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ive Teamwork

第一部分

团队有效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研究什么是有效的团队合作。
第 1 章着眼于促成有效团队合作的必要条件，并提出了贯穿本书
的两大主题：团队的任务运作和团队的社交情感氛围。这一章解
释了团队应该如何有效地审视它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并进行相应
的调整。保证团队同时在任务属性和社交属性两个方面良好运作，
对确保团队的有效性非常关键。定期在这两个领域对团队合作进
行反思，必要时对目标、战略和团队流程进行调整，对于团队的
长期有效性极其重要。
第 2 章重点介绍关于团队有效性的研究证据。团队在完成工
作时是否有效？组织内部的团队协作是否提高了组织绩效？这里
说的有效性，包括团队成员的幸福感和成长，以及团队创新水平。
本章回顾了前人在团队工作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展示了那些导致
团队绩效不佳的情况。同时，本章还表明了团队绩效优于个人绩
效之和。对组织中的许多任务而言，团队协作必不可少。关键是
要知道如何创造条件让团队有效地工作，这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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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怀疑，那一小群有思想、有决心的人能改变世界。
事实上，他们也是唯一能改变世界的人。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本章要点
● 促成有效团队协作的基本条件
● 打造梦幻团队的条件
● 团队反思及其在团队运行中的重要性
● 团队运行的两个维度——任务反思度和社交反思度
● 影响团队有效性的五个元素
● 团队反思对团队有效性的影响
● 团队反思问卷在真实团队中的应用

我们的社会以及各类团体一直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挑战：如何将不同人
的想象力与辛勤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那些已成为文明共识的价
值，并最终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当然，还要考虑地球所能提供资源的可持
续性。针对这一问题，千百年来的文明经验告诉我们，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团
队协作。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对团队协作已经如此熟悉和推崇，为什么
还要专门写一本关于团队协作的书呢？原因在于，在过去 200 年中，团队协
作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组织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各类团队
无法再单打独斗。任何团队要想实现其期望的目标，克服其面临的问题，都
必须与其他团队或者组织进行系统性的协作。本书以翔实的研究证据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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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局面，并回答了如何确保有效的团队协作，以及如何确保多团队系统
能有效地整合和运行。除此之外，本书还尝试回答了如何打造“梦幻团队”。
所谓梦幻团队（dream teams），就是它们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团队成员自身的想
象，还能激发组织内其他团队并促使它们同样取得成功。本书对促成有效团
队协作和打造梦幻团队的条件都进行了阐述。
实现有效团队协作的基本条件包括：①清晰的成员身份界定；②恰当的
规模；③相对稳定的成员结构；④一个需要团队协作才能达成的目标。有效
的团队必须拥有一个能够增加价值的总体目标，并且能够将这一总体目标分
解成一系列清晰、有挑战性的团队目标。有效的团队还需要为拥有不同技能
的成员找到合适的岗位。另外，有效团队的成员必须是促成者，而非破坏
者。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整个团队变得更加有效，而不是扰乱、削
弱甚至阻挠团队实现其目标。
除了以上基本条件，要想打造一支梦幻团队，还要拥有一位变革型领
导者。他能够强力激发团队成员热情，促使成员精准地聚焦于利益相关方
（如客户、顾客、病人）的需求，并鼓励团队成员珍视彼此之间的多元性。
在一个梦幻团队中，成员在工作中能够得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并且整个
团队都拥有持续发展和成长的强烈愿景。梦幻团队拥有极其充裕的正能量，
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并能在正向和负向互动之间保持良性平衡。梦幻团队
的成员在彼此的交流中保持一种开放、感恩、友善和真诚的态度，并且极
其乐意互相学习和帮助。他们对团队的成功、效率和效能深信不疑，能够
在团队内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并
且知道其他团队成员会在危机之中成为自己的坚强后盾。梦幻团队和其所
在的更大的组织之间联系紧密，互相支持。团队会积极建立一种有效的内
部关系模式，并且尽力塑造一种团队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不只存在于团队
内部，还被推广于更大的组织。符合上述描述的这种梦幻团队，以及由这
样的梦幻团队组成的更大的梦幻组织，会将有效的交流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发挥到极致。他们的工作充满了灵感的碰撞和结合、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
充分的相互支持，一切可能性都会被充分发掘。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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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将会学习如何创造这样的条件。
组建一个有效的团队并维持其正常运转，需要持续的改进和对有效模式
的不断探索。此外，不同团队所承担的任务、工作的环境以及成员的构成也
不尽相同。唯有变化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团队必须适应它们所遇到的变化，
无论这种变化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团队之间还面临着彼此关系的不断演化以
及宏观背景的变化，这就要求团队具备灵活的成员结构、工作流程以及组织
架构。幸运的是，人类在实现这种灵活性上有着惊人的天赋。不同于其他任
何动物，人类能够总结和反思自己的经验，并且自觉地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这种能力也能够被用来更有效地学习团队协作的艺术。
具体应用在团队层面时，这种能力被称为团队反思（team reﬂexivity）。
团队反思包括：
● 定期的团队目标小结，包括这些目标的持续相关性、合理性以及实现
流程；
● 团队成员对可能影响团队工作的外部变化保持警惕；
● 以提升绩效为前提，对团队运行进行自觉的审视和讨论；
● 创造性、灵活性以及适应性；
● 对不确定性的容忍；
● 团队成员重视不同的观点、知识、技能以及其他团队成员的经验。
团队运行于不同的组织环境中，如跨国石油公司、志愿者组织、医疗机
构和军队等，那么，究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团队协作方案呢？对
此，我们应该持谨慎态度。在组织内部也一样，因为不同的团队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不同。团队通常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年龄、职能专长和个性的人组
成。团队可以跨越国界，其成员分布在多个不同国家。团队内部的工作模式
也不尽相同，兼职、弹性工作制、合同制以及家庭办公等不同模式，进一步
增加了团队内的异质性程度。而随着团队在组织和功能上变得更加多样化，
团队成员必须学会反思，并且明智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保持其有效性。
本书认为，团队成员如果能够做到上文中提到的团队反思，即集体反思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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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战略、流程和绩效，并且做出相应地调整（West，2000 ；Widmer，
Schippers and West，2009），那么团队将更多产、高效，更有创新性。

