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ive Teamwork

第2章

真正的团队工作
我们必须对领导力、文化以及其他一切与集体生活相
关的方面有科学、深入的理解，否则我们绝不可能创造出
一个更好的世界。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43）

本章要点
●“真团队”与“伪团队”的区别
● 团队协作的组织效益
● 团队工作模式的缺点
● 定义团队及其类型
● 团队的任务
● 如何建立有效团队
● 如何衡量团队绩效

实践聚焦
“真团队”VS“伪团队”：从医疗工作中的病人死亡率看团队协作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机构（NHS）拥有 140 万名职员，其职责是为病人提
供高质量和安全的护理服务。NHS 每年都会对其职员进行问卷调查，来收
集他们对于工作条件、所面临的管理和领导、自身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环境等
各方面的意见。每年职员们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在一个团队里工
作吗？大约 90% 的员工都会回答“是”。以往的研究证据表明，良好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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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在医疗服务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病人的治疗结果而言。因此，这一问
题的回答似乎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信号。然而，问卷中还有三个后续问题
是那些回答“是”的职员必须回答的：①你的团队有明确的目标吗？②你们
是否为了实现团队目标而紧密合作？③你们是否会定期小结工作成绩并探讨
如何改进？这三个问题针对的是团队工作的几个基本维度——共享目标、相
互依赖和定期总结。而对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回答“不”的职员只能被归类
为伪团队成员（约 50% 的职员）；对三个问题都回答“是”的职员才能被归
类为在一个真正的团队工作（约 40% 的职员）。基于以上回答，职员们总共
被分为三组：那些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团队的职员；那些在真正的团队
中工作的职员；以及那些在伪团队中工作的职员。数据显示，在医院或其他
医疗机构中，在伪团队中工作的职员的比例越高，其职员在工作中受伤（通
常是由针头、托举重物和摔倒造成的）的可能性就越高；出现危及病人或员
工生命安全的事故的可能性就越高；职员被患者或他们的照顾者、亲戚和朋
友暴力对待的可能性就越高，被这些人欺负、骚扰和虐待的可能性也就越
高。而当在真正的团队中工作的职员比例越高时，相反的情形就出现了——
以上提到的受伤、事故、暴力袭击、骚扰、欺凌和虐待等事件的发生概率都
会降低。此外，在真正的团队中工作的职员的旷工比例也更低。而最引人注
目的是，团队的真伪性质与病人死亡率之间展现出了很强的关系：医疗机构
中真正的团队越多，其患者的死亡率越低；而伪团队越多，其患者死亡率越
高。数据显示，每增加 5% 的职员在真正的团队中工作，患者死亡率就下降
3.3%（通常每家医院每年死亡 40 人）。也就是说，基于目前 50% 的职员工作
于伪团队的现状，医院在降低其病人死亡率（假设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方面还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而如果这些改进发生在整个 NHS 机构层面上，
能够带来的结果会更加令人惊讶。（有关这一案例的细节，可直接致信作者咨
询，邮箱地址为 m.a.west@lancaster.ac.uk）
上述案例揭示了明确团队协作内涵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将在本章深
入探讨的主题。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团队协作在人类社会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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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的作用。
人 类 社 会 的 生 活、 工 作 和 娱 乐 都 离 不 开 与 他 人 合 作。 在 群 体 和 组 织
里，我们同时展示出我们的集体身份和独立个性（De Cremer，van Dick and
Murnighan，2011）。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所置身的群体赋予的，譬如，俱
乐部、社团、专业运动队（参与或支持）、工作组织和政治团体。在历史长
河中，人类在一起生活、相爱、养育后代，同时我们也一直都在团体中工作
（Baumeister and Leary，1995）。我们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将我们与彼此、
与先辈们联系起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共同合作，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才
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通过绘制人类基因组，我们发现了成就我们的生物
化学过程。我们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及其外部极限。这些非凡的成就主要是通
过团队取得的。当我们彼此合作时，能够完成的工作比单打独斗时要多得
多。这就是群体协同的基本原则：一个团队的工作成就要大于其成员个人能
取得的成就的总和。当我们独自工作时，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实属不易，
但是当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得多。纵观我们的历史，我
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小群体和小团队中工作。只是在过去的 200 年中，人们才
开始在更大的集体中工作，我们把这类集体称为组织（在此之前，只有宗教
和军队的规模才堪与之比肩）。
现代组织的成长速度令人惊讶，尤其是它不仅要考虑到复杂的结构，还
要兼顾哺育创新和对大量员工施加控制这样互相矛盾的目标。时至今日，我
们大多数人已把这些组织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事实上，这些组织对我们的
工作和生活都提出了切实的挑战。因为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
农业或手工业的小作坊团队里从事工作，大家都很熟悉彼此的知识、技能和
能力，团队协作也历经了许多年的发展和磨合。然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
同时是多个团队的成员，持续地与其他团队互动，并且不断地目睹身边的同
事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对有效的工作提出了真正的挑战。诚然，团队协作作
为一种理想的工作模式在组织中存续下来，部分原因是它在人类历史中一再
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团队协作在许多组织中发展得并不理想。
时代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使得团队合作在现代组织中更加重要，也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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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为了应对全球市场带来的压力，组织正在从原先僵化的、等级森严
的状态迈向更有机、灵活的形式。开发和销售产品、解决生产问题、制定公
司战略都离不开团队。管理者们也正在尝试参与各种新的组织管理模式，譬
如，高承诺组织、自我管理型团队、员工 – 管理层共治以及利益分享计划
（员工能够分享因其实施的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这些创新中就明确使用了团
队来完成组织任务。团队，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个人，成为组织的基本组成
模块。
团队协作甚至已经跨越了组织和国家的边界。许多制造商与其供应商组
成团队，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确保产品得到持续改进。国际化团队正
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去。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汽车巨
头，早已拟定出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拥有不同社会地位、隶属于不同组织和国家的人开始在一起共事。商业
组织也正在与学术机构中的团队共同合作，开发令人兴奋的、并且突破性的
创新（West，Tjosvold and Smith，2003）。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团队中工
作呢？简言之，是因为团队使我们能够完成个体状态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譬如，20 万年前在大草原上追捕羚羊，或者将巨大的石头从威尔士的普雷塞
利群山运到英国南部，并将它们排列成那个著名的圆阵。这些工作都需要高
度的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心脏搭桥手术需要外科医生、麻醉师、手术护士和
管理人员之间紧密的配合；旅客们乘坐飞机的前提则是信赖航空公司能够将
他们安全送达目的地。每一个离开人们相互协作就无法达成的任务，都雄辩
地证明了团队协作的价值所在（West，Brodbeck and Richter，2004）。
在采石场的工作中引入团队目标的概念，大大提高了矿石的开采量。在
安全生产研究中，引入团队目标和培训可以增加安全生产行为。1977 年，我
在威尔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前往奥克代尔煤矿工作了一年，还清了
我的助学贷款。采煤队的工作经历向我强有力地展示了如何有效地进行安全
生产管理。为了确保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少地受伤，我们时刻面临着巨大的
压力。针对伐木业的一项研究发现，引入团队目标的概念带来了更高的生产
效率；在餐饮服务行业，引入团队协作也使得顾客对餐厅的服务质量、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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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清洁度有了更高的评价；在一家保险公司，团队协作的引入使得更多员
工开始遵循其 24 小时合规报告制度；在货运行业，团队目标的引入也使得卡
车的装卸货时间缩短了（Weldon and Weingart，1993）。对医疗保健行业的研
究也一再表明，当不同专业背景的医护人员在多学科团队中共同协作时，病
人们会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Borrill et al.，2000）。另外有证据表明，当
一家医疗机构中的真正的团队越多时，其病人的死亡率越低（West，2002 ；
West，Markiewicz and Dawson，2006）。还有证据表明，当学生在学习小组中
学习时，他们比自学时表现得更加努力，更愿意帮助能力差的同伴，并且学
到的也更多（Slavin，1983）。通过共同协作并汇集我们的资源（知识、能力、
经验、时间、金钱等），我们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下面，我们
将展示团队为现代组织提供的多种多样的好处，从而进一步了解团队的价值。

