學習方式，使員工可以根據個人
需求，在方便的時間點和採用對其而言便利的
方式自行學習。科技的應用在此扮演重要的角
色，隨著越來越多的教學指導者使用更精簡、
便於學習者消化的格式，來提供影片、文本和
程式方面的課程內容。因此，各企業有更多機
會為其員工打造合宜的學習方式，並允許其在
方便的時間點自行從事學習活動。

•將學習與團隊工作和個人工作進行結合。隨著
團隊型態的工作模式日益重要，企業應針對身
為團隊成員的個體提供其所需的學習機會，在
特定的團隊背景脈絡下提供合適的學習內容和
經驗分享。

所有權共享，責任共同承擔

正如「DevOps」結合了軟體開發和資訊科技維運
技術，「devwork」也必須透過所有權共享的概
念實現。據調查，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學習和發
展的責任應由員工和其所屬企業、人資部門和業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更多受訪者傾向於透過培訓而非雇用的方式獲取所需人才
在雇用外部人才和培訓現有員工這兩個選項間，您較傾向於採用何種方式？

強烈傾向於透過培訓方式

傾向於透過培訓方式

傾向於招聘新員工方式

強烈傾向於招聘新員工方式

31%

46%

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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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以及各企業、教育機構和政府間共同承
擔。在參與調查的受訪者中，有38%的人認為，學
習與發展團隊和業務部門本身應共同承擔學習的
責任；而在認為其組織的學習模式有待修正的受
訪者中，有48%的人表示，學習業務的責任應交由
學習與發展團隊和業務部門共同承擔。

伴隨這種共同責任而生的不僅僅是所有權共享的
概念，也包括了邁向成功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共
同責任制，然而，調查顯示，大多
數企業組織尚未建立起這樣的機
制。儘管在學習業務方面進行了
不少投資，但許多企業並未將績
效獎勵措施與學習計畫相連結，
進而造成其投資的學習項目乏人
問津或成效不彰。根據今年的調
查，有55%的受訪者表示，其組
織的獎勵措施和員工的新技能獲
取之間根本「毫無相關性」（圖
2），這意味著企業在創造和加强此
連結方面，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企業
若能制定相關獎勵措施，以確保管理階層支持學
習風氣，讓員工能藉此找到實用又值得追求的學
習機會，那麼無論是在鼓勵員工學習新技能或在
內部推廣學習文化方面，都有機會獲得相應的成
效。

將學習融入生活之中

除了整合學習和工作之外，企業及個人還面臨著
其他挑戰。至2024年，美國將有四分之一的勞動
人口年齡達55歲或以上5（1994年55歲以上的勞動
者僅佔全體勞動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6）。企業和
人才管理者甚至是員工本身，現在都可能需要在
長達100年的人生當中，首次認真地為自己規畫
可能長達50年至60年的職業生涯。7人類預期壽命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獎勵措施和習得新技能之間往往缺乏相關性
請評估貴公司中新技能的獲取和獎勵措施間的相關程度高低。

完全無相關性

與年薪和考核制度相關

相關性非常高

55%

35%

10%

延長，加上頻繁的工作變化和技能過時的速度加
快，人們需要新的方法來創造多樣化的學習和工
作經驗，以在不同領域和專業中皆能有所發展。
其中的挑戰不外乎在個人生活當中持續不斷地學
習。

面對上述挑戰，解決方案的應用範圍就必須從
工作領域擴大到日常生活之中。學習體驗平台

（learning experience platforms, 
L X P s）的出現象徵著學習科技領
域最新、可能也最普遍的趨勢，同
時凸顯出現有的傳統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s）急須進行改造。傳統學習管
理系統（LMSs）長久以來側重於
業務規則、合規性和目錄管理等項
目，而學習體驗平台（LXPs）則是
真正注重內容的系統，其功能真實
反映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
的科技工具，例如影音串流和社群

媒體。8學習體驗平台能夠將學習內
容整合到任何系統中，以方便使用者按需求進行
學習。此外，學習素材可根據特定主題、技能類
別或學習目標來組合成不同的頻道或課程列表，
而使用者還可透過動態社交設定來共享和評比內
容、撰寫評論，以及接收相關推薦。9換言之，
學習體驗平台不僅僅是可用於在工作中學習的工
具，更是能夠將學習情境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有效
解決方案。

現今，科技正在改變工作、人類的預期壽命延長
且職業變得更加多樣化，企業不僅有機會更有責
任來幫助員工再造學習體驗，使其與人們的工作
和生活融為一體。在社會企業時代中，企業將意
識到建立與維護終身學習文化不但是其使命和目
標的一部分，而且還能藉此為員工在職場和生活
中創造意義，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具個人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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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定義

