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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Keith Ferrazzi 指出：“在参会
人数为 12 人的一般规模会议中，只有 4 人表示自己的看法
得到了聆听。”这应该是每位团队领导者都关注的问题。1

如果会议中有三分之二的参会者认为没有获得顺畅的交流体
验，他们将不愿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合理的异议或贡献新
颖的想法。这意味着，一些出色的创意可能永远无法得以展
现。这还意味着，会议中的大多数人都感到被忽视或轻视。
这对企业和员工来说都不是好事。

另一方面，在鼓励和支持每个员工在会议中都积极参与、畅
所欲言的公司文化中，人们可以尽情发挥创意和推动创新。

那么，在包含现场和远程参会者的混合式环境中，组织应该
如何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会议文化？

“要打造公平的会议环境，需要使用人际行为工具，让所
有参会者和领导者都能充分参与，同时还需要借助必要的
技术工具，确保每个人都可畅享清晰流畅的音视频沟通体
验。”Joe Allen，犹他大学药学院博士。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会议的以下三个要素，并讨论它
们对会议公平性的影响：

 � 会议文化

 � 会议礼仪

 � 视频协作工具

前两个要素通常被视为“人员与文化”问题。第三个毫无疑
问是 IT 问题。我们深信，要打造更加公平和包容的会议，
需要在人员、文化和技术方面做出承诺。

https://www.keithferraz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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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种鼓励和支持员工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公司文化

会议公平性是指所有参会者都能充分参与其中，不受其地理位置、设备、语言或经验水平的影响。其重点是确保每个人都能
顺畅交流、积极参与和得到重视。2

有许多经过验证的最佳实践可供组织用来打造一种倡导会议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文化。

建立心理安全感
若组织希望获得全心投入的员工队伍所带来的好处，应将建
立心理安全感作为首要任务。心理安全感概念最初由哈佛商
学院教授 Amy Edmondson 提出，即“一种不会因为说出
想法、问题、疑虑或错误而遭到惩罚或羞辱的信念。” 

Edmondson 博士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优秀团队的关键 
因素。当个人感到可以安全地畅所欲言时，更有可能在不同
意他人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观点，从而能够避免陷入群体 
思维，并且会更加积极主动。3

该领域的专家普遍同意以下适用于团队领导者的一些关键建
议：

 � 乐于接受反馈

 � 保持透明，建立信任

 � 让团队成员参与决策

 � 表现出对想法的重视和欣赏

 � 表现出对团队成员的关心，将他们视为实实在在的人

 � 申明有错误也没关系，打消员工的顾虑

 � 鼓励开放和包容

 � 培养员工之间的情谊

通过强化这些价值观，领导者更能成功地营造一个公平的环
境，让员工感到自己得到聆听和认可，并且可以畅所欲言，
分享意见和想法。

以同理心领导

社会学家兼作家 Tracy Brower 博士认为，同理心一直是领
导者的一项关键技能。她写道：但是，研究表明，“……其
意义和重要程度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它远不是一种软
方法，还可以切实带来巨大的业务成果。”4 以同理心领导
也是管理分散式和去中心化团队的首要工具，5 因此， 
它在当今的混合式办公环境中至关重要。

Brower 引用了 Catalyst 对 889 名员工开展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表明，以同理心领导可以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这包
括以下方面：

 � 创新

 � 参与度

 � 保留率

 � 包容性

 �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Humu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Laslo Bock 表示，现在领导
者尤其需要将同理心放在首位。6 这意味着要提出问题并积
极倾听。他建议每次对话都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你的近
況如何？

在公平的会议中，会议组织者花一点时间向房间里或视频中
的每位参会者致意，这就是在利用该方法。这并不是说议程
并非第一要务，议程确实至关重要。但 Bock 认为，“切勿
一开始就深入讨论行动项目。”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66999?origin=crossref&seq=1
https://tracybrower.com/
https://www.catalyst.org/reports/empathy-work-strategy-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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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观点的多样性