为什么要在团队中工作
● 团队是制定组织战略的一种绝佳方式，这是因为快速变化的组织环
境、战略和结构三者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性。当组织采用以团队为基础
的结构时，由于团队取代了个人成为基本的工作单元，那些拖慢组织
决策流程的冗繁层级就会大量减少。当今大多数组织面临着快速变化
的环境，而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具有扁平化的结构，能够迅速、有
效地做出反应（Cohen and Bailey，1997）。
● 团队使组织能够以快速、经济的方式开发和交付产品与服务。团队可
以更快、更有效地完成任务，是因为其成员可以并行工作并且相互支
持，与之相反，个体以连续的工序去完成任务则要慢得多。以当今的电
脑游戏制作为例，不同的团队会分别负责不同的关键工序，展开并行工
作。然而，他们各自的贡献会被整合起来以确保最终产品的快速交付。
● 团队使组织的学习（以及持续学习）更有效。当一个团队成员离开时，
团队的学习成果不会丢失。团队成员在团队合作过程中也可以互相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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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职能的团队能够促进质量管理的提升。通过结合团队成员的不同观
点，决策会变得更加全面。具体而言，拥有多样化背景的团队成员会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审视如何最好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想法和
决定。例如，在一个参与化妆品开发的团队中，营销专家很可能会根
据自己对顾客偏好的了解来挑战团队中的化学家对于产品外观的决
定。因为化学家无疑更专注于产品的有效性而不是外观，而其他团队
成员在生产过程、包装、促销和成本方面的观点都将有助于塑造更
好的产品。经过合理搭配的多样性会带来高质量的决策和创新（van
Knippenberg and Schippers，2007；West，2002）。
● 跨职能的设计团队能够带来彻底的改变。此类团队提供的广阔视野，
使得对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整合成为可能，进而使得团队能够挑战之前
的一些基本假设，从而在产品、服务和工作方式等方面做出根本性改
进。在我访问过的一个为空军作战飞机服务的组织中，其团队囊括了
与战斗机相关的所有人员。他们通过将各自不同的视角与团队的终极
目标相结合，最终把服务的时间从六个月减至三周，大大提高了效
率。那些原先由个人按顺序依次进行的程序，一旦通过团队成员分工
合作，统筹兼顾，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
● 在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内部，成员间彼此激发并充分交流，从而推动
了创新。当我们把拥有与团队目标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成员组
织在一起时，他们分享观点和知识的过程将会挑战那些原有的假设，
并为探索新的、改进的做事方法提供空间。无论是在医疗保健、制
造、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抑或任何其他行业，团队工作与更高层次的
创新都紧密相连（Sacramento，Chang and West，2006）。
● 在扁平化组织中，如果基本的功能单位是团队而不是个人，那么组织
的协调和指导工作将会更加有效。为 7 个团队（每个团队 7 个人）设
置目标，并使之与组织目标相一致，可比为 49 个人设置目标要容易
得多。一个领导者能够轻松监督 7 个团队的工作，但要想有效地监督
49 个人，最少也得 7 个领导者。因此，如果想要精简管理层，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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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 随着组织变得更加复杂，其信息处理需求也不断深化。团队可以以个
人无法实现的方式来整合和联结信息，以确保这些信息在错综复杂的
现代组织中被有效地处理。两个产品开发团队可以就其面临的相似问
题分享关于工程解决方案的信息。从事癌症治疗的团队群（放射科、
外科、家庭医生、保守治疗和家庭护理团队）可以协调护理工作，与
患者沟通，以确保最佳的治疗和护理。组织中的高层管理团队可以直
接与他们的基层职能团队交流，并且作为一个整体向其提供支持，而
不是非要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力资源、财务、生产和销售等
部门。在矩阵式组织中，产品团队可以与人力资源、财务、销售等支
持团队一起协作。在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中，其信息联系和整合的强
度要比传统的结构化组织高得多。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所看到
的那样，这种强度往往由于团队间关系不佳而无法实现。
通过对 131 项有关组织变革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当对包括物质
激励系统、多样化培训与教育在内的 18 种不同的干预手段进行比较时，对
财务业绩影响最大的是对团队发展程度的干预，或者是自组织工作组的创
建（Macy and Izumi，1993）。当考虑整个样本和总体绩效表现（也许是最佳
标准）时，在 18 种干预手段中，自治团队和半自治团队对公司整体绩效的
影响效应最大（rpbs = 0.20，p ＜ 0.05 ；p.279）。最近一项研究对 61 个独立研
究进行了分析，旨在确定团队协作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与组织有效性相关
（Richter，West and Dawson，2011）。结果表明，团队协作与组织绩效和员工
态度有着显著（尽管不大）的正相关关系。如果配合以互补的人力资源管理
（HRM）措施，团队协作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将会更明显。1994 年，阿普勒
鲍姆（Apple baum）和巴特（Batt）通过对 12 项大规模调查和 185 项管理实
践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以团队为基础进行工作，能够同时在效率
和质量两个方面提升组织的绩效。
Cotton（1993）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其中 57 个案例表明，在引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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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型的团队后，生产力得到了提高；7 个案例显示没有发现变化；另有 5
个报告显示了生产率有所下降。Delarue 等（2008）分析了以往的 31 项定量
研究，这些研究旨在分析团队协作与不同组织绩效指标的关系。他们发现，
团队协作对运营、财务、态度和行为四个不同维度的绩效均有积极影响。还
有其他一些调查也揭示了团队协作与提升生产率和工作质量改进之间的关系
（例如，Mathieu，Gilson and Ruddy，2006 ；Paul and Anantharaman，2003 ；
Procter and Burridge，2004 ；Tata and Prasad，2004）。 团 队 精 神 对 生 产 力
的积极作用在各种多样化环境中都有记录。例如，美国的钢铁厂（Boning，
Ichniowski and Shaw，2001），美国的服装产业（Dunlop and Weil，1996）和
澳大利亚经济界（Glassop，2002）。Zwick（2004）对德国组织的研究表明，
引入团队后，经济效益增长了。团队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将决策过程分散化
到基层组织之中（Bacon and Blyton，2000）。另外，使用自我管理工作小组
的组织也被证明具有更简单的层级结构和更宽的控制幅度（Glassop，2002）。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管理良好的团队协作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 当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结构发生改变时，团队协作如果已
经到位，或者本身就是改变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变化将是有效的。在
变革过程中，团队的存在很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因为相比于单打独
斗的个人，团队在承担责任和实现既定的变革方面更有效，并且更加
持久。
● 在团队中工作的员工展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责任感，而研究也表明，
他们比那些不在团队中工作的员工承受的压力少（Richter et al.，
2011）。
● 在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里，创造力和创新是通过分享与相互激发想法
来实现的（West et al.，2003）。如果团队能够与组织内的其他团队
一起有效地工作，那么，就会有更多优秀实践的共享，更多不同角度
的整合，以及对团队和组织任务更全面的了解。这些因素的结合优化
了做事方式，催生了切实可行的团队合作，并最终使得想法付诸实践。