团队运行的任务和社交性要素
团队运行有两个基本维度：①任务维度，即团队需要完成的任务；②社
交维度，即影响团队成员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如何一起工作的社交性因素。在
工作组织中创建团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能比个人更有效地完成某些任务，进
而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事实上，一些特殊任务也只能由团队来完成，单独
的个体在面对此类任务时基本无能为力。譬如，开胸手术、制造一辆汽车，
或者在没有现代科技和武器的情况下去大草原上抓一只羚羊。也正是因为如
此，仔细分析任务的内容对于理解团队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
对团队成员执行任务的战略和流程的分析。与此同时，团队是由怀着各种不
同需求的成员们组成的，这些需求涉及情感、社交以及其他人类需要，而团
队既有可能帮助成员满足这些需求，也有可能毁掉成员们对这些需求的追
求。因此，来自其他团队伙伴的重视、尊重和支持就成了一种必要条件，决
定了团队成员能否提供新的思路来改进工作，进而确保团队的有效性。如果
在追求团队有效性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两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那么我们都无
法实现团队绩效的潜力。
如今，研究证据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积极情绪的重要性，譬如，希望、
快乐、幸福、幽默、兴奋、喜悦、自豪感和融入感等，它们是人类力量的源
泉（Fredrickson，2009）。当我们沉浸在积极的情绪中时，我们会以更加灵
活开放的方式思考，而且，我们能够考虑到的可能性也比在焦虑、沮丧或生
气的情绪下更广泛。这些反应能够使我们充分运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的资
源，从而在工作中事半功倍。此外，在积极的情绪下，我们也更偏向于将挑
战视为机遇而非威胁。当我们感受到积极的情绪时，我们能够展现出更强的
自制力，更有效地应对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更少表露出攻击性。积极情绪的
好处还不止这些，它还能外溢至“亲社会行为”——合作和利他主义。当我

5

6

第一部分

团队有效性

们沉浸在积极的情绪中时，我们更有可能去帮助他人、乐善好施，并且更富
有社会责任感（Fredrickson，2009）。这些研究证据启发我们：通过为团队
成员创造一个积极的情绪环境，我们可以激发出组织公民行为，换言之，团
队中的成员会自发地帮助其他成员和其他部门，甚至会主动承担本职工作之
外的任务。这些组织公民行为是最有效率的团队与普通团队的主要区别。曾
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单纯的绩效考核来组建有效团队，而不用
考虑情绪的作用。这种想法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忽略
掉情感因素。然而，在现实中，积极的人际关系和社群意识与积极的情绪互
为因果。如果我们要创造积极且成功的团队，同时还希望促进其成员的健康
和幸福，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能力和潜力，而不是对
抗它们。
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团队成员必须积极地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期评
估其实现路径和团队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任务反思”。同时，为了
促进成员的幸福感，团队必须反思其支持成员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方式，以
及团队整体的社交和情绪氛围，这就是所谓的“社交反思”。这些反思能够
适当地改变团队的目标、工作方式或社交功能，进而改善下一步工作，并最
终促进团队的有效性。