在工作场所鼓励观点多样性可带来明显的好处。《福布斯》
报道称，社交多元化的群体“比同质群体更具创新性，效率
更高”。7 Great Place to Work 指出，当组织根据种族、
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经验水平等培养不同的观点时， 
可以更好地进行创新。8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平会议的定义是，让每个人都有发表意
见的机会，从而培养不同的观点。但是，您如何知道自己是
否已实现此目标？

《福布斯》指出，健康、敬业和多元化的文化具有以下 
特征9：

 � 员工知道自己的看法会得到聆听，并清楚自己是团队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员工知道，无论自己的年龄、背景或经验水平如何， 
都可以安全地表达不同的观点

 � 当组织给与各种观点充分的表达时间，并考虑到每个人
的想法时，就能释放出创新所需的洞见和创造力

建立社交纽带

我们通常着眼于目标和目的来思考业务会议。但会议本质上
还具有社交性，而会议的这一面往往被低估。

社交关系是所有员工工作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健康
的社交关系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忠诚度，为企业或大
型组织带来益处。《福布斯》指出，通过支持工作场所的社
交联系，帮助员工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雇主可以培养一支
更满意、更忠诚、更敬业的员工队伍。

组织领导者可以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例如定期组织员工聚
会。在混合式办公环境中，由于许多员工完全远程办公或很
少在办公室，这些措施尤其重要。（此处提供了打造理想现
场会议的方法。）

领导者还可以在日常业务会议中促进社交联系。例如，他们
可以鼓励员工：

 � 为“闲谈小叙”腾出时间。 组织者可以在会议开始时
花些时间进行闲谈，使大家不必拘谨，从而建立社交联
系。10

 � 为干扰做好准备。当人们在家中参加会议时，孩子和宠
物的干扰可能不可避免。这些干扰表明，我们毕竟都是
人类。

 � 彰显个性。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这扇窗口了解居家办公同
事的生活，从而更好地了解彼此。11

 � 偶尔安排非结构化会议。即席会面（例如在办公室中日
常碰面时的走廊对话）有时可以完成最重要的工作。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ankohll/2018/01/31/5-ways-social-connections-can-enhance-your-employee-wellness-program/
https://www.logitech.com/zh-cn/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think-tank/articles/host-ultimate-onsite-meeting.html
https://www.logitech.com/zh-cn/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think-tank/articles/host-ultimate-onsite-mee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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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式会议中强调礼仪

在混合式会议中，参会者需要更加努力地使每个人都参与进
来。会议礼仪原则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

例如，考虑面对面会议和混合式会议之间的互动有何不同。
当会议中的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房间时，有时对话可能很活
跃，人们会相互交谈或闲聊。犹他大学的 Allen 认为，这种
情况可能并不理想，但却可以加以控制。然而，他在《突然
混合》一书中指出，当一些人在现场参会，而另一些人以线
上方式参会时，“相互交谈会造成不公。线上参会者 
只能听到部分内容，而现场参会者则可能只听到现场 
人员在讲话。”13

当谈话围绕会议室中的人进行时，远程参会者很难插上嘴。
罗技人事与文化业务合作伙伴 Sara Osterhaus 表示，在会
议室中的人员往往相互关注，而较少关注远程参会者。 
“虽然我希望，人们都能熟练掌握这些基本的会议技巧， 
例如积极倾听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会议并不总是公
平的关键原因。”

考虑到这一点，为所有会议（尤其是混合式会议）制定一套
准则或基本规则会大有裨益。这些准则不应“通过自上而下
的方式来制定”，Allen 博士写道。14 理想情况下，每个团
队都应该进行公开讨论，并就一套适合整个团队的准则达成
一致。