將學習融入到工作流程和日常生活中，並賦予人們終其一生不

斷自我發展的能力，兩者皆為重大的挑戰。企業領導者應徹底

反思其組織在推動學習、技能重塑和能力發展方面的作法，以

尋求最佳的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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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人才市場緊縮、以及全世界的聯繫更
加緊密，在《2019 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中新的主流趨勢也逐漸形成。企業需提

高內部人員的流動性，以便跨職務、專案和地域
有效地調度所需人才。在今年的調查中，內部人
才流動問題已成為高階管理層所關注的議題之一，
76% 的受訪者將該問題評為「重要」；另外，有
20% 的受訪企業表示，這是其所屬組織面臨的三個
最急迫的問題之一。

其實這樣的情況不難理解，對許多企業而言，其
原有的勞動力和內部人才市場是最大的潛在人力
來源，然而，內部人才市場往往受到低估甚至遭
到忽略，許多企業甚至認為從內部獲取人才並非
易事。令人難過的事實是，員工大多認為在其他
企業中找到更具吸引力的新工作比在現有組織中
探索及轉換至新職務更為容易。1在今年的趨勢調
查中，有超過50%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員工在組織
外部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比在內部更為容易（圖
1），而這種情況是領導者們應設法解決的問題。

促進內部人才流動的重要性
企業應開始認真探索內部人才流動性，其原因包
括：雇用具有關鍵技能的員工，可大幅增加企業

本身的競爭力；想要追求自我發展的員工未必希
望離開當前的工作環境；增進內部人才流動性可
將團隊合作風氣和敏捷性融入到組織文化中，也
是讓企業真正轉變成社會企業的關鍵要素之一；
此外，敏捷的組織和職涯模式可以顯著地提高員
工對工作的參與度和投入程度。舉例而言，專門
提供工業用產品的英格索蘭（Ingersoll Rand）
擬定了穩健的內部職涯發展計畫，幫助員工重塑
技能以勝任組織內部的新職位。此外，該公司還
投資了一個互動式的、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科技
解決方案，以協助員工探索和了解公司內的其他
職務角色和職涯發展管道。實施結果發現，其員
工對公司業務的參與度增加了近30%。2

企業應促進內部人才流動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
當其將業務拓展到經濟成長快速的亞洲、中東和
非洲地區時，需透過人才的部署讓漸趨全球化
的業務工作順利進行。施耐德電機（Schneider 
Electric）是法國最大的電力系統和零件製造
商之一，其總部由原本設在巴黎並且採集中營運
模式，如今其架構分別由位在法國、美國、中國
及印度四個全球總部所組成。該公司目前在這些
地區從事產品的開發和銷售工作，而這樣的地理
環境差異使其需發展出一種具流動性、多樣性和
包容性的組織文化。施耐德電機在這四個地點部

長期以來，各企業在填補新職務空缺時，多半從外部尋找合適人選，但隨著技能
型人才短缺和失業率的降低，企業發現單憑招募活動並不足以獲得所需人力。而
為了加速業務成長，企業需更有效利用現有的勞動力資源，以從中辨識和部署具
備所需技術、能力和動機，同時對其組織、基礎設施與文化具有一定程度認知的
人才。制定更好的計畫以促進內部人才流動的作法可使企業多方獲益，不但有助
於其自身的發展，還可同時提高員工參與度及業務績效表現。

人才的流動
不假外求的勝利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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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以往只限在單一地點設置的職務角色，增進了
自我發展以勝任新職務的需求和機會。該公司目
前也投資了新的科技解決方案，希望能藉此為其
在全球各地擴張的人才市場創造更多的流動性選
項。3

組織模式更加扁平化的轉變，也增加了企業對內
部人才流動的需求。企業開始採取團隊和網絡的
方式運作，讓管理者意識到組織的成功與否，有
賴於是否能善用內部人員所掌握的各種技能、知
識背景和經驗。為了提供各類專案和計畫所需的
人才，團隊領導者必須在整個人力網絡中搜尋匹
配人才，而如果組織本身缺乏積極、公開的內部
人才流動程序，那麼要做到這點這將十分困難。

促進內部人才流動的困難之處

雖然有關內部人才流動性的問題需優先處理，但
要做好這件事並不容易。只有6%的受訪企業表
示，其在內部人員的職務調動方面表現出色，而
認為其組織在這方面「表現尚可」或「有待加
強」者則佔了59%（圖2）。

大多數企業由於採行的階層式結構，造成內部人
才流動困難。在這個結構之下，員工須從底層開
始做起，並花費數年的時間層層向上晉升，以提
高其地位、影響力和薪資福利。儘管企業組織數
十年來一直在建構職涯和晉升模式，以幫助人們
朝金字塔上層移動，但這種模式與在整個企業內
推行動態且自由的內部人才流動市場及文化截然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多數受訪企業認為，其員工在外部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會比在目前的組織中等待
機會更為容易
貴公司的員工在其他組織中找到新工作比較容易，還是在現有組織內等待職務轉換比較容易？

