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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展团队
第二部分将探索创建团队的过程、如何有效地领导团队，以
及如何培训团队以实现一同高效地工作。
第 3 章探讨了团队成员的选择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基
于这样一个前提——团队协作是为了达成团队目标，而这一目标
需要通过一群人各显其能、分工协作才能完成。这意味着，首先
要确定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类技能。之后，我们将考虑不同性格的
混合会对团队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年龄、性别、职能背景（工程
师、化学家、经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将如何影响团队流程
和绩效。本章解释了如何才能确保人的混合可以带来创新和效率，
而不是冲突和失败。
第 4 章探讨了领导者在团队中的关键作用，并且区分了需要
领导者承担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提供方向、管理团队业绩，
以及教导团队成员迈向成功。另外，本章还描述了团队领导者可
能面临的一些障碍，并对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团队领导者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 5 章考虑了团队培训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以促进团队
取得成功。本章描述了实践和证据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表明，
现实中许多团队培训干预措施仅有有限的效果。然而，精心设计
的团队培训确实能提高团队绩效，本章解释了能够给团队带来成
功的培训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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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团队
每一天，我都会数次地意识到，我的肉体和精神生活
是何等仰赖那些活着和死去的同胞的辛勤劳作，也意识到
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回报我的所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本章要点
● 创建团队时，重要的是关注与任务相关的技能
● 团队成员的能力是团队绩效的风向标
● 职能背景、性格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混合与团队协作过程和产
出之间的复杂关系
● 团队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团队流程和绩效
● 如何从团队的多样性中获益

当你在一个伟大的球队打球时，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你们配合的默契程度以及对彼此风格和动作的了解。直觉般地，彼此交相辉映。
团队中的天赋是惊人的。作为个体，他们都异常杰出，但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就是无法通力协作。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在团队中有太多自负的人。
关键是找到那个神奇的组合，那个融合了成熟、能量、决心和创造力的技能
与经验的组合。当这一切都到位之后，它就像一曲曼妙的芭蕾，让人赏心悦目！

这些来自运动队球员的评述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工作团队的成员身上。
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创建团队。很多时候，团队成员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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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招募为团队成员，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在同一部门
工作。也可能是团队领导认为他们刻苦努力，又或者仅仅是因为领导喜欢他
们。然而，这些都不应该是选择他们加入团队的主要原因（当然，刻苦努力
或者拥有大学学位这样的条件，对于招募团队成员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仔
细考虑，团队为何存在？它们的存在都是基于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需要一
组人互相依赖、共同完成。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任务——把一块大石头推上
山。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完成这样的任务。这需要一组人共同努力，并且努
力的方向一致才能成功。在为这个团队选择成员时，我们希望挑选出那些拥
有合适技能的人，这些技能包括力量、耐力和协调能力。如果团队任务是操
作一艘救生艇，那么艇长应该寻找的就是那些拥有导航技能、掌舵技能、急
救技能以及机械技能的成员，而且所有成员最好都有在船上工作的经验。在
制造业企业里，董事们则希望找到在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研发
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富有经验的专家，并且任命他们主管企业的各个机构。
创建一个团队的目的，是完成一个只能由团队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
第一步就是明确任务，然后确定完成该任务所需的技能。如果一开始没有进
行清晰地任务界定和技能定位，那么团队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低。然而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少有团队领导遵循这些准则来建立团队。Mathieu
和 Schulze (2006) 的研究表明，那些拥有丰富的任务相关知识的团队绩效更
好，在执行任务时也比其他团队更加高效。
虽然有些咨询公司为团队领导提供针对其成员个性特征的分析并由此获
利，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尽管如此，有理由相信，我们仍然应该考虑候选人在何种程度上具备了作为
团队成员高效工作所必需的个人特质。假定所有人都适合团队协作显然不太
现实，因此，应该在团队成员招募过程中着重考虑某些特定的个人特质和偏
好。正如任何“瓷器活”都有与之配套的“金刚钻”一样，团队协作同样需
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候选人是否具备在团队中工作的技能，并能驾驭好这种
技能？上文中来自运动员的第三个评述说明，我们还需要考虑团队中的人员
组合。如果我们的团队是由一批才华出众、创意十足却意气用事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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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成，那它很可能会失败。再如，如果团队成员全部都是由强势的领导者
组成，那么敌意很可能是这个团队最大的产出。
团队工作的情境决定了需要考虑多样性，这既包括性别、年龄等显而易
见因素的多样性，也包括价值观、技能、社会地位、背景、教育以及社会文
化（这在我们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尤其重要）等隐性因素的多样性。我们
该如何判定上文中受访者提到的“神奇的组合”？多样性在团队中是一件好
事吗？抑或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多样性所带来的必然的过程损失？我们将在本
章探讨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议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团队成员和正确的
人员组合。这两个问题将占据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先讨论能力，然后讨论
个性、团队协作技能、技能多样性，最后讨论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多样
性。这些讨论将给我们带来一些惊人的发现。