 � 保持尊重和友善。这是不言而喻的准则，但仍可对每个
人发挥很好的提醒作用，尤其是当人们意见相左，或话
题存在争议时。

 � 对事不对人。禁止责备或论断，关注结果，而不是过去
的行为或错误。

 � 保持积极聆听。收起手机和其他可能分散参会者注意力
的东西。

 � 确保专注于主题。避免分心，以及可能会忽略某些参会
者的闲聊。这对远程参会者和会议室中的参会者均适
用。

 � 向每个参会者致意。会议组织者可以在会议开始时向远
程参会者致意，让他们更容易感到自己被接纳，从而可
以更积极地畅所欲言。

 � 为远程参会者提供发言机会。酌情暂停对话，询问远程
参会者的想法。

 � 对着镜头说话。若房间内的参会者只会彼此看着对方，
远程参会者会感到被排斥在外。会议室中的参会者只需
望向摄像头，即可让会议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

 � 利用聊天功能。当会议室现场的人员正在积极交谈时，
远程参会者可能很难加入讨论。这时，聊天功能为他们
提供了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会议组织者或指定的助理
应监督聊天内容，让消息发送者有机会畅所欲言。

“......相互谈论会造成不公。线上参会者只能
听到部分内容，而现场参会者则可能只听到现
场人员在讲话。”

–  ALLEN 博士，《突然混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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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打造更公平的会议

受到领导者的鼓励和参会者的拥护时，会议参与者可以对会
议成效和会后行为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15 虽然，拥有鼓励
他人参与所需的人际交往能力至关重要，但在混合式办公环
境中，技术也可以在实现公平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装备不足的员工配备相应工具

混合式办公以视频为先，以协作为主。这需要为员工提供新
的沟通和协作工具。然而，当组织更新其工作站和会议空间
以便开展视频会议时，往往会忽视居家办公室。因此，居家
办公的员工无法进行高品质的视频协作。

在一项针对 IT 硬件决策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到 4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为远程员工提供了外置网络摄像
头、耳机麦克风或其他配件，以便他们进行高效协作。

除了标准配置的笔记本电脑、键盘、鼠标和显示器之外，
每名员工还至少需要一个高品质的网络摄像头和耳机麦克
风。这些设备应针对商用进行优化，并已获 Microsoft 
Teams、Zoom 和 Google Meet 认证，可以顺畅地与大
多数组织已统一部署的视频平台搭配使用。

要应对混合办公模式带来的问题，主动为混合式员工提供线
上协作所需的工具是较为简单的方法之一。

打造更公平的会议室

为远程办公人员配备合适的工具是打造公平会议的重要一
步。但妥善装备会议空间同样重要。

针对远程参会者优化会议室是最近的事情。在疫情前，大多
数会议都是面对面会议。如果人们确实需要远程加入，则需
要默默忍受糟糕的体验。

疫情的到来，以及随后向混合办公模式的转变，都从根本上
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因为许多人发现，远程体验苦不堪言。
幸运的是，快速的创新正在改善这种情况，组织应寻找相应
解决方案，为每个人（包括现场和远程参会者）打造更加公
平的会议体验。

https://info.logitech.com/NewLogicEvent-MeetingEquity.html
https://www.logitech.com/zh-cn/video-collaboration/resources/think-tank/research-and-reviews/hybrid-work-re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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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罗技深知，出色的技术应易于使用。混合式会议应为每个参
会者带来自然、轻松和包容的体验。

我们为远程员工提供一整套办公空间解决方案，包括商用级
网络摄像头、耳机麦克风、鼠标、键盘和扩展坞。这些工具
可为居家办公员工提供支持，为他们带来更出色、更公平的
会议体验。

对于会议室，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技术产品，助您打造公平
的会议，例如：

 � 罗技 Sight，一款放置于会议室中央的桌面摄像头，具
有智能多参会者取景功能，可提供会议室情景和单个发
言者视图

 � 罗技 SC100 AI 白板摄像头，让会议室中的每名参会者
都可以轻松分享白板内容，以便远程参会者清楚地看到
它们

 � 网格视图，一项 AI 软件功能，可与 Microsoft Teams 
Front Row 功能无缝协作，打造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
体验

要了解这些解决方案如何让会议更加公平，请观看我们的点
播演示混合式办公、公平会议体验和办公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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