19

20

第一部分

团队有效性

虽然上述的种种因素都有可能促使团队工作更加有效，但引入团队工作
并不是成功的必然保证。简单地把一个部门重新命名为团队，并不能带来
真正的团队合作，还有可能会导致效益、创新和满意度的全面下滑。另外，
团队成员如果想要成功地实现协同效应（即在团队中工作所带来的超出个
体能够实现的价值），那么他们还必须学会克服或者避开一些阻碍（Brown，
2000）。

有效团队协作的障碍

努力不足
在 19 世纪 90 年代，法国农业工程师马克斯·林格尔曼（Max Ringelmann）
探讨了个人劳作与团队劳作哪个更有效的问题。他将一根绳子绑在测力计
上，然后命令自己的学生们用力去拉绳子。在独自一人拉的情况下，一般学
生的拉力可以达到 85 公斤左右。而当由 7 个学生组成的小组去拉时，一个
组的平均拉力只有 450 公斤。也就是说，团队拉绳的力量只有单独拉绳力量
之和的 75%（详情见 Kravitz and Martin，1986）。
之后的研究涉及通过团队解决认知问题，例如，如何用一条船将绵羊和
狼安全地运过河去。虽然团队普遍比个人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总的来说，团
队更善于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还有研究涉及“20 问”游戏。这个游戏的规
则如下：先选定一个特定的对象，然后玩家必须通过询问最多 20 个问题来
猜测对象的名称，而他们得到的答案只有“是”或“不是”。在玩这个游戏
的过程中，团队玩家的猜中率略微高于个人玩家，但团队玩家在时间使用方
面的效率却要低得多。一般情况下，个人玩家只需要 5 分钟就能问出正确的
答案。而双人团队平均要花 3.5 分钟，合计 7 分钟（3.5 分钟 ×2），四人团
队平均要花 3 分钟，合计 12 分钟（3 分钟 ×4）。双人团队和四人团队在猜
中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Shaw，1932）。
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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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oaﬁng）（Rutte，2003）。这种现象是指当个体与他人一起工作时，他
的努力程度往往比单独工作时低。那些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贡献难以被准确地
识别和评估的人，更倾向于付出较少的努力。这并不是说我们只需把那些
“社会惰化的”成员踢出去就万事大吉了。相反，在团队中工作时可能会比
单独负责工作时付出的少是人类的共同特点，特别是当工作任务本身无法提
供内在激励，或当人们无法感受到强烈的团队凝聚力时。
林格尔曼的实验被其他研究者重复过很多次。在其中一次实验里，拉绳
子的人被蒙起了眼睛，并且被告知他身后还有 6 个人也在拉绳子，但实际上
他对自己身后的情况一无所知。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人只是站在他后面，发
出用力的声音来迷惑他，其实并没有出力。事实证明，在拉绳子的人认为自
己是在和其他 6 个人一起拉绳子的情况下，他只会拿出自己单独拉绳时所用
力气的 75%（Ingham et al.，1974）。在另一个略显狡猾的实验中，研究人员
让参与者尽可能大声地喊叫，有时是单独喊，有时则被告知是和很多人一起
喊。参与者们都戴上了眼罩和隔音耳机，视觉和听觉都被有效阻隔，因此他
们并不知道身边的情况。事实证明，当参与者们认为他们是在和别人一起喊
时，他们只能发挥出他们单独喊时 74% 的功力。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搭便
车”
（free riding）
（Latané，Williams and Harkins，1979）。搭便车带来一个问
题，就是当这一现象被发现时，其他出了力的团队成员会觉得自己当了“冤
大头”，然后他们会相应地减少努力的程度。因此，团队中工作量分配的公
平性会影响团队成员愿意为团队付出努力的程度。
这些现象给团队合作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它们挑战了“协同效应是团队
合作的必然结果”这一普遍假设，而这个假设认为，群体工作的效率总是比
其成员单独工作的效率总和要高。在此情况下，1+1+1+1+1 不一定等于 5 ；
在许多例子中，1+1+1+1+1 可能等于 3，甚至更少！ Steiner（1972）提出，
如果我们将团队的潜在生产力和实际生产力进行区分，并找出两者之间的差
距，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团队的实际效率。他还指出，这一差距来源于“过程
损失”
（process losses），例如，协调和沟通问题。下面我们会找出一些影响团
队生产力的过程损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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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的问题处理和决策
用所谓的“社会惰化”来解释较差的组织绩效，对于理解团队面临的部
分问题的确有帮助。然而，这种解释并未考虑到一个事实：群体决策有时会
出现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错误。举个例子，Maier 和 Solem（1962）曾经做
过一个实验，他们要求不同的实验小组去解决数学问题。在一些小组中，他
们故意安排进一个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拥有这些
能人的小组仍然未能想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倾向于相信这样一个假设：在决策过程中，群体比个人更具理性，
更合乎逻辑，因为团队中有更多的人来评估决策和解决方案。然而，这种观
点忽略了影响团队或团队决策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团队成员倾向于认同组织内层级高于他们的成员所发表的意见。在许多医疗
团队里，医生们在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的影响力会比护理人员或接待人员的
大得多。团队领导人的意见对决策的影响也更加明显，无论他们的观点正确
与否（Zaccaro，Heinen and Shufﬂer，2009）。此外，团队内的主导人物对团
队整体的结果会产生不相称的影响。一些研究陪审团决策过程的案例表明，
说话最多的那个人可能对判决结果产生的影响最大（McGrath，1984）。
总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决策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优于该团队成员的
平均水平，但往往低于团队中最有能力的个人所应该达到的水准。在现实世
界的组织中，情况则更为复杂，因此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不管具体情况
如何不同，群体决策中常见的错误却有一定的规律。