团队有效性
那么，“团队有效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它是由以下五个主
要部分组成的。
任务有效性：团队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任务相关目标。
成员幸福感：团队成员的幸福感或心理健康（如压力程度）、成长和发展
等因素。
团队存续力：团队继续一起工作并有效运作的可能性。
团队创新：团队开发、实施新的或改进的流程、产品和程序的程度。
团队间合作：团队为交付产品或服务，与同一组织内其他团队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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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
表 1-1 将团队的两个元素——任务元素和社交元素，展示在了一张 2×2
模型图内，用以说明四种极端类型的团队运行模式，以及它们对团队有效性
的五个组成部分可能产生的影响，即如何影响任务有效性、成员的心理健
康、团队存续力、团队创新和团队间合作（表中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但可
以用来解释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观点）。
表 1-1

四种团队类型及其特征
高任务反思度

D 型：被动团队

A 型：弹性团队

短期的任务有效性

任务有效性高

成员幸福感低

成员幸福感高

存续时间短

存续时间长

创新能力一般

创新能力强

内部矛盾突出

内部协作度高

低社交反思度

高社交反思度
C 型：失能团队

B 型：自满团队

任务有效性差

任务有效性差

成员幸福感低

成员幸福感一般

存续时间极短

存续时间短

创新能力差

创新能力差

内部矛盾突出

存在一定的内部矛盾
低任务反思度

表中的 A 型被称为弹性团队，其在任务反思度和社交反思度两个方面表
现得都很出色，也就是说，这种团队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及时、恰当地反思
和改进其目标、流程、任务和社交支持战略。这样的团队，其成员的幸福指
数、工作效率以及团队的存续力普遍较高，换言之，他们有能力和意愿继续
一起工作。此类团队在任务元素和社交元素两方面同时展现出的高水平，使
得它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确保实现持续的高绩效。因此，它们也
更有可能进行创新，并有能力与组织内的其他团队有效合作，从而提供高质
量的产品或服务。
表中的 B 型被称为自满团队，其特征是较高的社交反思度和较低的任务
反思度。这类团队的成员之间充满友情，彼此之间互相支持并富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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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有效完成任务的能力。团队成员不愿花时间来反思团队的任务目标、
战略和流程，因此无法正视存在的绩效难题，这进一步阻断了他们从错误中
学习的机会，也使他们无法改进其表现以确保有效性。因此，虽然团队成员
充满幸福感并彼此珍视，但组织对此类团队的绩效并不满意。而且，由于团
队绩效的失败（或者说不甚成功），团队成员往往会对自己的团队身份感到失
望，而这会进一步威胁到整个团队的存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团队成员愿
意继续合作一段时间，组织也很可能会解散团队。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效率
低下的团队里，其成员所感受到的低竞争力情况最终会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
不利影响。我们都喜欢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和业绩，而待在一个运行不良的团
队会消磨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另外，这样一个缺乏绩效聚焦的团队是不太
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的。因此，尽管其成员们彼此关怀，但这类团队的无能
还是会引起组织内与其合作的其他团队的恼火和不满。
表中的 C 型被称为失能团队，这是所有情况中最糟的一种，其特征是任
务反思度和社交反思度双低。这样的团队在任一维度上都没有能力反思和做
出改变。它们无法实现长期存续，因为不论团队成员还是领导，都会对团队
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失败的表现倍感失望。而令人沮丧的绩效将会使组织领导深
感挫败，进而直接干预甚至解散团队。针对处于这种情况中的团队，应该立
即采取措施，对其任务反思度和社交反思度同时进行持续干涉，这种措施不
仅有益于团队成员服务当前工作的团队，也有益于未来他们有可能参与的团
队。安全感和有效性的双重缺乏将会抑制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团队的糟糕表现
也会带来与其他合作团队的冲突。原因很简单，C 型团队总是无法完成任务。
最后是 D 型团队，也就是所谓的被动团队，其特征是较高的任务反思
度，以及较低的社交反思度。这类团队要求其成员少分心，集中精力尽可能
快地完成任务目标。从短期来看，这类团队的任务绩效普遍良好，但其糟糕
的社交功能将会损害团队的存续能力和成员的幸福感。团队成员不会喜欢在
这类团队中工作，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很少得到支持，社交氛围很差。此外，
由于成员缺乏安全感，这类团队的创新水平也普遍较低。团队本身没有能力
去反思其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健康程度，并且很少有人会投入精力去改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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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类团队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在缺乏积极、互
助的氛围时，团队内部的合作水平会很低，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都将受
到限制。当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例如，短期危机），团队可能需要专注于
单一任务，并且忽略其他方面，但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团队必须对其
社交功能进行健康评价。在任何团队里，支持、后援、激发和引导都是联结
团队成员的关键行为。此外，由于此类团队成员是被动的，他们很可能会与
他们的合作团队发生冲突，原因要么是其他团队的工作速度无法满足他们的
要求，从而使他们心浮气躁；要么是他们太关注自己团队的绩效，以至于忽
略了向其他团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任务反思和社交反思，对团队运行的三个主要结果有直接影响，即任务
有效性、成员的幸福感和团队存续力。在本书中，我们将研究这些元素，以
及阐述增强团队反思的实际方法。
本书的全部内容都建立在研究证据之上。我们将以研究证据为基础，推
翻关于团队协作的许多不合理假设，并由此告诉读者这些研究证据所揭示出
的关于有效团队协作的真相，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顾问或者专家凭借“臆测”
提出的团队协作理论。此外，我还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这些案例包括在不
同的环境下与不同国家的团队共事的体验。
本书通篇都聚焦于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使团队有效？希望我们提供的答
案对你参与团队工作具有实践意义，并且能够帮助你建立起在任务反思和社
交反思方面都出类拔萃、火力全开的团队。