人格和能力
对 仅 需 个 人 完 成 的 工 作 来 讲， 智 力 水 平 就 是 预 测 工 作 绩 效 最 好 的 指
标（Schmidt and Hunter，1998）。不出所料，团队成员的整体能力也能够预
测团队绩效。一项关于军事人员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Tziner and Eden，
1985）。这一研究发现，当所有其他成员的能力普遍较高时，那些能力最强
的成员对团队绩效的贡献最大。在上一章中，我提到的一些研究表明，当面
对学习型任务时，能力水平不一的团队比单纯高能力团队表现更好。尽管如
此，总体的证据还是明确显示：由高能力成员组成的团队，其表现要比仅仅
基于他们能力之和所做出的预测更好（Devine and Philips，2001），尤其是在
面对那些不熟悉的任务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则认为，对于那些平均
认知能力高的团队，应该将工作量平均分配，以确保良好的团队学习（Ellis
et al.，2003）。
人格是什么呢？“大五”人格模型（Barrick and Mount，1991）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利用这一工具，我们可以分析团队中的人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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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团队表现的影响。该模型描述了人格的五个维度：
经验的开放性（O） 新想法、经验和想象
尽责性（C） 胜任、秩序和自律
外倾性（E） 积极情绪、合群热情
宜人性（A） 信任、直率和柔情
情绪稳定性（N） 焦虑、自我意识与脆弱性
研究表明，团队成员的尽责性、外倾性、经验的开放性以及宜人性越
高，团队表现越好（Bell，2007）。某些人格维度与有效的团队协作呈现正相
关并不奇怪，但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特定维度的重要性取决于团队的任
务类型（English，Grifﬁth and Steelman，2004）。在相互依存、成员对团队
成功的贡献容易被识别和奖励的团队中，勤奋、可靠的团队成员往往最为成
功（Mount，Barrick and Stewart，1998）。其他团队成员会将这些尽责性高
的成员视为“宝贝”，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依赖这部分成员来完成。尽责性
在团队环境中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团队减少了层级控制，从而更加依赖个体
的自律（Barrick et al.，1998）。在存在团队奖励的情况下（个体薪酬是基于
整个团队的表现），这种自律就更加重要，因为团队成员的薪酬依赖于每一位
团队成员的表现。高尽责性的团队成员组成的团队表现也更好，特别是在生
产力和计划性方面。
然而，当面对决策性而非生产性或者计划性任务时，高外倾性的团队则
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和乐观精神更容易帮助他们说服别人接
受他们的决定。对于需要创造性决策或创新的团队而言，相比尽责性或者外
倾性，经验的开放性则更为重要。对于需要创造性输出的团队来说也是如此。
还有其他一些针对团队协作的个性组合模型在商业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对于这些模型，应该基于研究证据进行审查，检验其是否真的有效。例如，一
些组织试图基于团队成员的认知风格来实现团队内部的相容性，他们所运用的
就是迈尔斯 – 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评估工具（一
种认知风格调查问卷）（Myers and McCaulley，1985）。这种广泛使用的工具描
述了人格的四个维度：外倾 – 内倾，感觉 – 直觉，思维 – 情感和判断 – 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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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维度描述了一个人精力的来源和去向。外倾型的人的精力来源和
去向主要是所处的外部世界，而内倾型的人的精力主要来源于他们自身的内
部世界（E 代表外倾型，I 代表内倾型）。第二个维度描述了人们感知信息的
方法。感觉型的人主要是相信他们直接从外部世界接收的信息，直觉型的人
主要是相信他们从内部或自己的想象世界接收的信息（S 代表感觉型，N 代
表直觉型）。第三个维度描述了人们如何处理信息。思考型的人以逻辑为基
础进行决策，感觉型的人以情绪为基础进行决策（T 代表思维型，F 代表情
感型）。第四个维度描述了人们如何运用他们处理的信息。判断型的人严格
按照计划组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知觉型的人则倾向于即兴发挥和随遇而安
（J 代表判断型，P 代表知觉型）。
四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总共可以将人划分为 16 种类型。人们经常会向其
他团队成员这样介绍自己——我是 INFJ 型或 ENFP 型。毫无疑问，这样的
简单划分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这种分类本身就缺乏实证意义，除非是在极
端情况下。以本人为例，我在 T 和 F 两个维度的得分基本相同，却被归类为
F。现实生活中，人在不同的情形下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将人格这一本就被
过度简化的概念进一步简化至此，所得结论可能已经失去了意义。当然，也
正是因为它简化了我们的理解，因而这种方法很受欢迎。这方面的研究可谓
数量繁多，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团队成员进行类型搭配才能取得最大价值的。
如今在咨询行业中，一大类业务就是如何基于这一方法来组建理想团队。
然而，目前还没有切实可信的研究证据表明，迈尔斯 – 布里格斯（MyersBriggs ）人格类型的兼容性与团队表现存在关系。
Schutz（1967）提出的基本人际关系取向理论（FIRO）则试图解释团队
成员的个体属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他指出，群体互动体现了三种基本的人
类需要：融入、控制、情感。这一理论指出，由需要相容的人们组成的群
体（例如，喜欢实施控制和乐于接受控制的人组合在一起），要比需要不相容
的人们组成的群体更有效率。相容的群体会在融入、控制、情感这三种需要
的发起者和接受者之间取得平衡。在一个不相容的群体中则无法取得这种平
衡。例如，有的成员可能有更高的情感需要，而其他成员却无法提供。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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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表明，在实验室环境下，控制和情感两个维度的相容能够有效预测
由管理者组成的团队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但也有大量研究显示，相容性
与团队表现之间没有关系（例如，Hill，1982）。事实上，Hill（1982）甚至
发现，在 FIRO-B（个人基本人际关系取向的一种测量工具）方面的不相容，
能够给系统分析师团队带来更高的生产力！这也许揭示出以下可能性：在团
队工作中，完成任务的紧迫性超过了个人的兼容性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
迫切需要完成一项工作时（比如说在一次事故中合作，或者在一个儿童医院
急救部上班），我们能够适应彼此的差异，并且不让相容性问题影响我们的效
率。本书带来的一个信息是：如果我们为团队工作创造了恰当的条件，良好
的人际关系就会水到渠成，反之则未必如此（Mullen and Copper，1994）。
另一种流行的研究团队人格问题的方法是贝尔宾（Belbin）提出的贝尔
宾团队角色模型理论（Belbin，1993）。贝尔宾指出，总共存在九种团队人格
类型（见专栏贝尔宾的团队角色理论），团队要想有效运行，就需要在九种团
队人格类型之间都达到平衡。一名成员通常会同时拥有多个团队角色类型，
因此，在只有三四个人组成的团队里，也可能这几名成员的首要和次要角色
就可以涵盖九个角色的功能。然而，目前也没有严谨的研究证据支持上述预
测。用来衡量团队角色类型的这些工具（Belbin，1981，1993）也没有表现
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Anderson and Sleap，2004 ；Furnham，Steele and
Pendleton，1993）。
不同的测量方法之间具有很低的内部一致性和极高的相关性。可能是团
队角色研究方法启发了“大五”人格测量模型，从而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一
些关于人格类型和团队运行的发现。但是，许多管理者和顾问发现，这个模
型在帮助他们思考团队动力的时候是无比实用的。正是因为如此，每年都有
数百万英镑、美元和欧元被花在评估团队角色类型和创建相容性团队的尝试
上。研究证据不支持这种方法，也许是因为对相容性的追求错过了重点。毕
竟，当我们需要在草原上捕捉羚羊的时候，或者需要在一个复杂而苛刻的情
况下合作时，最为突出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相容，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如
何集体调用我们的技能，以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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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贝尔宾的团队角色理论