专栏

棒球队还是篮球队？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用以表明个人能力对团队成绩的重要性。
在美国，研究人员试图依据球员的个人能力评级来预测球队在赛季末的
成绩，参与研究的分别是一支棒球队和一支篮球队。在具体操作中，他
们将球员们的职业运动能力从 1 至 10 进行打分。之后，整支球队的球员
得分被加总起来，用以预测他们的球队在整个赛季的最终表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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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运动中，团队球员个人能力的汇总在 90% 的程度上预测了该球队赛
季末的成绩；而在另一项运动中，这一预测的准确性只有 35%。
猜猜分别是哪支队？
（谜底以及解释附后）

创造性下降
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组织里，每天都会有人聚集在一起开会，以群体的
形式产生想法或主意，这通常被称为“头脑风暴”。早期的不少研究比较了
个体和团队运用这一模式的有效性。这些研究一般会设置“模拟组”和“真
实组”，每组都由 5 个人组成。模拟组由从未真正在一起工作过的个体组成，
但他们的成绩来源于其个人努力的统计加成。模拟组的 5 个人被分隔在不同
的房间内，每人都有 5 分钟的时间来针对一个客体发挥想象（比如如何运用
一块砖或一个纸杯）。他们思考的结果随后会被汇总，任何重复的想法都会
被剔除。真实组的 5 个人则聚在一起研究 5 分钟，目标同样是产生尽可能多
的想法，不论其质量如何。Diehl 和 Stroebe（1987）所做的实验显示，模拟
组平均产生了 68 个想法，而真实组产生的想法平均仅有 37 个。许多随后的
研究也已证实，多个个体单独工作时，所产生的想法比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更
多。那么，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群体产生的想法在品质上要比个人所
产生的更好呢？很遗憾，研究结果也不支持这一观点。大多数外部评判标准
都表明，个人产生的想法拥有更高的质量（比如说好点子的数量更多），而且
也没有研究证据表明群体产生的想法更优质。因此，个体产生的想法不仅数
量更大，而且质量至少不比真实组差（Paulus 等，2006）。
为什么真实组未能产生我们所期盼的头脑风暴的协同效应？合理的解释
似乎是这样：当有人在头脑风暴小组中发言时，其他人就无法说话，从而
也无法把想法提出来。此外，他们还会忙于记忆自己的想法，等待机会说
话，这进一步妨碍了他们产生其他想法的能力。这种“生产阻塞”
（production
blocking）效应只是群体头脑风暴面临的几个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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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头脑风暴的个体会对其他人提出的“创意”
中所蕴含的“创新性”进行评估，一些相对来说较为普通的“创意”会引出
与之创造力水平相当的其他“创意”，而在另一个小组成员提供了一个特别
有创意的想法后，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想到的想法过于普通，于是不再将
它分享出来。最终，第一个提出的想法可能会带偏小组所有成员思考的方
向，从而限制了其他潜在的想法。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生产阻塞和其他因素会抑制头脑风暴小组的表现，
那么在提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事方式时，为什么还需要团队这一形式呢？在
现实中，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真实世界与做实验时的设定不同，真实
世界中的团队成员拥有团队工作领域的宝贵经验。例如，在一个普通医疗团
队中，有具备护理、医疗和社会工作背景的个人。他们的结合为团队的工作
带来了广泛的相关经验。因此，这些团队成员参与头脑风暴就变得尤为重
要，因为这样才能将他们的广泛经验转化为一种资源。其次，是参与的重要
性。将所有被组织变化波及的个体都纳入到变化的过程中，对于增进付出和
减少阻力都至关重要（Heller et al.，1998）。在头脑风暴的团队中工作，特
别是当团队关注如何实现变革时，会激发大家对变革的关注。最后，许多
团队成员认为头脑风暴让工作更加有趣，而且幽默和笑声本身就可以激发
创造力。有证据表明，有了正确的规则（将想法的产生与评估分开，确保小
组聚焦于想法的生成和集思广益）之后，小组头脑风暴的生产力提高了 79%
（Paulus et al.，2006）。
棒球队还是篮球队？
结果
预测棒球队的可能性为 90%，因为棒球队的成绩更取决于投手和击
球手的个人表现。而篮球则包括传球、配合以及争取胜利的团队战略，
个人表现在棒球中所占的比重更大，因而使得个人表现更容易预测团队
成绩。
尽管有如上这些论点，但在研究中不难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头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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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的机制来克服生产阻塞效应。团队成员应该在头脑风暴之前，先分别酝酿
自己的想法。这样，每个团队成员就将有机会在做出评估和选择之前，向团
队展示其所有想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现实团队中，上文所提到的努力不足、决策不佳和
创造力下降的景象，果真如此不堪吗？ Karau 和 Williams（1993）所做的一
项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分析比较了 78 组个人与团体的绩效。在 80% 的案
例中，他们发现了社会惰化现象，但有趣的是，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相反的结
果。在少数几个案例中，群体生产力超过了基于个体成员的能力所进行的预
测。这种与社会惰化相反的现象被称为“社会劳动”
（social labouring）。与之
相应的，这些团队获得了过程收益，而并非过程损失。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如果团队的任务对于其成员意义重大，或者成员感觉到团队对他们至关重
要，那么团队将会产生社会劳动效应，其表现将会超出对其成员能力简单加
总，计算得出的潜力。另有研究表明，对团队绩效进行评估，以及团队成员
的母国文化都对社会劳动效应有重要影响。
卡劳（Karau）和威廉斯（Williams）的分析显示，大多数的类似研究使
用的都是诸如拍手、叫喊或“创造性地使用一块砖”之类的无聊任务，团队
成员根本不需要彼此协调或者互通有无，这也导致实验中并未涉及真正的团
队合作。也正因为此，参与者们的主观能动性较低。相反，需要协调和整合
不同成员能力的那些更复杂的团队任务，所带来的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
过程收益则更高。在一项研究中，团队要解决或简单或复杂的填字游戏。当
面对简单的游戏时，团队最终的得分与基于其成员个人解题能力所得出的预
测，结果完全相符。但在面对复杂的游戏时，团队的表现则令人信服地超过
了预测值。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团队中其他合作伙伴的能力可能会影响团队
表现，进而产生过程收益。例如，当团队成员被告知，他们将与一个能力相
