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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世界，不能认为职场幸福感是抽象的、矫情、可有可无的。

与之相反，让员工幸福成为企业优先要务之一非常有利于企业的

发展。

罗致恒富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求职者寻

找可让他们取得佳绩的工作，同时协助企业打造更幸福、更高效

的团队。70年来，我们不断提升工作满意度，促进生产力，我

们也发现，员工敬业度与企业的成功密切相关。

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戴维 •琼斯（David Jones）表示： 

“大多数企业领导者都认为，职场幸福感对于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有着切实的影响。与满意度较低的员工相比，幸福的员工一般具

有更高的敬业度、忠诚度、创造力和生产力。打造积极的文化，

提升员工的敬业度和满意度，可让企业保持竞争力，提高盈利 

能力。”

为了帮助企业打造更幸福的团队，受益于更满意的员工队伍， 

罗致恒富与 Happiness Works合作进行了一项调研。

幸福的员工 
是更好的员工

https://happiness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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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评估了 8个国家 24,000多名在职专业人士的幸福度， 

他们同意和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满意度。受访者涵盖所

有年龄段、经验程度和行业。我们也访谈了职场幸福领域的著名专

家，包括尼克 •马克斯（Nic Marks）、丹尼尔 •平克（Daniel Pink）、 

克莉丝汀 •卡特（Christine Carter）博士、托德 •亨利（Todd Henry）

和艾梅 •可盖特（Aymee Coget）博士，了解拥有最幸福员工的企

业有什么共性。

调研结果和我们的分析揭示了什么对员工最重要、幸福感与绩效

的关联和雇主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好消息是，员工一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在 0-100的幸福

度评分中，他们给出了 70分。

但当然有改进的空间。在我们的调研中，有些类别的员工的分值

低于这一水平。中小企业的员工给出的幸福度分值高于 70，而

10,000人及以上规模企业的员工给出的分值仅为 66。这是一个

令人担心的问题。

企业该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本报告介绍了企业可以采取哪些

措施来创造相关条件，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和积极性。

1. 参见第 33页了解这些专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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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员工 
是最幸福的？ 最幸福的 

企业规模： 
1-9人

最幸福的 
年龄段： 
18-34岁

最幸福的 
领域： 

营销和创意

最幸福的 
职位： 
高管

最幸福的 
在职时间： 
1年以下 
和 6-10年

本调研涵盖的有些行业 /职业未包含在本图中。

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罗致恒富 最幸福的企业和员工的秘密 6

国家

全球 *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性别

男性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女性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年龄

18-34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35-54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55+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18+

35+

55+

#1排名 #2 #3

什么可以提升

幸福感？

职场幸福感对于不同的人群有

不同的含义。以下是不同人群

给出的提升幸福感的3大因素。

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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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以提升

幸福感？

按职业排名

职业

会计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财务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从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金融服务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行政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技术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从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

法务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营销和创意 因所做的工作获得认可 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对所在企业感到自豪

#1排名 #2 #3

本调研涵盖的有些行业 /职业未包含在本图中。

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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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幸福度 对工作感兴趣的程度 压力水平最低

1 高管 高管 销售和客户服务员工

2 经理 经理 行政和秘书人员

3 普通员工级别专业人士 普通员工级别专业人士 高管

4 销售和客户服务员工 行政和秘书人员 经理

5 行政和秘书人员 销售和客户服务员工 普通员工级别专业人士

高管排在首位

在幸福度和对本职工作的兴趣

度方面，高管排名最高。销售

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压力最小。

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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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洞察

在调查的领域当中，营销和创

意专业人士有着最高的工作幸

福感和对本职工作的兴趣度。

技术领域的员工面临的工作压

力最小。

排名 幸福度 对工作感兴趣的程度 压力水平最低

1 营销和创意 营销和创意 技术

2 技术 法务 财务

3 行政 技术 营销和创意

4 法务 行政 会计

5 会计 金融服务 行政

6 财务 财务 金融服务

7 金融服务 会计 法务

本调研涵盖的一些行业 /职业未包含在本图中。

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罗致恒富 最幸福的企业和员工的秘密 10

小即美

1-9人规模企业的员工最幸福，

他们在 0-100的幸福度评分

上给出的分值为 73.7。最不

幸福的员工来自 10,000人及

以上规模的企业，他们给出的

分值仅为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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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与调查的 23,000多名员工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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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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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员工队伍的幸福感，首先必须了解幸福意味着什么。 