在不同企業中找到新工作更容易得多

在現有企業中找到新工作較容易

在不同企業中找到新工作較容易

在現有企業中找到新工作更容易得多

37%

24%

20%

20%

註：在四捨五入的情況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不會剛好達100%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2

認為其組織在促進內部人才流動方面
表現出色者並不多
貴公司在促進內部人才流動方面的成效如何？

表現出色      表現佳         表現尚可    有待加強

6%

36%

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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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只有32%的受訪者認為，旗下的員工有機會
在各部門之間調動，絕大多數的受訪者（49%）則
認為，「缺乏識別和調動人才的程序」是防礙內
部人員流動的三大障礙之一（圖3）。僵化的組織
架構不但使管理者很難在自身管轄範圍之外尋找
合適人才，同時也阻礙了員工在內部尋求其他職
涯發展的機會。

此外，有助於鼓勵從內部招募人才的獎勵機制並
不多見。除非積極鼓勵與獎勵負責招聘業務的主
管聘用內部人選，否則他們可能會傾向於忽略欲
尋求職涯發展的員工，轉而從外部獲取人力。另
外，內部人選的現任主管可能會抵制其他部門或
招聘主管對該人員的招募，企業設有獎勵制度以
鼓勵主管協助其下屬發展技能並支持其職涯發展
則另當別論。在今年的調查中，46%的受訪者指
出，其所屬組織的管理者抵制內部人員的流動。
無論人資部門多麼努力推行這方面的業務，對於
只因工作成效佳，而非因協助促進人才流動而獲
得獎勵的團隊領導者而言，似乎找不到將績效良
好的團隊成員拱手讓出去的道理，而這樣的想法
便是形成阻礙的原因之一。

企業本身的文化風氣也會導致內部人員流動性降
低，70%的受訪者認為，在其所屬組織中關於人
才流動的期望、人才共享的文化，以及人才調動
的決策方面，不是「有待加強」就是「表現尚
可」；此外，企業中也往往缺乏促進人才流動的
輔助科技和系統。49%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所擁
有用來識別合適員工並將其調動至新職務的工具
並不多（甚至根本沒有）；45%的人則表示，其組

織的員工缺乏有關內部職缺的資訊。而許多企業
的人資主管也表示，由於內部缺乏能夠實現和促
進人才調動的系統，員工發現與其在組織內等待
更換職務的機會，不如離職重新為自己尋找更合
適的工作。

競爭優勢的來源

這些問題值得企業加以克服嗎？受訪者針對此問
題給予肯定答覆。除了透過內部人員的調動來填
補職務空缺外，受訪者還列舉了一些有必要優先
處理的其他策略性因素。38%的人認為，促進內
部人才流動是為了培養更好的領導者；而31%則認
為，這樣做有助於公司擴大業務範圍；另外，認
為這是提高員工參與度的一種必要作法則佔32%。

對一家跨國發電機製造大廠而言，鼓勵內部人才
流動是基於深信員工能夠透過經驗來學習，藉以
發揮其強大的影響力。該公司的一名員工表示，
此作法讓工作環境搖身一變，成為「學習的遊樂
場」。該員工還讚揚公司「不但設立了許多跨職
能的工作項目，而且主管們在分配任務時，不會
以員工的技術背景為優先考量，而是以該員工的
績效作為衡量標準。」在這樣的運作下，該公司
不僅為其內部人員提供了從經驗中學習的機會，
同時也提高了員工對工作的參與度。4

其他企業則在加強內部人員流動性方面進行大量
投資時，也同樣得到了相應的回報。在此舉一個
眾所周知的例子，美國知名電信業公司AT&T自

註：此處僅列出前四名的答案
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3

有礙內部人才流動的因素
您所屬組織中妨礙內部人才流動的最大障礙是什麼？請選出前三名。

缺乏識別和調動人才的程序

現任主管抵制內部人員的調動

內部缺乏可填補職缺的合適人選

員工缺乏關於內部職缺的資訊

45%

49%

4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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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來，已投資了數億美元在培訓和專業
發展計畫及學費援助等項目上以幫助員工重塑其
技能。該計畫的目標是善用公司既有員工來填補
現有的職務空缺，在這方面也確實取得了成效，
2016年1月至5月間，重塑技能後的員工不但成功
填補了半數的技術管理職缺，同時掌握了該公司
近一半的升遷機會。5