基于对英国 Henley 管理学院中超过 200 支参加管理业务比赛的团队
的研究，贝尔宾识别出九种团队角色类型。几乎每个人都是数个角色的
混合体，并都有其主要和次要的角色。“大五”人格很可能来自于对以下
角色的抽象：
协调者
协调者是以人为本的领导。他信任同事、接受意见、有主导力并且
致力于实现团队的目标。协调者是一个积极的思考者，支持他人对目标
的追寻、奋斗和努力。协调者是一个足够宽容的人，总是能倾听别人的
意见，但也有魄力拒绝别人的建议。协调者在一个团队中可能不那么显
眼，通常也没有杰出的智力水平。外倾性
鞭策者
鞭策者是一个以任务为中心的领导者，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干劲和强
大的实现目标的动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为了赢。鞭策者致力于达到
目的，并且还“鞭策”他人去达到团队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他会挑
战权威，与人争论或直接反对，并表现出侵略性。根据 Belbin 的说法，
如果在一个团队中有 2 ～ 3 个鞭策者，就会导致冲突和纷争。情绪稳
定性
智多星
智多星是提供点子的专家，高智商、内向，同时也很强势，有独创
性。智多星在面对团队运作和问题时采取激进的方法，更关注重大问题
而不是细节。其缺点是经常与人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且常常忽视实践中
的细节问题。经验的开放性
外交家
外交家是那些从不在他们办公室里待着的人——即使在，也是在打
电话。外交家是探索机会和建立联系的人。他们是优秀的谈判者，刺探
别人获取信息，支持、利用和发展别人的想法。他们善于交际、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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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联络工作以及探索团队之外的资源。他们的弱点是在最初迷恋某个
想法后，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而他们自己通常也不是最初想法的来源。
外倾性
执行者
执行者忠于外部的责任、纪律严明、老实本分，并且有着积极的自
我认识。他们个性坚强、务实、信任同事、吃苦耐劳，并且尊重传统。
他们的特点是焦虑感低，并倾向于以实际、现实的方式为团队效力。执
行者对于大型组织内的职责划分心存敬畏。他们往往会做那些其他人不
愿意做的工作并做得很好：比如纪律监察。执行者保守、缺乏灵活性，
对于新出现的机会往往反应迟钝。尽责性
监测评估者
监测评估者明智、谨慎、聪明，对实现目标欲望不高。在面临关键
决策时，他们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有能力评估不同的提案。监测评估者
不会被情绪带偏方向，他们的思考严肃而理性，因为需要对事情考虑周
全而往往做决策较慢，但也因此而拥有永不犯错的声望。缺点是他们可
能显得枯燥乏味甚至是过于挑剔。他们不善于激励别人。那些身居高位
的人往往都是监测评估者。情绪稳定性 + 尽责性
凝聚者
凝聚者会进行有益的干预以避免潜在的摩擦，并使团队内的“刺头”
充分运用他们的技能以实现积极的目的。他们让团队精神饱满，并促使
其他成员做出有效贡献。他们的交际技巧和幽默感都是团队的财富。他
们善于倾听，对付难搞的家伙自有一套，善于交际、敏感、以人为本。
他们的缺点是在危机时刻犹豫不决，不愿做伤害他人的事。宜人性
完成者
完成者都是“细节主义者”。他们关注细节，旨在干净彻底地完成任
务。他们持之以恒地努力，对工作一以贯之。他们对经过渲染的恢宏成
就不感兴趣。根据贝尔宾的说法，他们的弱点在于焦虑，以及难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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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完成工作。尽责性
专家
专家为团队带来珍贵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往往内向、焦虑、自我驱
动、专注并投入。他们的弱点是思想单一，对他人的目标缺乏兴趣。情
绪稳定性