对不足的合作伙伴共同参加头脑风暴测试时，他们往往更加努力，以“弥
补”较弱的成员带来的缺陷。还有证据表明，当两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不是
太大时，团队中能力较差的成员能够展现出接近团队中能力最优者的水准
（Stroebe，Stroebe and Zech，1996）。教育的一个含义就是，当学习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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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过程中进行时（所有学生一起朝着一个群体目标努力），将不同能力的
学生混编在一起能够提升团队以及那些能力较弱的学生的业绩。
报告还显示，拥有强烈认同感的团体，更容易实现社会劳动和过程收
益。Worchel 等人（1998）进行了一项实验，参与的团队被要求在不同情况
下制作纸链，有些组将和其他组一起制作，有些则只是独立制作。沃切尔
（Worchel）和他的同事们首先检查了团队中的个人在制作纸链方面的能力，
用以计算各团队的潜在生产力。之后，有一半的团队配发了相同颜色的外
衣，并且还起了团队名，用以提高团队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身份
认同），将这些团队放在与其他团队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他
们的潜在生产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将实验环境下得到的结论简单复制到实践中时，
应该格外谨慎，因为它们都是基于特例得出的。例如，实验团队（以集体解
决问题为例）在他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任务测试中遭遇了最高的过程损失
（进行一次或两次任务测试是实验开始之前的惯例），但在随后进行的测试中，
这 些 损 失 显 著 下 降， 甚 至 完 全 消 失 了（例 如，Brodbeck and Greitemeyer，
2000）。在实际设置中，大多数团队都会反复执行同一任务。因此，在许多
实践操作中，原先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发生的损失可能都会变得无关紧要。
文化的作用同样极其重要。因为有关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美
国和西欧的个人主义文化中进行的，在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中（人
们更加努力地去实现集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社会惰化现象并不明显。
Earley（1993）做了一项实验，让来自以色列（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和
中国的见习经理们组成团队，参与一个办公室仿真任务，结果发现他们在团
队中工作时比独自工作时更加努力，这与西方研究中发现的社会惰化现象完
全相反。甚至当涉及团队领导时，不同的文化对于其领导人的期望也大不相
同（Chhokar，Brodbeck and House，2007）。
很显然，团队任务的激励力量，团队中的认同感，以及民族文化都可以
显著影响团队工作，进而导致团队实现过程收益或遭受过程损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团队协作对于组织绩效的价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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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也看到，在涉及努力、决策质量和创造力的关键领域，团队的表现
可能比个人的加总更差（尤其是在实验环境下）或明显更好。本书解释了这
个悖论，并指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取团队协作的好处以及规避其缺点。在
付诸实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所指的“团队”是什么，团队都做些
什么，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团队。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三个问题。

什么是团队
● 有许多术语用来描述在组织里工作的人群（如项目组、工作组、质量
改进团队），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自我管理、自我指导、自我调节、
半自主、自主、自治或授权的团队）。当我们讨论和实施团队工作时，
太多的术语可能会导致组织内部的混淆。那么，什么是工作团队呢？
工作团队是指嵌入在组织中的一群人，他们执行对实现组织目标有贡
献的任务。他们共享整体的工作目标，并拥有必要的权威、自主权和
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
● 他们的工作能够显著影响组织内部或外部的其他人。团队成员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彼此在工作中的表现；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他们是一个
群体。他们密切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以实现团队目标。他们
有明确和独特的角色。团队成员很少超过 10 人（后边我们将看到，
在了解团队的成功和失败时，规模是一个大问题）。他们被组织中的
其他人公认为一个团队。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群体成员在他们的工作中有共同的目
标。其次，他们有真正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实现目标的选
择时能够做出必要的决定，而无须寻求高级管理人员的许可。在工作中，他
们既有责任又有义务，通常也面临预算控制。必要的是，他们互相依赖、互
相影响，以实现彼此共同的目标。作为一个工作组，他们有组织内部对他们
的身份和功能的定义（例如，一个普通医疗团队拥有医生、护士和接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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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规模没有大到可以与组织定义相近的程度，组织拥有一个以子群体的
纵向和横向关系为特征的内部结构。实践中，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团队的成
员小于 15 人（最好是不多于 6 ～ 8 名成员）但多于 2 人。
以下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有用的关于团队协作的定义：
团队是指人数较少的，共同为一个明确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工作的一
个群体，这个任务由群体一起完成比由个体独立或者平行工作完成更高效；这群
人拥有明确的、共享的、具有挑战性的、直接源自任务本身的团队层面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群人不得不紧密联系、互相依赖；这群人在其中扮演各自
独特的角色（尽管有些角色可能会重复）；这群人拥有必要的权威、自主权和资
源以实现团队的目标（Woods and West，2010）。