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全球知名幸福专家、Happiness Works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尼克 •

马克斯表示：“幸福就是良好的体验。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日常工

作中体验的质量的情感词 — 也就是我们感觉是否好，是否有所

成就。”

《幸福点：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The sweet spot: 

how to find your groove at home and work）一书的作者克莉丝

汀 •卡特博士补充说，人们常常将幸福与稍纵即逝的喜悦混为一

谈。但工作中的幸福感会涉及很多方面。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学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卡

特解释说：“当我们谈论幸福时 — 及为什么幸福的员工更高产、

更敬业、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盈利能力 — 我们所说的幸福指的

是更广泛的内容。有益于企业的这种幸福包括获得多种积极情感

的能力。”她指出，这些情感包括希望、乐观、信心、感恩、启迪

和敬畏等。

马克斯将工作中的幸福感提炼成三个核心积极情感：

• 激情 —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状态，有助于人们创造并抓住机遇。

这是一种让我们所有人努力奋斗的方式。

• 兴趣 — 兴趣可以理解为精力的集中。它有助于我们坚持从事

在短期内具有挑战性但在中长期大有裨益的工作。

• 满足 — 满足是一种反应式低能量的情感。想象一下实现一个

目标时的满足感。满足可帮助我们思考哪些方面做得好和如

何复制这种成功。

定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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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并不意味着时时刻刻都感觉良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情感

在每星期或每天当中都会有变化。对项目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的员

工，只要不满情绪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仍然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

满意。

因此幸福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是因工作表现出色、帮助同事、因

工作和其他类似日常行为得到认可而产生的深深的满意感和意义。

团队的努力
员工知道，对工作满意是共同的责任。仅

有 19%的员工表示他们的工作幸福感只是

自己的责任。只有 6%的员工说他们的工

作幸福感完全掌握在老板手中。



罗致恒富 最幸福的企业和员工的秘密

拥有幸福员工的益处

14



罗致恒富 最幸福的企业和员工的秘密 15

企业无需在幸福、满意的员工队伍和盈利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

他们可以两者兼得。幸福的员工是成功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注于员工的幸福如何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幸福的员工适应能力更强，也更忠诚 

幸福的员工可以长久地留在企业。减少员工流失意味着企业可

以留住更多的知识，在招聘和培训方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更少。 

马克斯指出：“如果员工喜欢目前的工作，他们为什么要找新工

作呢？”

并且，我们经常发现，幸福的员工常常最积极、最有说服力地宣

传自己所在的企业。

拥有幸福员工的益处

了解幸福的员工如何促进企业盈利的增长。

https://youtu.be/pPTcmRtw4x8
https://youtu.be/iq0I2rQDGAY?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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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企业内部扩散乐观情绪和美誉之外，幸福的员工也会给企

业外部的受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他们也会提供更好的客户服

务。客户的认可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声誉，有益于人员的招聘。

幸福的员工工作得更好

许多研究都显示，幸福感积极地影响着个人和团队工作的质量和

数量。

例如：

• Horizons Workforce Consulting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表

明，近 2/3的幸福员工都表示自己经常在工作当中付出额外

的努力。1

• 在《应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

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幸福的员工相比，工作满意度较

高的员工会自愿承担额外的工作，乐于帮助他人，而且更愿

意进行合作。2

• 盖洛普发现，与不敬业的员工相比，敬业的员工的生产力要

高 21%。3

马克斯解释说：“更幸福的人一般更关心自己的工作，他们付出

的努力更多。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更快地注意到出现的问题，然后

采取措施来防止出现不利的结果。”