团队协作技巧
当我们创建团队时，我们应该少考虑一些人的性格中相对不可变的方
面，比如他们的个性，而更多地考虑人们在团队中工作的动机、知识和技
能。这包括：对团队工作的偏好；是否有单独或集体地与他人合作的方法；
有听、说、合作等基本的社会技能；有诸如协同、关心团队和人际关系意识
等团队工作所需的技能。

社交技能
社交技能包括：
● 主动倾听的技巧——用心聆听其他人说什么，并有针对性地提问；
● 沟通技巧——针对交流对象、信息和媒介，规划如何有效地进行沟通；
● 社会洞察力——意识到他人的反应，并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 自我监测——对自身行为施加给别人的影响保持敏感；
● 利他——努力帮助同事；
● 热情、积极和合作；
● 耐心和宽容——接受批评，耐心面对挫折 (Peterson et al.，2001)。
上述社交技巧对团队表现很可能至关重要，因此在选择团队成员时务必
要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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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所需的知识、技巧和态度
在团队协作的情景下，员工既要有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又要有在团
队中高效工作的能力，因为这两种能力对团队表现都非常重要（West and
Allen，1997）。Stevens 和 Campion（1994，1999）认为，团队的有效运作
取决于团队协作能力，这一能力聚焦于团队成员所拥有的如何在团队中工作
的知识，这些知识超乎对员工个人工作表现的那些要求。通过对团队运作文
献的研读，他们发现了两类通用的技能（人际关系 KSA 和自我管理 KSA），
总共包含 14 个关于有效团队协作的具体要求（见表 3-1）。
表 3-1

Stevens 和 Campion 关于团队协作的 KSA（Knowledge，Skill and Ability）

Ⅰ人际关系 KSA
A 冲突解决

1. 促进有益的辩论，同时消除功能失调性冲突
2. 将冲突管理策略与冲突产生的原因、冲突的性质进行匹配
3. 采纳综合整合（双赢）策略，而非零和（输赢）策略

B 协作解决问题

4. 对出现的所有问题都适当参与
5. 通过构建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来避免团队解决问题的障碍（例如，
让一些团队成员拥有主导权）