當各企業正在探索內部人才市場並制定各項促進
人才流動的計畫之際，一家全球
性銀行所採用的方法也證實了
這方面的努力確實對企業
有益。該銀行從企業整體
的角度和觀點出發，積極
建立有助於其內部人員流
動的新職能角色，將人才獲取和職務流動兩個
要素結合起來。這不僅說明內部人才流動突破了
新的機制與流程，更意味者領導者思維模式的改
變，將公司的全體員工視為一個可朝多元化職業
方向發展的人才市場。這樣的心態也反過來影響
領導人對營運模式和組織結構的看法，由於內部
各職能角色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企業團隊與內部
人才市場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也日益增加。

這些公司已經逐漸意識到一個不言而喻的重要事
實，在由數位化力量驅動且競爭激烈的全球性經
濟市場中，內部人才的流動性是協助企業推動業
務成長的關鍵動力。本報告的調查數據也顯示，
成長速度最快的企業即與上一年度相比成長了10%
以上者，擁有完善人員輪調的可能性為業務未見
成長之組織的兩倍，而與整體營收減少的組織相

現況 未來

僅限主管階層 適用於組織中各層級的員工

多半側重於跨地域間的調動 可跨職能、工作、專案等項目進行人員調動

申請流程與外部雇用程序類似 流程經過簡化，只需組織掌握合適的員工身分即可

高度依賴人工和紙本作業，且往往缺乏統一流程
應用便利快捷的科技系統，僅需「一鍵」便能建立

完整檔案

一般認為是個人職涯的重大轉變
一般認為是個人在終身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的職涯

演變

資料來源：Deloitte 全球資料分析。

圖4

重新定義有關內部人才流動的常態性規範

比則為三倍。

重新定義組織規範

當企業重新檢視其處理內部人才流動的方法時，
需解决一個根本上的問題，目前的內部人員流動
機制往往是由過時的組織規範所決定，且內容多
是不成文，必須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以利現有員
工和企業的未來發展（圖4）。只有透過上述變
革，企業才有可能釋放其現有勞動力中隱藏的潛
力。

科技業是最早實行這方面變革
的產業，音樂串流公司Spotify
和社群媒體Facebook就是主要
例子。內部人才流動的概念
已成為Spotify的核心文化
元素之一，該公司的員工平
均每兩年就會更換新職務；

6Facebook的主管們則會坐下
來和員工討論職業發展的問題，而此類的溝通於
Facebook內部而言是稀鬆平常。7

總之，增進內部人員的流動性有助於企業獲取關
鍵人才和競爭優勢。為達成這個目標，企業不僅
需要進行相關投資，還需關注組織文化、發展完
善的基礎設施和獎勵措施，而對於尋求彌補人才
缺口方法的領導者來說，這不失為一項值得考慮
的投資。在尋找和吸引外部人才的困難度逐漸升
高的經濟環境中，從內部尋找人才的方法為企業
在困境中的成敗發揮至關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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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重點剖析：人才的流動

創新定義

為了促使內部人才市場在競爭力方面與動態外部人才市場相

當，許多組織需重新構想並建立其內部關於人才流動及職涯發

展的策略與計畫。企業可以從重新定義有關人才流動的現行規

範著手，以支援跨團隊、工作、職能和地理位置間的人員調度

策略，並將其視為員工職業生涯中的自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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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資源技術工具的應用，對企業來說仍
是一大課題。在《2019 全球人力資本趨
勢報告》中，74% 的受訪者認為，這個

問題為「重要」或「非常重要」；21% 的受訪者表
示，這是其組織在 2019 年亟待解決的前三個問題
之一。雖然企業已投資數十億美元用於整合雲端
系統，但許多企業仍感到不滿意。研究顯示，企
業對這些系統的平均滿意度只有 3.3 分（滿分為
5 分），比去年下降了 3%。1 儘管人們致力於優化
數據管理，但只有 26% 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能
夠有效使用科技工具進行數據分析；而認為其組
織在人資技術應用方面表現出色者僅佔了 6%。事
實上，過去五年間的人資科技投資額累計超過 200
億美元，2 但受訪對象中仍有 65% 的人表示，其組
織所使用的科技在實踐整體目標上仍「有待加強」
或「表現尚可」。

雲端人資系統：理想與現實
採用訂閱制的雲端服務系統是近幾年最顯著的人
力資源趨勢之一，旨在減少資訊科技部門維護人
資軟體的需求，並提供更完整的工具套件、改善
資料管理方式與使用者體驗，進而加快創新速
度。企業在這些領域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
果。

首先，許多企業目前仍採用混合式的人力資源系
統。今年參與調查的受訪企業中，僅5%的人表
示，其組織採用整合式的雲端人力資源平台，其
他大部分企業所使用的系統則是結合了雲端和內
部運行的軟體；另外還有29%的受訪者指出，其公
司根本沒有採用任何系統。由於企業大多需同時
運用及維護大量的人資系統，因此使用者體驗品
質和系統整合程度往往未能達到雲端人力資本管
理系統（HCM Cloud）供應商所承諾的水準。許多
企業目前正積極利用員工的參與程度，來協助提
高其解決方案的整體可用性，同時達成更高層次
的技術性和功能性整合。