而且幸福的员工一般也具有更高的创新和创造力。积极情感（例

如激情和兴趣）有助于扩展思维和意识及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

幸福的员工更加健康

压力不仅会损害免疫系统，也会伤害企业。疲惫不堪或长期不满

的员工更容易生病和请假。

员工的幸福与健康之间的关联。

1. Horizons Workforce Consulting，《员工的个人生活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2012年 6月 27日， 
http://www.brighthorizons.com/about-us/press-releases/employees-personal-lives-are-critical-to-business-success/。

2. Seth Kaplan、Jill C. Bradley-Geist、Joseph Nicholas Luchman和 Douglas Haynes，《积极和消极情绪在工作表现中的作用：一次元分析调查》， 
应用心理学杂志第 94（1）卷，2009年 2月。

3. 盖洛普，《全球职场状况：为全球企业领导者准备的员工敬业度洞察》，2013。

https://youtu.be/1fDxoDq3kXc
http://www.brighthorizons.com/about-us/press-releases/employees-personal-lives-are-critical-to-business-success/
https://youtu.be/kgDIfRmnomE?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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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幸福感
18-34岁年龄阶段的职场人士在工作中最幸福，

压力最小。35-54岁的员工最不幸福，面临的

压力最大，而且他们和 18-34岁的员工一样都

对自己的工作最不感兴趣。但他们在以后可能

会有变化，因为 55岁以上的员工对自己的工

作最感兴趣，其幸福度为第二高。与 35-54岁

的员工相比，55岁及以上的员工面临的压力也

较小。

压力和疲劳会抑制工作表现，而幸福感可以起到促

进作用。

为什么？

卡特博士说，经历很多积极情感的员工拥有不幸福

员工所没有的关键资源。“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调动

大脑的某些部位来进行创新、创造和培养同理心。

而且他们在团队环境中的表现要好得多，因为他们

的社交智商会大幅上升。”

她继续说：“经理需要认识到，如果他们想要下属

发挥自己的潜能，重压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减少压

力的方式就是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

积极情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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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员工幸福感 
的六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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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幸福是个人的体验。每位员工的需求、目标、偏好和个性都是不同的。

但有一些直接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共同因素。了解这些因素并相应地改变领导方

式不仅能够提升员工的敬业度，而且也会提高团队的工作质量，有助于招聘和

留住员工。

可在以下了解工作满意度的六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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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合职位和公司
创造让员工幸福的条件甚至在员工入职之前就

已开始。当企业招聘到了与自己的文化高度契

合的员工时，他们会很容易地适应环境，很快

就可以做出重大贡献。

在另一方面，不合适的人选可能会损害整个团

队的士气。如果企业是因此在寻找替代人选，

而替代人选也不适合公司，那么就会再次出现

同样的问题。

让他们了解自己将面临什么

适合的人选在技能和性格方面都应符合要求。

在罗致恒富和 Happiness Works进行的本次研

究中，健康、医疗、营销和创意领域的专业人

士最可能说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与其职位的要求

相符。与之相反，财务和接待领域的专业人士

表示自己与所从事的工作最不匹配。

在招聘新人时，准确地描述空缺岗位和组织文

化可避免出现技能不匹配的问题。如果您明确

地告知潜在人选空缺职位的要求和你们的期

望，您就可以极大地降低他们在入职后感到意

外、乏味或失望的可能性。

琼斯说：“在招聘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慎重 — 

从撰写详细的招聘启事和进行深入的面试到测

试候选人的技能、进行背景调查和让候选人有

机会见公司内部不同的人。这一过程可为员工

和雇主都获得幸福感打下基础。”

招聘的柔软一面

判断求职者是否真正地对空缺职位感兴趣十分

关键，可以确保新员工敬业，而且会长期留在

公司。罗致恒富和 Happiness Works进行的本

次调查显示，55岁及以上的员工对本职工作

感兴趣的比例最高。一个原因可能是年轻的员

工还不确定他们真正想从事哪一个职业。为了

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需要在不同的岗位

上积累多年的经验，他们在这一方面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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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合适的人选变得更加合适