C 沟通

6. 采用能够使信息开放流动最大化的沟通方式
7. 采用开放、互助式的沟通方式
8. 采用积极倾听技巧
9. 留意非语言信息
10. 热情问候其他团队成员，适当的闲聊，等等

II 自我管理 KSA
D 目标设定与绩效管理

11. 设定具体的、有挑战性并且可接受的团队目标
12. 对绩效进行监测、评估并提供反馈

E 计划和任务协调

13. 对任务、行动和信息进行协调与同步
14. 在团队成员之中建立公平、均衡的角色以及工作量体系

来源：Stevens and Campion, 1999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xxx)。

Stevens 和 Campion（1994）提出了一项包含 35 个选择题目的测试，参
加测试者被问及他们在工作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会采取的策略。研
究者发现，在多个测试中，团队成员的测试成绩都与其所在团队的绩效有着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Cooke et al.，2003 ；Hirschﬁeld et al.，2005 ；McDaniel
et al.，2001）。无论这些团队成员的专业领域或者团队角色是什么，要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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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优异的团队业绩，他们就必须具有某些一致的属性。在组建团队时，我们
应该多用那些符合 Stevens 和 Campion 的 KSA 描述的成员。对于已有团队
成员，也应该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以培养他们的 KSA。

体验式练习

团队协作的 KSA

完成下列问题，用以评价你的团队协作 KSA。
你应该找出那些自身协作能力不佳的方面（就是你选为“极少”的那些
方面），并且着力学习这些方面所需要的 KSA。更好的办法是让你的同事来
为你打分（或者让整个团队为你打分），这样你将拥有更多关于你的 KSA 的
客观反馈。
沟通

极多

极少

我理解，并且能够运用沟通网络——与同事们有充分接触

□

□

我在沟通中开诚布公，乐于成人之美

□

□

我积极倾听，鲜作评价

□

□

我言行一致

□

□

我乐于与同事打成一片，并且享受这一氛围

□

□

我对设立清晰、有挑战性的团队目标有所帮助

□

□

我注意观察团队以及团队成员的表现，并且能够提供积极

□

□

□

□

□

□

□

□

我能够识别出那些需要全体成员参与决策的问题

□

□

我能运用合适的手段让全体成员参与到决策中来

□

□

我寻找团队中提出的创新意见，并且持支持态度

□

□

目标设定与绩效管理

的反馈
计划和协调
我对活动、信息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有所帮助
我对厘清任务和团队成员角色，以及确保工作任务的平衡
有所帮助
我对其他同事的反馈抱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协作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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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解决
我制止不必要的冲突

□

□

我更倾向于双赢的谈判策略，而非零和游戏

□

□

□

□

我能够辨认出冲突的类型和来源，并且运用合适的冲突处
理策略

团队成员的多样性
同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应该有几分相似抑或不同？这要分两面看。如果
团队成员拥有相似的背景、观点、经验和价值观，那么他们将会迅速通过前
期的形成和激荡阶段，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
作。如果团队成员彼此非常不同，他们可能会发现，在早期的互动中，特别
是在形成期和激荡期的互动中，成员之间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
了解彼此，以及就目标、领导权结构和角色分配达成一致的阶段。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们观点的多样性将会提供更为广泛的意见和知识，这将反过来催
生更好的决策、更多的创新和更高的有效性。当然，这样的协同并不会凭空
而来，需要他们付出卓绝的努力以保障团队工作的高效和协调。在实践中，
我们又该如何创建一支多样性恰如其分的团队呢？
吸引 – 选择 – 磨合模型（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ASA）（Schneider，
Goldstein and Smith，1995）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一模型认为，团队会吸引
与现有团队成员类似的人，并选择这样的人，而那些与现有团队大部分成员
不同的人则有可能离开团队。相似 – 吸引理论（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
（Byrne，1971) 则认为，我们被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吸引，并设法据此来组
织和评价我们的社会。因此，团队成员和领导者都倾向于创建同质化的团
队。那么，这一倾向对团队效能和创新是好是坏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Susan Jackson（1996）主张将任务相关的多样性（如
组织职位或专业技术知识）和关系导向的多样性（如年龄、性别、种族、社
会地位和人格）区别对待（也可参见 Maznevski，1994）。更近的一项文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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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Mathieu et al.，2008）则对职能、人格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多样性进行
了区分。下面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因素。