体验式练习

团队反思度问卷
你的团队到底多有效？

为了准确衡量团队的任务反思水平和社交反思水平，所有团队成员都必
须在彼此隔离的前提下填写本问卷。将任务反思和社交反思两部分分别计
分，也就是说，将所有团队成员的任务单元成绩加总，然后将所有团队成员
的社交单元成绩加总，再将两个总分除以填写问卷的人数，即得到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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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分。在问卷的底部有参考值，你可以据此判断团队的分数相较于其他
团队是高还是低。
填表指南
通过给每句描述打分，看看此描述能否准确形容你的团队，分数从 1 到
7：1——非常不准确；7——非常准确。
（a）任务反思
1. 团队经常反思它的目标。
2. 我们经常讨论团队工作是否有效。
3. 我们经常讨论团队用以完成任务的方法。
4. 在这个团队中，我们根据变化的环境调整 / 修正我们的目标。
5. 团队战略经常发生变化。
6. 我们经常讨论彼此沟通信息的有效性。
7. 团队经常检视完成工作的路径。
8. 我们经常检视团队的决策模式。
总得分
（b）社交反思
1. 团队成员会在困难时期彼此支持。
2. 当工作压力很大时，团队会大力支持其成员。
3. 这个团队不会酝酿冲突。
4. 这个团队的成员经常彼此传授新技能。
5. 当工作压力很大时，我们齐心协力。
6. 团队成员总是很友好。
7. 这个团队能够建设性地处理冲突。
8. 团队成员能够快速处理争论。
总得分
（a）任务反思度

（b）社交反思度

高分

42 ～ 56

42 ～ 56

平均分

34 ～ 41

34 ～ 41

低分

0 ～ 33

0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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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art
Part 1:
1: Team
Team 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As
As aa team,
team, you
you can
can discuss
discuss how
how to
to improve
improve your
your functioning
functioning where
where it
it seems
seems
low
for
no
good
reason.
Such
a
discussion
can
be
a
first
step
towards
improv作为团队的一员，你可以先讨论如何去改善那些看起来毫无原因，但在
low for no good reason. Such a discussion can be a first step towards improving
the
ing
the extent
extent to
to which
which the
the team
team reflects
reflects on
on its
its objectives,
objectives, strategies,
strategies, processes
processes
实际中却缺乏效率的环节。这样的讨论将是你在改进团队目标、战略、流程
and
social
functioning
in
order
to
ensure
it
is
a
fully
functional
and social functioning in order to ensure it is a fully functional team.
team.
和社交功能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这些改进将会最终使你的团队成为一个功
能完善的集体。

Key
Key Revision
Revision Points
Points
●
●
●
●
●
●

●
●
●
●

复习要点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teamwork?
What
What are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teamwork?
What
are
●
促成有效团队协作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What are the
the conditions
conditions necessary
necessary for
for outstanding
outstanding or
or ‘dream’
‘dream’ teams?
teams?
What
is
team
reflexivity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sk
What
is
team
reflexivity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sk and
and
● 促成梦幻团队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social
reflexivity?
social reflexivity?
What
are
● 团队反思指什么？任务反思和社交反思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What
are the
the main
main elements
elements of
of team
team 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How
do
task
and
social
reflexivity
affect
team
How
do
task
and
social
reflexivity
affect
team 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 团队有效性的主要元素是什么？
● 任务反思和社交反思如何影响团队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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