在一开始就招聘到适合你们公司的人员十分重要，而同样重要的

是确保他们一直适合。可以认为这是在“重新招聘”员工。

琼斯说：“职业目标不是静止的。经常与员工谈一谈他们的目标演

变情况和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方法。如果您能提供建设性的反馈

并表现出感兴趣，员工就会更加开心，更高效，而且更心怀感激。”

经常想一想整个团队的适合度情况。与下属谈一谈他们在公司的

情况。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有挑战性吗？他们最喜欢自己的工

作的哪些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技能得到充分运用了吗？

重新招聘员工不一定只是一个人的事。可以让老员工帮助他们。

随着员工在公司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他们会感到需要学习的东

西在减少，但他们的技能更加符合岗位的要求。

消除风险
认为自己与雇主不匹配的员工最可能会在一

年内离职。其次可能离职的是对企业不感到

自豪的员工。

你们团队要招新人吗？您应该深度参与招聘过程，因

为其他人都不如您不了解新员工的岗位和同事。

在面试的过程中，在评估候选人的适合度时，尤其要

注意人际关系能力。

如果缺乏软技能，简历再完美的候选人也不会为公司

增加幸福感。态度具有传染性，一个烂苹果确实可以

烂掉一筐好苹果。

马克斯说：“我们都遇到过聪明的傻瓜。如果某人十分

聪明，但他们让周围的人感到不悦，那么他们可能会

让你们得不偿失。”

一个烂苹果 
烂一筐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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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赋权
让员工有权自己做决定可以在多个方面提升员

工的幸福感：

• 赋权有助于员工培养关键的技能，以促进

职业发展，同时为公司作出更大、更有意

义的贡献。

• 赋权可让员工更加投入到工作当中，因为

他们是做决定的人。

• 下放权力也有助于团队成员建立起信心，

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 有了权力的员工会更自信地置疑现状和提出

新的想法建议。机构改革或不稳定时（例

如员工重组）不大可能会“击垮”这些员工。

不幸的是，许多企业都会错过这方面的益处。

我们的研究显示，许多员工都感到无法在工作

中影响重要的决策。实际上，23%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完全或基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工作；27%

的受访者感觉完全或基本没有机会进行创造。

为了避免新老员工不再敬业和心灰意冷，一定

要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反馈。除了让这些员

工感到受重视之外，这一做法也可能会产生出

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提供支持，而不是微观管理

一些领导者认为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因此感

觉自己必须控制大大小小的项目。但这样做是

要付出代价的。它让员工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而且也让经理无法专注于更大的业务目标。

琼斯说，赋权要求达到平衡。“应该建立的文

化是鼓励团队成员聪明地承担策略性的风险，

最大程度地发挥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让他们

有机会提出有创意的想法。但也要让员工知道

您随时可以提供支持和指引，这样他们就不会

感到自己在孤独地挣扎。”

马克斯指出，自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他说：“感觉自己可以做决定是我们作为人类的

一个关键要素。要认可员工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当他们提出您想不到的想法时要给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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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地承担风险，奖励聪明的风险

作家托德 •亨利经常发表关于生产力、创造力、工作激情和领导

力的演讲。他说：“一些经理嘴上说要创造性地冒险，但当一个

员工试图冒险时，他又予以阻止。言行不一致会产生不和谐和不

满情绪。如果您口头提出了要求，在员工达到这一要求时就应给

予奖励。当有人进行的策略性尝试陷于失败时，要吸取失败的教

训，并赞赏这种冒险行为。”

经理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不让所有团队成员发挥创造力。在我们

的调查中，71%的营销和创意专业人士表示他们经常可以在工作

中发挥创造力。但他们只是一个例外。只有 37%的会计员工和

36%的行政人员可以这样做。

当进行有关新想法和新方法的头脑风暴时，要让全体员工参与进

来，而不只是创意团队。任何部门的任何人都会有创新的想法。

影响力问题
影响力是许多细分群体的员工都不满意的一

个方面。例如：

• 只有 45%的女性表示她们可以在工作中

施加影响，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53%。

• 55岁及以上的员工在这一方面也困难重

重，只有 45%的人说他们能够影响重要

的决定。

• 只有 35%的销售和客户服务人员感觉自

己可以参与重要的决定。

当然，在大公司留下您的印记可能较难。在

有 10,000名及以上员工的企业中，只有 36%

的员工表示他们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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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忠诚度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建立积极的