职能多样性
当团队初创或者团队招收新成员时，领导和现有成员都试图找到一个能
够运用自身技能帮助团队完成任务的人。譬如说，在一个制药研发团队的案
例中，团队就需要一批化学家、一位金融专家和一位营销专家，有可能还需
要一位生产领域的专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多样性的程度。上面提到的制药研发
团队是否只招收对应产品领域内的化学家？还是同时再招收一些有经验的化
妆品或者其他药品专家，以拓宽团队的知识跨度，并期待这些看似无关的领
域交叉，能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我们是否应该在建立团队时指定出
非常细分的技能范围，从而将拥有相似的背景和经验的成员聚在一起？或者
我们只需大致描述所需的技能范围，并希望吸引一些拥有不同的、甚至是不
寻常的技能和经验的成员？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细分方法是“技能组合”，意为，在培训过的和未
经培训的、合格的和不合格的、监督的和被监督的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成
员群体之间达到平衡。所谓最佳技能组合，就是指以最低的成本。即经过培
训的、合格的监督者的有效部署，与所有团队成员的最大付出的结合，实现
所需的服务标准。对技能组合的审查包括：确定团队内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活
动；谁来实施这些活动；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所需的最低技能水平；以全
新的方式组合任务所带来的潜力以及其所创建的新的角色和人员分组。因
此，以这种方式选择团队的重点就是识别团队所需的特定技能——团队中要
么缺乏这种技能，要么就是由其他成员代行提供，代价高昂。
另一种方法则建议，多样性应该在团队内部发展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对
创新的影响。例如，通过对 100 个初级卫生保健团队的研究，Carol Borrill
及其同事（Borrill et al.，2000）发现，团队中的专业团体数量越多，对病人
护理的创新水平就越高。拥有多样化、互相重叠的知识领域及技能的团队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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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创造力（Dunbar，1997）。Wiersema 和 Bantel（1992）发现，团队成员
的教育背景多元化程度越高，团队高管进行战略管理的主动性就越高。
对这些问题的最大规模研究是由一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国际
研 究 小 组 进 行 的， 该 研 究 旨 在 找 出 影 响 1222 个 研 究 团 队 的 绩 效 的 因 素
（Andrews，1979）。他们评估了六个方面的多样性：项目；跨学科取向；专业；
资金来源；研发活动；专业功能。结果表明，团队的科学研究成果、研发效
率、论文发表数量及其应用价值，与团队的多样性以及团队内部和团队之间
的沟通程度密切相关。还有一些证据（Bunderson and Sutcliffe，2002）表明，
团队成员的知识分布越窄，其遇到的功能多样性问题就越多。当团队成员各
自拥有广泛的技能时，团队内部的信息处理和绩效水平都有所提高。
功能背景的多样性也可能会影响团队表现，这是因为团队成员所拥有的
功能多样性带来了更高层次的外部沟通。多样化的联结融合了不同的想法和
不同的功能领域所带来的新模式，从而有利于创新。研究也确实表明，一个
团队的功能多样性越强，团队成员进行的外部沟通越多，他们的创新水平就
越高（Ancona and Caldwell，1992）。
虽然多样化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其实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当多样
性威胁到团队的安全和团结的时候，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的执行都会打折
扣。例如，当多样性降低了团队成员关于团队目标的一致性认识时，团队必
然会失败。因此，挑战在于，既要在团队中创造足够的多样性，又不能威胁
到团队成员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以及他们彼此沟通、有效合作的能力。在多
样性很低的情况下，团队的主要问题是墨守成规，而不是在团结方面。在多
样性很高的情况下，团队的问题就变成了对团队任务、角色以及工作方式的
争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沟通和协调问题。
因此，如果一个研究团队是由统计学家、社会主义者、定量组织心理学
家、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政治科学家组成的，那么这个团队也许就过于多样化
了，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制定出一个连贯的创新方案，用以研究在什么样的情
况下，医院的病房护理团队才会承认并且研究用药的错误。当然，这也并不
是说一个群体越不多样化，它的成员就越团结和越稳定。相反，成员们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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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的多样性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和稳定。如果一个团体是同质的，
那么必将面临强大的墨守成规的压力。而如果一个团体是异质的，那么就将
面临管理（通过群体进程）多样性的压力，这种多样性会带来离心力，可能
会导致团体的解体，甚至可能威胁到个别成员（例如，他人的不同观点威胁
到其信仰）。我们只有通过对明显具有威胁的环境进行管理，才能得到扎实
的安全感。一个经常自己探索周边环境的孩子，会明显比一个从未离开过母
亲怀抱的孩子更自信。
针对这一问题，有一种解释认为，只有当多样化能够使团队进程中的损
失（如分歧、误解以及多样化的观点所带来的彼此怀疑）最小化的时候，知
识和技能的多样性才会对团队绩效和创新有益（West，2002）。由具有不同
专业背景、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人组成的团队，会比那些由同一类型成员
组成的团队带来更多的创新，因为他们能够把各种不同的观点引入团队协
作（Paulus，2000）。他们的意见分歧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以及建设性讨论的可
能性。多样性也有助于增大与团队任务相关的技能、信息和经验的规模。如
果在信息和观点上的差异是以有效决策和完成任务为导向的，而非简单的复
制、暂时的胜利，或者利益冲突，那么这些差异将带来良好的业绩和高水平
的创新（Paulus，2000；Tjosvold，1998）。