其次，大多數雲端系統供應商並未跟上業務創新
和技術進展的腳步。現今的人資部門平均擁有9
個以上的運作系統（2018年僅有8個系統），這
意謂著企業仍不斷尋求多種解決方案來滿足其業
務需求。3追求創新的新供應商在人才管理領域
推出了各種軟體工具，使得人才管理市場轉為以
AI為基礎，而這樣的轉變也讓許多企業資源規畫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的
主要供應商備感壓力。此外，機器人和認知自動
化科技的市場與技術支援正快速發展，並超越了
企業資源規畫系統供應商制定產品路線圖和發表
產品的速度。

過去數年間，人資業務在轉移至雲端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雖然整體而言，應用雲端
計算平台為企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許多供應商在創新人才管理實務上卻仍面臨難
題，也因而促使企業採用最佳解決方案來填補中間的落差。此外，許多使用雲端人力
資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系統的企業並未重視輔助性的轉型活動，如
重新設計其營運模式、資料架構和使用者體驗等，導致人資技術工具無法充分發揮其
潛力。儘管如此，雲端人資系統仍為後續的變革和創新奠定了基礎，使組企業夠將精
力用於處理更急迫的挑戰。

雲端人資系統
只是開端而非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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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雲端系統供應商有時在描述其系統功能
時，會讓使用者產生過多期待。在針對使用前的
期望和使用後的體驗進行評估時，受訪者所給予
的評價有好有壞（圖1）。

如圖1所示，雲端系統能夠協助企業整合資料、
創建統一的使用者介面，並提高資料取用的便利
性。然而，事實也證明雲端系統本身在員工體
驗、人力資源業務的運作或創新方面並未產生任
何顯著的正面影響。

尚未走完的人資數位化之路

幾年前，我們發表了一篇關於「人資數位化」的
文章，其中提到了將人資流程數位化、提供員工
便於使用的行動應用程式，並創建以服務為導
向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4今年的調查顯示，
部分企業在這些面向上已取得實質進展：
26%的受訪者認為，其組織能夠更好地扮
演以服務為導向的人資業務合作夥伴。
而騰訊（Tencent）便是在此一領域取得
進展的公司，該公司總部設在中國，是一
家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科技文化企業。
其推出的雲端人力資源平台以使用者導
向、開放協作作為其最大特點，
提供精實、便捷的人力資源解
決方案與服務。5此外，一
家全球零售商最近為其員工
和人資部門部署了整合式的
線上人資體驗系統，其中融入了
如聊天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等先進功能。6

然而，本報告的調查結果指出，各企業在這方面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整體而言，只有5%的受訪者
認為，其組織所採用的人資技術工具能夠有效滿
足全職員工的需求，而認為這些技術能夠滿足替
代性勞動者或兼職員工需求者僅佔了2%到3%，許
多企業在一般生產和資訊工具方面也處於落後狀
態。當受訪者在評估其所屬組織是否提供工作所
需工具和技術時，只有35%的人表示滿意。簡言
之，為實現人資業務數位化的目標，未來還有一
些重要的工作等著企業去完成。

方興未艾的智慧工具與體驗平台

人力資源科技市場正在迅速發展以試圖滿足各企
業的需求。如今，市場上有1,400多家人資技術供
應商，7其中大多將重點放在開發AI、認知科技介

面、進階分析和情感分析的工具，以及其他旨在
協助人類簡化工作的新科技技術。

這些大量出現的工具幾乎涵蓋了人資職務的每個
領域，供應商正積極開發的新技術包括，有助於
促進企業內部人才流動的工具；在招聘及升遷過
程中，協助識別並減少偏見和歧視的工具；幫助
企業將其薪資和招募工作與同業進行比較的進階
工具；用於指導員工、評估領導者，兼顧員工的
福祉和發展，以利工作進行的AI工具等等。而負
責提供薪資相關系統的供應商也正在重新編寫其
軟體，以使其在兼職類型的工作中更加即時、靈
活地反映出薪資狀態。一些近期和未來預計上市
的創新技術如下：

•數十種可提供脈動調查（pulse surveys）、
意見回饋和評估參與度的工具，通常與績效管
理工具相結合，以便讓組織即時掌握員工體
驗情形。

•提供指導和專業人士服務之健康管理工
具，一方面記錄有關員工之健康和身體狀
態的即時資料，一面方協助提升其工作時
的專注力。

•績效管理和分析工具，可提供
有關員工情緒、績效管理、目
標實踐和持續發展的即時資
訊，以供主管們參考。

•支援自主學習、協助規畫及推薦學習方案，支
援職涯管理、促進內部人才流動、支援行動學
習和微學習（microlearning）的各種工具。

•建立用於尋找求職者、建立招募用入口網站的
新系統以提高人才招聘效率，同時應用聊天機
器人技術和AI工具來協助企業進行評估、篩選
和面試求職者的程序。

•用於評估求職者、評估員工情緒及其參與度的
影音和AI工具。

•用於識別偏見、供職員回報其工作上的不滿和
問題的工具，目的在於協助企業減少職場上的
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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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圖1