工作环境通常都会让员工更开心。只需向员

工表明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如

果员工的某项工作做得很好，真诚地道一声

感谢可以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实际上，营

销和技术领域的员工因为感觉受到重视而对

公司的贡献最大。

卡特说：“通过感谢的方式培养积极情感简单

有效。这方面的科学道理十分明显。很多研究

都显示，当人们感到受到团队和经理的重视时，

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

有效表扬的元素

在感谢员工时，真诚、具体和及时很重要。如

果表扬不具体（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或太

晚（前几天做得真棒），甚至会产生反效果。

卡特说：“关键是具体针对员工的特定工作表

达感谢。因为在那个时刻，员工会感到自己被

关注和被认可。”

但不要过度。如果对于很小的成绩也给予表扬，

那么表扬很快就会丧失作用。

而且也要记得整个团队都需要经常听到您的反

馈。经常收到反馈的一般是可能还不熟悉自己

的工作和公司的缺乏经验的员工。在 18-34岁

的员工中，53%的人表示经常收到建设性的

反馈，但在 50岁及以上的员工中这一比例仅

为 42%。

经理的情绪具有传染性 

Happiness Works的马克斯指出，领导者必须

经常提醒自己他们在员工的感受方面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经理训斥了你一顿，

那么你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没有工作的激

情。同样，如果经理赞赏了你，你的积极情感

会更加高涨，很长时间都会让你感觉良好。”

马克斯继续说：“我们会很快地指出问题，但

在进展得顺利时，我们也需要指出来。经理应

该重点关注员工是否做得好，而不是哪里做得

差。这些积极的微观管理方法十分重要。奖金

固然很好，但一句赞扬的话语可以让员工感觉

更好。”

3. 感到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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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建立幸福工作的文化

真诚地说一声谢
谢可以发挥很大
的作用
感到受重视是幸福感第三大推动因素。对于

财务、法务、营销和创意领域的专业人士，

这一点最为重要。

丹尼尔 •平克谈论幸福的标志
作家丹尼尔 •平克知道如何让我们自己和其它人的最好

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们请他谈一谈幸福员工的共性、微

观管理的害处和经理可以做什么来提升团队的幸福感。

在工作中感觉最幸福的员工有什么共同点吗？

平克：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共同点：

• 对自己的工作和何时、如何及和谁一起做这项工作

有一些控制。

• 有自己喜欢和信任的同事。

• 感觉自己的工作可以造就不同。

• 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而且可以取得进展。

对于很多人来说，为什么自主和自我管理与幸福感和工

作满意度密切相关？

平克：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它的相反面。自

己管理的反面是控制。人类对于控制只有两个反应 — 

遵从或抗拒。遵从不会产生满意；抗拒也不会。人类想

要投身于一项工作的唯一方法是对这项工作有一些（不

一定是全部）控制权。

为了帮助下属感到更幸福，经理可以采取哪些简便的

措施？

平克：我要给出几个建议，因为具体的方法取决于个人、

相关状况和目的。以下是三个建议：

• 每星期与每位团队成员进行简短的一对一面谈（例

如五分钟），问他们：您的工作有进展吗？如果没有，

我可以怎么帮助您？

• 鼓励所有员工每星期协作一次。让所有人停下手头

的工作，用一个小时想一想：公司可以做哪些新的事，

应该停下来哪些愚蠢的事，需要改进的流程，或只

是更好的运作方式。

• 这个星期，可以与团队成员少谈一些如何开展特定

的工作，而是多谈一些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工作。

https://youtu.be/_VrNxzLlcZE?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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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不仅仅与薪酬有关。就