人格多样性
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证明人格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这是我们无
法放心利用贝尔宾团队角色模型、MBTI（迈尔斯 – 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和
FIRO-B 等方法进行团队人格搭配的另一原因）。一些研究发现，在外倾性
和情绪稳定性方面的多样性与团队绩效正相关；另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基于
“大五”维度的多样性进行预测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Mathieu et al.，2008）。
还有研究发现，团队成员在时间紧迫性方面的多样性（具体包括对截止日期
的感知、时间警觉以及完成任务所必需的速度三个方面）能够可靠地预测团
队中的关系冲突（关系冲突导致团队绩效欠佳）
（Landy et al.，1991）。这一点
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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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多样性
我曾亲身体验过许多组织的文化和实践，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们彼
此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比如说我曾经合作过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其员
工基本都是英国本土的白人男性，在 30 ～ 50 岁之间。另外一些企业则可能
拥有背景更为广阔的员工，譬如，超过 40% 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年龄跨度
很大、在企业的供职时间不等、性别比例更为平衡，等等。这将导致团队在
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诸如团队成员共事时间等“关系”特征方面出现大差异。
那么，我们对团队的关系多样性又了解多少呢？
有研究显示，相比于那些成员年龄分布集中的团队，年龄分布越分散
的团队，其成员越倾向于离开。此外，在高层管理团队中，我们的研究也
发现，年龄分散度越高的管理团队，其公司盈利越少（West，Patterson and
Dawson，1999）。 然 而， 也 有 一 些 研 究 发 现 恰 恰 相 反（Kilduff，Angelmar
and Mehra，2000）。一些新的证据表明，年龄的多样性和团队创新之间可能
存在一个 U 形关系：极高或极低的年龄多样性往往带来低水平的创新，而
适度的年龄多样性则会带来相对较高水平的创新（参见综述：Webber and
Donahue，2001）。
我和我的同事曾仔细研究了性别多样性带来的团队差异。结果发现，一
个团队中如果有更多的女性（除了仅有女性组成的团队），那么所有的成员
都会更积极地报告团队的运作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关注同事的参与
和互动，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任务（Carli and Eagly，2011）。此外，男性会
更多地打断女性在会议中的发言，并且不太重视女性的贡献（West，Borrill
and Unsworth，1998）。然而，如果不考虑团队进程，大部分综述性研究显
示，性别的多样性对关系冲突和团队绩效都是有害无益的（Mathieu et al.，
2008）。
在制造业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中，马尔科姆·帕特森（Malcolm Patterson）
、
杰里米·道森（Jeremy Dawson）和我发现，团队成员一起共事的时间越长，
公司的盈利水平就越高（West，Patterson and Dawson，1999）。在美国，也
有越来越多来自各个行业的证据表明，团队成员在一起共事的时间越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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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表现就越好（Hackman，2002；Wageman et al.，2008）。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团队成员在一起共事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彼此的工作风
格和长处。因此，那些成员任期长短不一的团队，表现较差也就不令人惊
讶了。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地球村”里，出国旅行和交流已成为常态。社会文
化也日益多元化，组织和团队也必须回应他们所服务社区的多样性，以便它
们能够理解和响应客户的需求。文化多样性到底是促进还是妨碍团队绩效？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这一领域的极少数追踪研究之一，Watson，
Kumar 和 Michaelsen（1993）的研究发现，拥有文化异质性的团队，在其成
立之初的一系列实践中，比文化同质的团队表现更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团队成员彼此积累了经验后，文化同质和异质群体之间的表现差异基本上就
消失了。这与我的同事费利克斯·布罗德贝克（Felix Brodbeck）在阿斯顿商
学院（Aston Business School）研究多元文化群体时的发现完全一致。
许多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都证明，如果团队既拥有集体主义文化的成
员（如中国和日本），也拥有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如英国和荷兰），那么其
将会拥有更优的决策。因为前者倾向于采用辩证的方法来做决策，分析每一
个论点的正反两方面。而后者往往在面对问题时采用更极端的决策，选择明
确的“是”或“否”的立场。通过结合这两种决策方式，代表了集体主义
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团队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全面的决策流程（Leung，Lu and
Liang，2003）。
总体而言，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表明，多元文化团队的规范和激荡阶段
往往更长，但是，如果这些团队最终能够掌握整合不同观点的工作方式，他
们就会比同质化的团队拥有更高的创新效率。关键在于如何整合不同的观点
并加以利用，这是本书后半部分的主题！