企業組織對雲端人資系統的期望通常超過實際使用結果
貴公司期望透過雲端人資系統來達成何種目標？實際應用該系統後的結果為何？

原先期望          實際結果

改善員工體驗

即時資料和儀表板功能

使人資職能更具策略性

優化資料和勞動力洞察

更便於使用，降低培訓需求

加速人資技術創新

容易更新和發布新版本

降低擁有成本

整合觀點

其他

65%
39%

61%
44%

60%
40%

59%
35%

59%
32%

59%
38%

59%
33%

57%
48%

3%
4%

6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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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人資系統：只是開端而非終點

重新建立連結

雖然企業透過雲端平台解決方案的應用為業務開
拓了新的發展道路，但進一步運用先進的數位化
解決方案使人資工作自動化並增強其運作方式，
已是未來的主流方向之一。許多公司已經開始將
流程機器人、甚至是AI科技，應用於傳統的人力
資源活動中。虛擬實境、機器學習和社會協作模
式的導入，讓企業能夠進行真正的業務革新，而
非只是單純將其自動化。8這樣的轉變也讓企業能
夠重新整合其人力業務並建立新的連結，從而為
組織創造更大效益，所帶來的好處包括改善員工
體驗，強化績效、學習與發展和獎勵制度間的連
繫，以及透過數據分析來獲取有關組織整體的深
入洞察。

幸運的是，現在更出現了所謂的統一參與平台，
其目的是為員工提供單一的使用介面，以利其

在複雜的人力資源市場中搜尋及取用所需資訊。
這些平台不僅有助於改善員工體驗，還能幫助企
業在不同業務間建立新的連結，以改善人資部門
的其他職能表現。例如，將個案管理、知識管理
和聊天機器人技術整合到員工的行動體驗中，並
使其與組織現有的核心人力資本管理平台完美相
容。這類的科技技術能夠真正再造人資部門與勞
動力間的關係，並且使該部門在提供正向人性體
驗的同時，也能把部分時間和注意力應用於社會
企業的其他新興需求之上。

總結，儘管人資技術領域仍存在著許多挑戰，但
其發展的腳步正在加速，也讓企業在制定未來計
畫時多出許多可供參考的選項。而單一整合型雲
端平台的概念雖然無法解决所有問題，卻為企業
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許多組織目前正在部署
新的系統架構團隊，以協助識別與整合新的應用
工具，這也意味著人才管理軟體的新世界即將到
來。

重點剖析：雲端人資系統

整合資源

在雲端人資系統的應用上，各企業已取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下一

步的發展重點在於將認知科技、AI和機器人技術整合至現有的雲

端平台中，並透過統一的介面設計增加員工取用人資服務和資訊

的便利性，從而部署有助於改善員工數位體驗的各項科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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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未來：如何再造人本價值？

《
2019 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指出，如
今要在要求嚴苛且活躍多變的環境中創
造社會企業的價值，各企業必須從勞動

力、組織結構和人資部門三方面著手，進行內部
的自我再造。這些領域所涵蓋的 10 項趨勢都是企
業和人資管理人員最關心的議題，而這些議題也
促使領導者們採取相應的解決行動。但未來的五
年到十年後，當企業現有的員工有更多工作時間
可以利用時，他們會將組織帶往何方呢？

為了確定組織再造的優先次序，本報告建議企業
領導人首先應「展望未來」（zoom out），想像
10年後其組織的樣貌與當下所面臨的挑戰，以及
其在社會中的定位，同時領導人也應考量其自身
希望組織屆時所處的位置，以及未來可能促進或
妨礙其發展的因素；同理，讀者可以比照上述步
驟，「展望未來」並針對勞動力、組織結構和人
資部門這三個再造領域，想像其10年後的樣貌或
是其屆時應有的模樣。接著，企業領導人再轉換
成「聚焦現在」，針對其中一個或多個領域來思
考其組織在未來的6至12個月內，可以採取哪兩種
或三種關鍵措施來因應該領域中的問題。企業領
導人在構思這些措施時，應確保其在解決短期問
題的同時，加速達成的組織長期目標。1

勞動力的未來面貌

未來10年內，許多企業將開始重新設計工作模
式，以便讓員工能夠更有效地與智慧機器、機器
人，以及非傳統的新型勞動人才（自由工作者、
零工勞動者到群眾外包型工作者）一起工作。企
業領導者和公共部門決策者應探索相關問題，並
從中找出引導與管理勞動力再造的方式。這些問
題包括：