像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很多人是以工作为乐的。

与感觉自己的工作“只是工作”的员工相比，

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的员工感觉幸福的可

能性要高 2.6倍。

琼斯说：“我们是一家以人为本的公司。我们

经常提醒员工：通过招聘活动，我们帮助人们

找到工作，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基于这一

愿景，我们让员工有了使命感，确保所有人都

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

分享愿景

作家托德 •亨利表示：“幸福的员工知道为什

么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和他们如何与总体目标关

联。当这一关联出现缺口时，人们会开始偏离，

难以在情感上投入。与公司总体目标十分吻合

的员工甚至是在困难时期也会很开心、感到满

足和非常敬业。”

除了自豪感、得到公平地对待和尊重及感到受

重视之外，成就感是幸福感的第四大推动因素。

最大型企业（有 1万名及以上员工）的员工的

成就感最低。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将大公司

的愿景（及员工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传达到公司内每一名员工是很困难的。对

于经理来说，这就提醒他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员

工自己会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关键是要通过多

种渠道进行沟通。.

4. 有趣和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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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问题
对全球员工来说，对自己的企业感到自豪

是幸福感的最大推动因素。对于所有年龄

阶段的男性和员工来说，自豪感都排在第

一位。简而言之，对自己所在的企业感觉

很好对于员工很重要。

并且，与对自己的企业没有自豪感的员工

相比，有自豪感的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幸福

的可能性要高 2.8倍。

幸福的心流
心流是当您完全沉浸到某件事时所体验到的强烈的

专注和幸福的感觉。心流一词源自于心理学家米哈

里 · 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当

您处在心流状态时，时间似乎在消逝。您完全沉浸

在运用技能来完成一个项目或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

中。您已完全进入状态。

至善科学中心的克莉丝汀 •卡特博士指出，经理们

应共同为员工提供机会，让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深

入地开展工作。她说：“当我们深入到一个项目当中，

发挥出我们的最佳潜能，我们就会有深深的成就感，

而且会感觉很有意义。但大多数企业都让这一过程

难以出现。企业希望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找到员工，或者他们总是坐在

座位旁边。大多数人现在都不认为公司会让他们专

注于一件事。所以企业应该改变期望，让员工可以

深度地专注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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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
公平对于员工十分重要。实际上，它是如此

的重要，以至于一次不公平的对待（无论是

实际发生过还是自认为发生过）常常足以让

开心满意的员工变成怀疑公司和对公司冷嘲

热讽的人。

应该指出的是，公平和尊重对于女性是最重要

的幸福感决定因素，而对于男性却是第二重

要。但根据罗致恒富和 Happiness Works进

行的本次调查，只有 49%的女性表示自己的

薪酬是公平的，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54%。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营销和创意领域的员工对

他们在公平和尊重方面的经历感觉最好。技术

类的员工最可能说他们的报酬是公平的。

公平意味着什么 

为了改进企业的公平性，经理能够做什么？ 

小举措，大影响。

• 首先，决策过程要透明。要确保有关薪酬、

晋升和项目的政策是明确的。每位团队成

员均应了解他们必须做什么才可以晋升或

获得更高的薪酬。

• 当员工感到遭受了不平等的对待时，他们

应该有机会告诉您。员工通常只是想要公

司聆听他们的倾诉，而且想要知道公司在

考虑他们担忧的情况。

要记得，在公平的问题上，甚至是最轻微的不

公平都会被视为严重的偏袒。如果在一位员工

发表意见时打断他 /她，他 /她可能会想您

为什么不打断其他人的讲话。如果您忘记了邀

请一名团队成员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名成

员可能会感觉自己的想法不如参会人员的想

法重要。

最需要公平的地方

在薪酬的问题上，公平感至关重要。感觉自己

的薪酬与类似岗位的其他人的薪酬相比是合

理的，这一点对员工很重要。

所以，极为重要的是，雇主提供的薪酬要好于

或至少等同于同地区及同行业内其他公司的

薪酬。琼斯说：“拥有出众的技术和软技能的

专业人士非常紧缺，而需求还在不断上升。所

以雇主必须习惯于经常比照业界的薪酬标准，

以确保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了解市场薪酬状

况对于招聘和留住顶尖人才十分重要，尤其是

在求职者主导的市场 — 在这种市场中，有吸

引力的薪酬可以让员工更开心，而且对自己的

工作也更感兴趣。”