团队多样性的好处
达恩·范克尼彭贝格（Daan van Knippenberg）针对团队多样性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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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了一项全面、深入的分析，并构建了一套精妙方法来解决所面临
的矛盾和挑战。通过令人信服的文献回顾（van Knippenberg and Schippers，
2007），他识别出了理解团队多样性的两大理论工具。一是信息 / 决策制定
视角，这一视角认为多样性对团队而言是一种信息资源。多样性高意味着成
员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扩容团队在任务相关信息、知识以及视角方面
的“蓄水池”。“蓄水池”得到扩容后，就可以促进问题解决，提升决策质量、
创造力和创新。从这个视角看，多样性对提升绩效是有益的。
其次是社会分类角度，这一角度将多样性看作团队偏见的来源，是团队
成员用以区分“我们”和“他们”
（如工程师与化学家，男性与女性）的工具。
这种社会分类导致团队内部的偏见，使得不同的团队成员彼此讨厌，缺乏信
任，难以进行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样性给业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范
克尼彭贝格认为，虽然这两种角度在现实中都有充分的证据，依然有解决它
们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他提出了一个分类阐述模型（van Knippenberg，De
Dreu and Homans，2004）。在这一模型中，团队成员将多样性看作一种信息
资源，并且尝试对信息的多样性进行阐述：对任务相关的信息进行交换、处
理和整合。
团队领导者必须鼓励、指导成员进行详细的信息交流，特别是在任务复
杂的情况下，因为这将使决策更有效。领导者还必须减少社会分类的过程，
以一个强大、自豪的团队身份标识来避免群体间偏见的产生。尤其令人鼓舞
的是，领导者可以通过鼓励所有团队成员欣赏多样性为团队功能带来的好处
（所谓的“多样性信念”），来进一步增加多样性的好处，同时减少其副作用。
范克尼彭贝格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表明，当团队成员相信多样性的价值时，多
样性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与团队绩效方面（van
Knippenberg，Haslam and platow，2007）。

多样性的启示
创建团队的过程涉及汇集完成任务所需的所有技能，思考什么样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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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态度、技能和能力能够确保团队的有效性。我们需要考虑潜在的团队成
员是否具备沟通、冲突管理等团队协作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团队成员的职能
背景、生活经历、文化和工作经验必须有足够的多样性，以确保他们在工作
和决策中有多样化的观点。这种多样性能够提升效率、碰出火花并带来创
新，但前提是，团队成员能够将他们之间的差异看作一份宝贵的资产，而不
是对他们个人身份的威胁。这要求团队成员具有多样性的信念，并专注于多
样性可以给团队带来的好处。严重同质化的团队在一开始时将经历一段舒适
期，但长期来看，将是低效和缺乏创造性的。
选择团队领导者时，尤其是要看他们在处理上述团队组成影响方面的能
力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他们是否具备提升多样性积极影响、抑制多样性
消极影响的能力。这要求他们能够动员团队成员精诚团结、共同进退。为
此，可以运用以下策略：①阐明团队的共同目标；②运用社交技巧让成员聚
焦于大家的共性，并关注彼此差异带来的益处；③发展师徒关系（Anderson
and Thomas，1996）。与此同时，团队领导者还必须澄清角色之间的差异，
使团队成员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团队的独特贡献。最后，团队领导者还
需要促进多样化的探索和整合，鼓励发表不同的观点，促使团队获取多样性
所带来的协同效益。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策略和技能。
复习要点
● 什么是团队选择成员的关键阶段？
● 什么样的人格类型能够带来高效的团队业绩？
● 人格类型互补能够提升团队有效性吗？
● 高效的团队协作需要哪些主要的知识和技能？
● 职能背景的多样性会怎样影响团队有效性、创新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
关系？
● 年龄、性别和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影响团队工作？
●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团队受益于而不是受损于多样性？

●

●
●

●
●
●
●

What are the main area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teamwork?
effective teamwork?
How does diversity of functional backgrounds affect team effectiveness,
How does diversity of functional backgrounds affect team effectiveness,
innovation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eam members?
innovation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eam members?
How do age, gender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ffect team working?
How do age, gender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ffect team working?
How can we best ensure teams benefit from diversity rather
being
第 3 章than
创建
团队
How can we best ensure teams benefit from diversity rather
than
being
disadvantaged?
disadvant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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