放眼未來
如何再造人本價值？

•企業當前和未來欲達成的工作成果是什
麼？

•我們應如何重新思考並設計：
-工作模式：如何在有效應用自動化技術
的同時，借助機器人和AI的力量來加強
員工的工作成效？

-勞動力組成方式：透過傳統的和替代性
的人力資源配置，如何有效地獲取和部
署企業所需人才？

-工作環境：如何利用虛擬協作平台、遠
端通訊工具、數位化實境和其他技術，
來擴展工作進行的場所與執行方式？

•重新設計工作的目的是什麼？為了提高效
率和降低成本？為顧客創造價值？為旗下
員工創造工作意義以壯大勞動力隊伍？2

•為了管理並整合人力與機器的新勞動力資
源，組織領導人、組織文化和人才獲取流
程應如何進行相應的調整？

•工作若分化成「超級工作」和低技能需求
的服務型工作，可能會對企業和社會產生
何種影響？

組織的未來運作模式

組織策略和文化正經歷巨大轉變，從原本的階級
式結構和「指揮及控制」的管理心態，轉變成採
用授權式的團隊網絡模式，以促進人力的運用並
提升企業運作的敏捷性。随在這樣的轉變之下，
企業領導人需要針對幾個領域重新調整其策略和
組織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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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如何融入其所屬產業的大型網絡和平台之
中，同時凸顯出與其他企業間的差異性？
相對於其他企業，企業如何界定自身在產
業生態系統中的位置？

•如何創建非正式系統來善用人們的天性，
一方面促進嘗試、創新和創意的產生，一
方面維持職場的愉快氛圍並保持員工生產
力？

•如何以團隊方式作為企業展現績效和發展
業務的基礎？

•如何培養具有必要思維、態度和經驗的領
導者，為團隊創造出兼具進步、開放和包
容文化的職場環境，以提高工作成效？

•組織如何設計工作、工作經驗和工作環
境，使個人能夠在工作中成長，並且從工
作以及與組織的關係中找到意義？

人資部門的未來定位

未來10年間，儘管型態可能有所不同，工作和組
織仍會繼續存在。但人資部門呢？其使命和業務
將如何演變？企業可針對人資部門的未來，及其
在人力資源和勞動力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
一些開放性的問題：

•人資部門未來會負責什麼樣的業務？重新
設計工作？組織工作？推動企業成長？部
署和開發團隊？結合學習和工作？

•人資部門需要哪些能力來協助其履行這些
職責？

•人力資源將如何增進員工參與度？在勞動
力類型、人才模式組成更加多元的未來中，人
資部門將如何與企業領導人合作，為職業生涯
可能長達50年的人們創造出經整合的、有
意義的工作和學習經驗？

•隨著社會企業的崛起，人才品牌和企業品
牌間如何建立關聯性？負責人力資源、行
銷和顧客體驗業務的各個部門之間，存在
著何種預期關係？人資長（CHR O）、行銷
長（CMO）和文化長（CCO）這類職務是否
還會存在，或者會轉變成新的角色？

•人資部門的運作模式歷來都是以固定的業
務流程和人員配置模式為基礎，但現今的
人力網絡和團隊正不斷變化，人資部門需
如何重新構思其業務運作方式？

•人資部門的業務應進行什麼樣的調整，才
能有效獲取、管理和雇用包括傳統員工和
各種替代性勞動力的人力資源？

•人資部門將如何利用包括AI在內的科技工
具進行自我改造？經自我改造的人資部門如
何領導企業從事再造工作？

•人資部門是否會繼續以當前的形式存在，
或者會消失？

以人為本的再造工作為企業和人資管理者在面對
未來的挑戰與不確定性時指引了一條前進的道
路。能夠展望未來，並為其組織、客戶、員工和
整個社會定義前進方向的領導者，才能在日後的
商業環境中勝出。為了推動業務成長，企業領導
者不但需懂得適時調整視野，更應認清當前和未
來可能影響組織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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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uture of Work leader
Steven Hatfield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sthatfield@deloitte.com

Global Employment Services leader
Nichola Holt
Deloitte Tax LLP
nicholt@deloitte.com

Global 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alent leader
Dimple Agarwal
Deloitte MCS Limited
dagarwal@deloitte.co.uk

Global HR Transformation leader
Michael Stephan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mstephan@deloitte.com 

Global Actuarial, Rewards, and Analytics 
leader
Darryl Wagne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dawagner@deloitte.com 

United States
Erica Volini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evolini@deloitte.com 