如何知道自己公司的薪酬水平与市场相符？

可以参考行业来源（例如罗致恒富薪酬指南），

与专注于你们行业的招聘顾问沟通，向员工了

解他们是否对公司提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感

到满意。

5.

https://www.roberthalf.cn/en/news-insights/salary-guide?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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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受到尊重的
需求
感觉在工作中受到公平地对待和尊重是幸

福感的第二重要因素。

在自称不被或基本不被尊重的员工当中，

22%的人可能会在一年内离职，而在自称

受到公平对待和尊重的员工当中，这一比

例只有 7%。

在工作和个人责任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是很多人都会

面临的难题。许多员工都要完成大量工作，同时还要

解决各种急迫的个人问题。兼顾两方面的需求极具挑

战，可能会让员工感到筋疲力尽，倍感压力。

我们进行的研究显示，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平衡度最

佳，其中71%的人对于这一方面感到满意。法务、财务、

金融服务和会计领域的员工几乎排在了末位，其中只

有 65%的人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感到满意。

这些岗位在传统上都会要求从业者付出额外的时间，

这可能是他们对这一方面感到不满意的一个原因。经

理应鼓励员工尽可能选择有助于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

方式，尤其是在工作不忙的时候。

换位思考和提供支持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马克斯

说：“如果您接受员工在工作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活，

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尊重您，也会变得更加忠诚。如果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达到平衡，他们可能仍然会热

爱自己的工作。但如果这一状况导致他们的家庭出现

问题，那么长此以往他们将会感到疲惫不堪，然后离

职。支持工作生活平衡的目的是为公司管理风险，而

这也是应该做的事。”

以身作则也很重要。员工总是以自己的上司为榜样，

所以要让他们看到可以保持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离

开办公室的时间不要太晚，避免在深夜回复电子邮件。

休年假，休假时与工作彻底“绝缘”。生病时不要上班。

设定恰当的界限，捍卫自己的业余时间，员工会以你

为榜样。

工作生活平衡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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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情谊可以改善员工的沟通、合作和协作。

员工凝聚力也可以促进创新。

所有类别的员工都表示他们的团队关系很好。

没有受访者对这一方面有严重的不满情绪。

这对于雇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与和同事关系

不好的员工相比，与其他团队成员关系良好的

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幸福的可能性高 2.6倍。

组织的粘结剂

支持员工的健康的职场关系有助于员工保持愉

悦的心情，也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压力和工

作上的需求。

马克斯说：“良好的关系是组织的粘结剂。对

于经理来说，其本质是鼓励员工因为狭隘的业

务需求之外的原因建立起关系。员工在公司有

朋友会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很大的影响。”

经理也可创造机会让员工与同事建立并加强关

系，以促进积极的职场文化。团队与团队之间

也是如此。在当今企业中，员工可能需要与其

它部门的人员合作。我们的研究发现，55岁

以上的员工在跨团队关系中的幸福感最高。请

他们一起帮助缺乏经验的员工与公司各个部门

的同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不要低估您的影响力

Happiness for HumanKIND创办人艾梅 •可盖

特（Aymee Coget）博士指出，处于领导岗位

的人必须真正地拥抱正能量，而不只是将其推

广给他人。她说，研究表明，幸福感可影响身

边的人。她举例说：“当经理拥抱正能量时，

他们的影响力会涉及到自己的团队、客户和甚

至是客户的客户。”

但可盖特也告诫说，有必要树立关心员工和以

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她说：“如果企业决定将

幸福感作为一种文化价值，那么领导者就必须

自己践行这一原则。”

“关系决定工作。员工留在公司或离职的首要

原因是由于他们与同事的关系。”

6. 积极的职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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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良好的工作关系如何产生更高的职场幸福