团队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分成五种类型（Woods and West，
2010）：
● 战略与政策团队

例如，管理决策团队；制定教学质量标准的大学教

务委员会；决定如何减少国内汽车碳排放的政府团队。
● 生产团队

例如，手机制造公司里的制造组装团队；铝冶炼公司里的

生产团队；啤酒厂里的灌装团队；园林苗圃里的种植和销售团队。
● 服务团队

例如，面向客户组织的复印团队；医院里的医学影像团队；

电脑销售组织里的咨询服务中心团队；普通保健医疗队。
● 项目开发团队

例如，研究团队；新产品开发团队；软件开发团队；

旨在发现碳纤维涂层系统缺陷成因的问题解决团队。
● 行动和表演团队

例如，手术团队；谈判团队；商业客机飞行团队；

救护队；消防队；救生艇团队；足球队；弦乐和摇滚乐队。
区分它们的关键维度包括：
● 持续性——项目团队都有一个明确的存续期，短则数周，长则数年。
一个新建钢铁厂的筹备工作小组可能会在一起共事多年，而医院的事
故和应急小组在一起合作的时间通常只有几个小时。
● 对技能 / 胜任力发展的重视——进行复杂手术的外科团队，譬如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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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科手术团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而高层管理团队
往往很少重视自己的技能发展（我们将在 12 章中看到，这也许是错
误的）。
● 真正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客户应答团队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可能微乎
其微，而高层管理团队则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影响力。
● 任务的等级（从常规级到战略级）——机组成员执行短途飞行基本可
以看作常规任务，而跨国组织的高层管理团队考虑的则可能是在哪个
国家修建一个 100 亿美元的生产基地。
在以上对团队类型的探索中，隐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有一些任务更适
合由团队来完成，而其他任务则最好是由个体单独或由一群个体并行或连续
地完成。本章的第二个学习目标就是了解哪些任务由团队来执行效果最佳。

团队都做些什么
团队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完成工作，实现一系列目标，无论目标是捕食
角马，还是为心脏病患者进行手术，抑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如果没有为团
队指定任务，仅仅为了建立团队而建立团队，就相当于请客只布置餐具而不
上菜！这样做还可能损害组织运作、酝酿冲突、积累愤怒情绪并最终使组织
崩溃。
团队的任务应该是那些最好由团队来执行的任务。为一个超级油轮的船
体喷漆不需要油漆工人相互配合或者密切沟通，每一个参与喷漆的工人仅需
知道哪一部分船体由自己负责即可，而把油轮驶出港口、改装发动机则可能
需要团队合作。类似地，足球和曲棍球队都可以称作团队，因为为了实现自
身的目标，团队成员不得不相互依赖地工作、不断地沟通、了解彼此的角色
并共同执行一项战略。
什么样的任务更适合由团队而非个人来完成？可以通过以下维度来分析
组织中的任务是否适合团队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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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的完整性——譬如说任务是组装整个传动系统，外加安装车轮，
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给车轮上螺丝。
● 多样化的技能要求——完成任务需要一系列技能，而这些技能为不同
的个体所拥有。
● 任务对依赖性和互动的要求——任务要求人们以相互依赖的方式一起
工作，交流、分享信息，以及讨论什么才是完成工作的最佳方法。
● 任务的重要性——任务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或者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性。
譬如，一个在沿海地区为繁忙的航道提供服务的救生艇团队，或者一
个在高风险行业里提供健康和安全服务的团队，其成员都有可能因为
其任务至关重要而深受鼓舞。
● 任务提供的学习机会——为团队成员提供发展以及丰富他们的技能和
知识的机会。
● 任务的可扩展性——任务能够不断发展，从而为团队成员提供更多的
挑战，需要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断学习新的技能。譬如车间生产
团队，他们甚至可能会在产品交货期（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以及产
品定价方面与客户直接沟通。
● 团队的自主权——团队对他们的工作有多大程度上的自主权，这里面
涉及的范围既包括何时休息这样的小事，也包括能否自主引入新产品
或新员工。下面我们将深入研究自主权的问题，因为它是导致团队工
作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创建一个团队，却不给他们自由和权力来决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
自己的任务，这有点儿像教人骑自行车时，给他配一辆很棒的公路赛车，然
后告诉他只能在卧室里骑。然而，在许多组织中，我恰恰看到了这一点：虽
然团队组建了起来，成员却没被赋予制定和实施决策的权力，也没有权力带
来突破性变革。再者，组织层级的数量也几乎没有改变。因此，团队成员的
期望无法得到满足，对团队协作也就失去了信念，团队协作也就成了大家该
如何支持彼此的空想而已。团队的自治程度反映了团队在下列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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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的制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 在哪里工作，工作多久（何时加班，何时离开）；
● 给定任务之外进一步活动的选择权；
● 选择完成任务的方法；
● 任务责任在团队内部的分配；
● 团队成员的资格以及数量（什么人以及多少人可以在团队工作）；
● 如何完成个体任务。
一支负责救助受灾船只的救生艇团队很可能在每一个维度（任务的完整
性、多样化的技能要求、任务对依赖性和互动的要求、任务的重要性、任务
提供的学习机会、任务的可扩展性以及团队的自主权）都高度符合。一个负
责为写错了地址的信重新书写正确邮编的邮政服务群体，则可能在每个维度
都不符合。