Canada
Jeff Moir
Deloitte Canada
jmoir@deloitte.ca

Argentina
Maria Soledad Ruilopez
Deloitte & Co. SA
sruilopez@deloitte.com

Brazil
Roberta Yoshida
Deloitte Consultores
royoshida@deloitte.com

AMERICAS

Chile
Marcel Villegas
Deloitte Audit y Consult.
marvillegas@deloitte.com

Colombia and Peru
Alejandra D’Agostino
Deloitte & Touche SRL
aldagostino@deloitte.com

Costa Rica
Sofia Calderon
Deloitte & Touche SA
socalderon@deloitte.com

Dutch Caribbean
Regina Bakker-Sprangers 
Deloitte Dutch Caribbean  
ReBakker@deloitte.cw



91

2019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

Ecuador
Roberto Estrada
Andeanecuador Consultores
restrada@deloitte.com

Mexico
Jorge Ponga 
Deloitte Consulting Mexico 
jponga@deloittemx.com

Panama
Jessika Malek
Deloitte Consultores
jmalek@deloitte.com

AMERICAS (CONT.)

Asia-Paci c & China
Jungle Wong
Deloitte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Beijing branch
junglewong@deloitte.com.cn

Australia
David Brown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davidbrown@deloitte.com.au

India
Gaurav Lahiri
Deloitte India
gauravlahiri@deloitte.com

Japan
Kenji Hamada 
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 Co. Ltd. 
kehamada@tohmatsu.co.jp

Korea
Eric Seok Hoon Yang 
Deloitte Consulting
seoyang@deloitte.com

New Zealand
Sonia Breeze 
Deloitte  
sbreeze@deloitte.co.nz

Taiwan
Benson Cheng 
Deloitte Consulting  
bensonhcheng@deloitte.com.tw

ASIA-PACIFIC

Southeast Asia
Mark Maclean
Deloitte Consulting Pte. Ltd.
mmaclean@deloitte.com

EMEA
Ardie Van Berkel
Deloitte Consulting BV
avanberkel@deloitte.nl

United Kingdom
Will Gosling 
Deloitte MCS Limited 
wgosling@deloitte.co.uk

Africa
Pam Maharaj
Deloitte Consulting Pty
pammaharaj@deloitte.co.za

Austria
Christian Havranek
Deloitte Austria
chavranek@deloitte.at

Belgium
Yves van Durme
Deloitte Consulting
yvandurme@deloitte.com

CIS
Chris Armitage 
CJSC Deloitte & Touche CIS 
carmitage@deloitte.ru

Cyprus
George Pantelides
Deloitte Ltd.
gpantelides@deloitte.com

Czech Republic
Pavel Šimák
Deloitte Advisory s.r.o.
psimak@deloittece.com

Denmark
Morten Bramsen 
Deloitte Denmark 
mbramsen@deloitte.dk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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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frica (Kenya, Tanzania, Uganda)
George Hapisu
Deloitte & Touche Kenya 
ghapisu@deloitte.co.ke

Finland
Eva Tuominen
Deloitte Oy
eva.tuominen@deloitte.fi

France
Philippe Burger
Deloitte Conseil
phburger@deloitte.fr

Germany
Udo Bohdal-Spiegelhoff
Deloitte Consulting GmbH
ubohdal@deloitte.de

Ireland
Valarie Daunt
Deloitte & Touche
vdaunt@deloitte.ie

Israel
Maya Imberman 
Brightman Almagor Zohar & Co.  
mimberman@deloitte.co.il

Italy
Drew Keith 
Deloitte Consulting SRL 
dkeith@deloitte.it

Luxembourg
Basil Sommerfeld 
Deloitte Tax & Consulting 
bsommerfeld@deloitte.lu

Middle East
Ghassan Turqieh
Deloitte & Touche (ME)
gturqieh@deloitte.com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ONT.)

Netherlands
Petra Tito
Deloitte Consulting BV
ptito@deloitte.nl

Norway
Eva Gjovikli
Deloitte AS
egjovikli@deloitte.no

Poland
Irena Pichola 
Deloitte Business Consulting SA 
ipichola@deloittece.com

Portugal
José Subtil
Deloitte Consultores SA
jsubtil@deloitte.pt

Spain
Joan Pere Salom
Deloitte Advisory SL
josalom@deloitte.es

Sweden
Josefine Liljeqvist 
Deloitte Sweden 
jliljeqvist@deloitte.se

Switzerland
Myriam Denk
Deloitte Consulting Switzerland
mydenk@deloitte.ch

Turkey
Cem Sezgin
Deloitte Turkey
csezgin@deloitte.com

West Africa (Nigeria and Ghana)
Joseph Olofinsola
Deloitte & Touche Nigeria 
jolofinsola@deloitte.com.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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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吳美慧 
會計師 
人才資本負責人
amandawu@deloitte.com.tw

鄭興 
營運長 
管理顧問服務
bensonhcheng@deloitte.com.tw

苗德荃
副總經理 
管理顧問服務
alvainmiao@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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