感、创新和协作水平。

团队协作！
罗致恒富和 Happiness Works的研究显示：

86%：与自己团队内的人员关系良好

70%：感觉自己公司内各团队之间合作得很好

62%：在公司有好朋友

https://youtu.be/sLoTgoa9c8w?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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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幸福感是否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是。

在提升企业幸福感方面是否有通用的方法？否。因为有很多因素

影响着每位员工的幸福感。

但了解满意度和敬业水平在公司成功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 — 及愿

意改变方法来提升它们 —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您的努力将会富

有成效。而且您可能会在多个方面看到益处，包括生产力、招聘

和留住员工等方面。

结论就是：职场幸福感对员工和企业的长期健康十分重要。而且，

最重要的是，您有能力直接影响它。

祝您的旅程好运。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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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致恒富感谢以下人员为本报告做出的贡献。他们的专长、洞察和意见弥足珍贵。

尤其感谢尼克 •马克斯、萨玛 ·阿德拉（Saamah Abdallah）和 Happiness Works的全体团队成员。尼克是全球职场幸福领域最著名

专家之一，在引导罗致恒富研究这一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深知满意度和敬业精神在员工和企业的发展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尼克和萨玛协助我们对这一影响进行了量化，深入了解了影响不同员工群体的幸福度的独特因素。

鸣谢

克莉丝汀 •卡特（CHRISTINE CARTER）博士

社会学家，高级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至善科学中心 

christinecarter.com

艾梅 •可盖特（AYMEE COGET）博士

Happiness for HumanKIND创办人 

happinessforhumanKIND.com

托德 •亨利（TODD HENRY）

作家 

accidentalcreative.com 

toddhenry.com

尼克 •马克斯（NIC MARKS）

Happiness Works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happinessworks.com 

nicmarks.org

戴维 •琼斯（DAVID JONES）

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 

roberthalf.cn

丹尼尔 •平克（DANIEL PINK）

作家  

danpink.com

http://www.christinecarter.com/
http://www.happinessforhumankind.com/
http://www.accidentalcreative.com/
http://www.toddhenry.com/
http://www.happinessworks.com/
http://www.nicmarks.org/
https://www.roberthalf.cn/en?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http://www.danp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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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致恒富创建于 1948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专业

招聘公司。我们信奉幸福地工作是唯一可行方式。我们的使命是

帮助人们找到理想的工作，帮助企业打造幸福高效的团队。

我们的人才网络涵盖全球 325个以上城市，包括数百万优秀专业人

士，他们可为我们服务的企业带来积极影响。请访问 roberthalf.cn

了解我们可如何让企业或求职者更幸福。

关于罗致恒富

https://www.roberthalf.cn/en?utm_source=roberthalf&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rh-all-workhappy2017-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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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APPINESS WORKS

Happiness Works提供强大的衡量工具，协助绩效导向型企业

识别、衡量和管理员工的幸福感。Happiness Works团队成员

对工作充满激情，他们认为员工体验数据对于有效的业务决策

至关重要。

视员工幸福感为基本绩效目标的企业会持续进行创新，在经济效

益方面不断获得成功。Happiness Works由尼克 •马克斯创办，

总部位于伦敦，在全球拥有越来越多的目光远大的客户。尼克 •

马克斯也是幸福星球指数的创造者，该指数是世界上第一个衡量

可持续健康的方法。

关于 
HAPPINESS 
WORKS

https://happinessworks.com/
https://happiness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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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参考的数据基于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

荷兰、英国和美国 23,000多名员工进行的在线调查。该调查由

一家独立调研公司于 2016年第 3季度实施，向受访者提出了

30个关于他们在工作中的幸福度及幸福的原因的问题。为了在

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比较，我们的取样着重于专业领域的员工。

本调研涵盖的有些行业 /职业未包含在本报告中。

在分析数据时，采用了取样后加权方法来按年龄、性别、教育

程度、职业 /岗位和工作类别匹配受访者。同时也采用了国家

加权方法来让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

英国和美国的加权百分比与八个群体的实际差异相符。

关于本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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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快乐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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