如何建立有效的团队
团队如何才能克服上文中提到的社会惰化、不当决策等问题？又如何才
能拥有一个合适的任务呢？
Salas 等（2009）指出，团队协作有五大核心元素：①领导力，具体包
括搜索和组织信息以帮助团队执行任务，使用信息解决问题，对团队成员的
管理以及对资源的管理（例如，IT 资源）等方面。因执行某项特定任务需要
领导职能在团队成员间转移时，领导权也可以共享，这取决于谁拥有执行该
特定任务最需要的知识、技艺和能力；②适应力，是指团队响应环境变化或
潜在变化，对其执行过程进行调整的能力；③成员间相互的绩效监督，这可
以确保团队协作保持在正轨上；④支援行为，这意味着当团队中有人工作超
负荷时，团队成员会彼此提供支持；⑤团队导向，这是指团队维持高效协作
的稳健性，甚至是在存在压力或者紧张的情况下。
这些核心元素是通过如下三种协调机制来实现的：①共享的心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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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团队成员彼此共享的，或者在团队内部传递（或多或少）的，有关团
队工作、工序或者氛围的知识结构或表现形式，这一模型使得团队成员能够
以一个相容的方式工作；②闭环沟通，是指按照“团队某成员发出消息——
其他团队成员接收——发信者进行跟进以保证消息被恰当地接收和理解”的
闭环进行沟通；③互相信任，这是指团队成员信任彼此所做的承诺并且尽力
为彼此提供支持。以上分析对建立有效团队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其中包括：
明确而有效的领导；鼓励团队审视环境，适应环境；互相监督，并对彼此的
表现提供反馈；成员间互相支援；培养成员对团队任务、彼此角色和所面临
环境的共同理解；有效而深入的沟通；通过确保所有成员都是可靠和能够提
供支持的来建立信任。
另外一组研究聚焦于团队执行的任务以及反馈是如何管理的（见 Cohen
and Bailey，1997；Guzzo，1996）：
团队应该去执行那些内在很有趣的任务

如果团队要执行的任务在本质

上是有趣的、激动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和令人愉快的，那么团队成员会更
加努力地工作。反之，如果一项工作要求工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同
样一根螺栓安装同一个螺母，那他们就不太可能感受到激情和投入。如果团
队面对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任务，那么成员一般会表现出更高的投入度，更强
烈的动机和更多的协作。因此，团队的目标和任务都需要进行非常仔细的设
计（见第 6 章）。
团队成员应该感到团队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当团队成员认为他们对

团队的贡献可有可无时，最容易产生社会惰化现象。例如，在普通医疗团队
工作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一些护士和接待员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受重视。
角色澄清和谈判是使团队成员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对团队命运有重要影响的一
种途径。我们将在第 8 章充分阐述这部分内容。通过对每个团队成员的角色
的探索，以及对团队和个人目标的识别，团队成员能够体验并向其他成员展
示他们的工作对团队整体成功的重要性。
个体执行的任务也需要有趣

个体的任务应该是有意义和充满内在激励

的。这和团队的任务应该有趣一样重要，只有个体的任务需要专注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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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他们才会更努力地工作，付出更多的承诺，也更具创造性。举个例
子，一个坐在会议现场观察团队工作过程的研究者，一定比那些将问卷中的
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中的研究者更有动力，对任务也更有创造性。
成员个体的贡献应该是不可或缺和受到评估的

有关社会惰化的研究表

明，当团队成员相信自己的工作对于团队不可或缺时，社会惰化的现象会大
大降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还应该受到评估。他们不但要感受到自
己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需要知道其他成员能够看得见他们的贡献。在
实验室环境中，当团队成员知道他们的表现能够被其他成员观察到时，他们
更有可能保持足够的努力，以达到正常的表现水平。譬如，当团队成员被告
知，每个人的叫声大小都会被测量，用来评估其对团队整体响度的贡献时，
典型的社会惰化现象就没有发生。我们也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医生的表
现：接待患者的数量；对患者临床治疗的质量；病人对全科医生的满意度；
完成的出诊次数；出诊时临床诊断质量；开具的处方；与其他团队成员的沟
通质量和数量。
团队的目标应该是明确的，并附有绩效反馈机制

对个体而言，明确的

目标设置和绩效反馈对员工非常重要。同理，团队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明确
的团队目标与绩效反馈也至关重要。研究证据高度一致地显示，当人们拥有
明确的目标时，其业绩会普遍提高（Locke and Latham，1990）。然而，用清
晰的目标作为团队绩效的激励手段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套准确的绩效反
馈机制。以一个 IT 支持团队为例，至少每年要对以下所有或部分内容进行
反馈：
● 客户对其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
● 由改进客户服务所带来的创新和变化的效率；
● 团队内部技术支持的质量；
● 团队内部的氛围以及团队成员对共同工作情况的感受；
● 与其他部门，如销售、研发、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关系质量；
● 财务业绩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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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在减少客户等待时间方面的效率；
● 在客户获得支持和指导方面的改进。
团队的绩效指标越精确，团队绩效越有可能得到改善，社会惰化现象越
有可能得到抑制。

体验式练习

测量你所在团队表现的有效性

1. 找出所有与团队工作有关系的团队和个人，他们可能包括：
● 管理层
● 客户
● 服务对象
● 组织中的其他团队 / 部门
● 其他组织
● 公众
● 你和你团队的同事
2. 找出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用来评价你们团队有效性的标准。根据以上
列出的内容，这些标准可能包括：
● 实现组织目标
● 及时提供优质的商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 提供有用、及时、优质、贴心的服务
● 提供有用的信息
● 高效的合作
● 以符合社会道德的方式生产对社会有价值的好商品或服务
● 成员拥有良好的工作生活质量，同时能够体验到成长和发展
（以上标准可以针对你们的团队进一步细化，同时各个利益相关者可能还
有一些其他标准。
）
3. 用从 1（完全不重要）到 7（非常重要）的量度为每个标准打分。如果
可能的话，要求其他团队成员也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做能够识别出彼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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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分歧的领域。
4. 根据你自己对团队在某一个方面表现的评价，对这个方面给出一个从
1（完全无效）到 7（非常有效）的评分。同样，如果可能的话，邀请你的同
事进行同样的评级。这个练习会给出一个简单而清晰的信号，说明你认为团
队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之后用“重要性”得分减去“有效性”
得分，你也将得到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指向那个最迫切需要改善的
领域。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邀请利益相关者自己对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和有效
性进行评估。

总结
团队的有效性维系于一系列心理因素上，它们能够改善或者阻碍团队
绩效。
1. 诸如社会惰化、官僚主义以及人格差异等微妙之处，都可能会显著地
抑制团队绩效。
2. 在组织内部，团队经常在缺乏有效性措施保证的条件下就开始运行。
3. 对团队管理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明确团队的目标，澄清个体的角色
和目标，以及确保领导结构清晰。
4. 与此同时，团队必须有及时、规律、清晰和准确的绩效反馈机制，以
提升团队的有效性。
团队绩效非常复杂，我们首先需要对团队工作流程有科学和实际的理
解，然后总结出应用指导方针，以确保实现最佳的团队协作。你将在本书的
其余章节中找到这些指南。

实践聚焦
Rickshaw 女士在自己开设的学生成功学课堂上，要求学生们对他们选择
的课题做半个小时的演示。介绍以团队的形式进行，而团队由 Rickshaw 女
士随机指定产生。学生们有大约 4 个星期的研究和准备时间，其中包括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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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上课时间。打分的基础是事先就已公布的评分原则，以及来自团队其
他成员的评价。
简、罗伯特、丹尼、莎伦和丽兹被分配到第三队。在他们的第一次小组
会议中，他们首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挑选课题。他们花费了 45 分钟后，
最终选择了资金管理这一主题。但老师告诉他们，另一队伍已经选择了这个
话题，剩下可选的课题只有冲突管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接受。在剩下的
15 分钟讨论时间里，罗伯特试图说服小组，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来展现冲突。
莎伦则想通过研究来给出一个更详细、更有信息量的演示。简对角色扮演的
想法很热心，并且建议，他们做一个视频演示自己的表演。在话题选出来之
前，丹尼就睡着了。丽兹则一直静静地坐着听她的队友们讨论。直到下课，
这一队还是没有完成分工，但大家一致同意下周一 4:15 在学习园地碰面。
星期一，丹尼没有按时出现。
直到 4:30，丹尼也没有出现，于是大家决定先开始。之后，简宣布她必
须在 20 分钟后离开，因为她要赶在 5 点之前去托儿所接她的孩子。罗伯特
开始着手写脚本，但莎伦想先讨论他们的演讲内容，并且分配研究任务。她
认为他们必须先搞清楚状况，然后才可以投入脚本的写作。丽兹还是静静地
听着。接着，团队发生了争执，而简则不得不在做出决定之前离开。最后，
大家约定下一次会议将在下周的上课时间举行。
在下一次会议之前，罗伯特说服简认同了他的角色扮演计划，之后他们
一起编写了剧本，并且努力使其幽默有趣、富有娱乐性。罗伯特找到丹尼，
通知他参加下一次会议，并警告他不来的话就没有可演的角色。与此同时，
莎伦从图书馆借了六本书，从网上打印了四篇文章。她还准备了一份提纲，
详细介绍了冲突管理的各个方面。丽兹则只是担心她在整个项目中的角色。
在一周后的课堂会议上，所有的队员都到场了。罗伯特向团队通报了他
的计划，那就是他和简已经决定做一个小品，他们连脚本都准备好了。然
后，他开始给各位队友分配角色。莎伦被激怒了，她坚持认为他俩的剧本缺
乏内容，并且要求他们重新按照她构建的轮廓书写脚本。而罗伯特却说他不
想参与乏味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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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a script all ready. Then he began to assign parts to his teammates.
Sharon was incensed and insisted the script was short第on
content and
2 章 真正的团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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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ed that they re-build the script around her outline. Robert said
he wanted no part in a boring presentation.
Danny did not show up to the remaining team meetings. Liz agreed
to do a small part in the play. Jane promised to gather props and cos在随后召开的几次会议中，丹尼再次缺席；丽兹同意在剧中扮演一个小
tumes. Sharon stubbornly insisted on preparing an informational
角色；简承诺去准备道具和服装；莎伦则固执地坚持要准备一份信息简报。
presentation. She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this integrated into the
role-play but Robert would not agree to change his script. They
她本来希望把这份简报融入角色扮演中，但罗伯特不同意改变他的剧本。最
planned a practice of the role-play during their math class on the
终，他们计划在
10 月 1616,
日的早上，在课堂上进行角色扮演。
morning of October
the day of their presentation.
O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16, Danny did not come to school and
在当天早晨，丹尼没来上学，而丽兹忘了带道具。这些事故最终导致了
Liz forgot to bring the props. The practice ended up being more of an
更多的争论。在课程即将开始的时候，丹尼出现了，并且大感意外地说：
“你
argument session. Danny showed up just before Student Success was
to start and said
“You mean it’s today?!” Liz was very nervous and felt
们说是今天吗？
”丽兹很紧张，觉得很不舒服，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否胜任角
very sick. She wasn’t sure she could do her part. The presentation
色。接着，莎伦开始读她冗长的介绍，之后小品开始，一共演了
分钟。整
began with Sharon reading her lengthy introduction and then 5the
skit
began. The skit was five minutes in length. The whole presentation
left
个演示过程让班上的其他同学深感困惑。另外，演示只进行了
12 分钟，而
the other class members confused and it ran twelve minutes instead of
不是所要求的 30 分钟。
the required thirty.
来源：http://www.oncourseworkshop.com/interdependence001.htm
(last accessed 1 August 2011)
Source: http://www.oncourseworkshop.com/interdependence001.
htm (last accessed 1 August 2011)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又该如何避免呢？
What went wrong and how could it have been prevented?

Key复习要点
Revision Points
●
●
●
●
●
●
●

● 团队工作的主要优点有哪些？
What are the main benefits of working in teams?
● 团队工作的主要缺点有哪些？
What are the main drawbacks of working in teams?
● 团队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What
are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team?
Describe
the types of teams in organizations.
● 描述一下组织中团队的类型以及它们有什么不同。
How do they differ?
● 哪种任务适合团队来做，哪些则不然？
Which
kinds of tasks are appropriate for teams and which are not?
How
can
we build effective teams?
● 如何建立有效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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