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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帶人主管的遠距工作管理心法

因應疫情的挑戰，許多公司都改以視訊取代實體面試，降低傳
染風險，盡可能維持招募活動正常營運。
線上面試不僅是把平常的面試活動搬到視訊平台，在降低接觸
風險之餘，維持良好的使用者體驗，甚至藉此提升雇主品牌形
象，您還必須注意一些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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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前，超前部署
不是每位面試者都熟悉視訊工具，邀約面試時務必確認面試
者具備所需的設備與軟體，邀請函也建議寫明面試流程與操
作注意事項。

面試中，流程管理
即使是HR不參與的面試，也須於面試開始前確認面試者與
面試官雙方就緒，才離開線上會議室，並於離開前留下緊急
聯絡方式，方便面談中的問題排除。假設一位求職者在同一
天被連續安排多場面試，建議前一輪的面試官等待下一輪面
試官加入對話、雙方交接完成後再離開通話，給予面試者安
心的感覺與流暢的體驗。

面試後，關懷詢問
面試後貼心詢問面試者及面試官的感受，針對設備、流程與
其他體驗蒐集雙方意見，持續進行優化改善，讓下一次的視
訊面談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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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招募任用實用觀點，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疫情下的管理小貼士 #1



自遠距工作模式啟動後，多數工作者都需善用手邊可得數位工
具以完成公司交辦任務。為什麼有些員工切換新舊工作模式輕
鬆愜意，生產力不僅維持甚至提升，某些員工則相反呢?
企業不妨透過「數位適應力(Digital Fitness)」的四個面向，
盤點評估員工在遠距工作的優劣勢為何，並規劃短期的應變方
案與長期能力發展藍圖

Mindset
員工是否具備成長型思維
與持續創新學習精神，並
樂於嘗試新工作方式與新

工具？

Skills
員工是否具備能運用數
位科技與工具於工作中
的技能(例如線上開會或

數位協作工具)？

Behaviors
員工是否能夠擔任數位工
具領頭羊、探索新事物，
並具有協助他人適應新工
具與工作方式的行為？

Relationships
員工是否樂於拓展與他人
關係，能有效協同解決客
戶問題，發展以顧客/使用
者為中心的數位合作關係？

想知道更多數位適應力精彩內容，
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

資誠PwC Taiwan」

Digital Fitness 
Assessment App

資誠如何培養
新數位人才



給帶人主管的遠距工作管理心法
疫情下的管理小貼士#1

疫情讓遠距工作成為職場新常態，也讓上下班界
線變得更模糊，員工的工作成果與士氣管理更成
為挑戰。然而，危機也可能帶來轉機，企業不妨
透過以下三個面向，檢視目前的管理作法，協助
主管與員工間的良性互動，交付工作成果：

1 心心相印的目標設定

更黏卻不太黏的進度追蹤

3 軟硬兼施的日常回饋與關懷

遠距工作更需要目標設定符合SMART原則，主
管與同仁需要對於產出形式、產出重點、交付
方式與交付日期(甚至時間)，都有更明確的認知
與共識，以確保同仁是在對的軌道上

疫情打亂了既有的工作步調，主管與同仁需要
更敏捷地觀察環境變化、動態調整工作內容；
因此，進度追蹤需要比以往更頻繁，並透過雛
型(prototype)與迭代方式逐步完善

遠距工作下，除了給予工作面的指導，主管需
要更關心同仁的心理與家庭狀態，平衡疫情與
工作造成的雙重壓力與不確定性，照顧同仁心
情也不犧牲工作品質

想知道更多有效落實績效制度的方法，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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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讓在家辦公成為新常態，但也不免對員工造成壓力
與困擾。如何在現今不碰面的狀態下凝聚團隊士氣與向
心力？主管不妨參考以下三個作法：

公司應時時瞭解掌握員工狀態，譬如「硬需求」：員工的資訊
設備完善嗎？防疫用品是否足夠？疫情期間是否可有電信補助？
更重要的是「軟需求」：如在家工作是否因工作與家庭照護較
難切分有產生焦慮？有哪些技巧與資源可以提醒和分享？

在有效溝通中，語氣跟聲調占38%，肢體語言占55%。聲音可
以釋放正向訊息跟支持，而肢體動作更能強化效果。如歐美最
擅長錄製影片或現場直播，讓身處各地的員工獲得激勵，甚至
開放成員即時參與與回饋，這是疫情期間凝聚組織的有效措施

渴望人跟人的互動是人類的本性。團隊可約好同一時間進行共
同活動，比如禮拜三安排視訊午餐；禮拜一Blue Monday大家
都穿藍色衣服；禮拜五下午可以一起happy hour，喝咖啡、聊
是非。重點是尊重每一個同仁在遠端的感受及願意投入的程度

1 從員工角度出發，降低焦慮感

2 鼓勵領導者「獻聲」也「現身」

3 來一杯「視訊咖啡」，創造更多互動

想知道如何測量員工投入度，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疫情下的遠距工作已成職場新常態，連帶衝擊既有的任務排
程與分工模式，無可避免地挑戰企業在資源管理上的彈性與
韌性。此時正是重新思考與定義員工「做什麼」與「如何做」
的絕佳契機。藉著疫情全面檢視既有的工作任務合宜性，將
是企業在業務拓展與人力運用效能的提升關鍵

疫情限制既有業務的同時，可能也帶來新的商機。企業應化危
機為轉機，以既有核心能力為基礎，拓展更具未來發展性的業
務機會或活動。譬如透過線上媒體和通路進行行銷宣傳、透過
新科技進行雲端業務、透過數位工具優化工作流程等，創造新
商機與新價值

疫情讓團隊難以依照原有的時程與分工執行任務，建議主管盡
速全面盤點團隊工作內容與所需資源，以梳理出「必須實地執
行」與「可遠端執行」的工作，彈性地重分配優先順序、執行
者與投入資源。團隊任務可盡量控制在三人內，降低溝通成本、
提升人力運用效率

企業：因應市場變化，創造新業務版圖

主管：盤點工作優先度並優化分工配置

想知道如何進行人力與工作規劃，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疫情下，除盡力維持既有工作品質外，建議
員工展現當責態度與快速培養第二、第三專
長，積極爭取新的工作內容領域，順應環境
轉型T型人才，發展個人長期職涯持續就業力

個人：展現當責也發展多元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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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如何有效應用員工數據，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疫情期間，企業要能超前部署、積極抗疫，高度仰賴對
於營運及人員數據的如實追蹤與靈活運用。以下提出三
個疫情期間的數據應用建議，企業不妨進一步延伸思考，
積極培養「數位素養」，以因應高度變化的管理挑戰：

企業可透過員工住址、打卡或門禁紀錄評估風險足跡、規劃辦
公分流路線降低群聚風險；依據員工勞健保扶養資訊，研擬差
異化員工支持方案；依據公司設備或工作平台的登入與使用時
間，適時提醒同仁休息。透過更精準且科學化的防疫與關懷措
施，讓同仁在疫情間也感受到公司的關懷與用心，提升員工體
驗與認同感

精準關懷與防疫措施提升員工體驗

疫情間，防疫津貼或防疫物資的購置勢必造成企業一定負擔。
企業可根據各種情境假設，模擬試算不同等級營業需求下，所
需最低勞動力投入及對應費用，訂定不同情境下的持續性營運
計畫，優化差勤班表、交通補助、電信補助、防護用品等資源
配置，把錢花在刀口上，度過疫情難關

模擬試算防疫支出有效分配資源

維護資料品質與嚴謹個資管理

企業要能活用數據科學抗疫，擁有及時而高品質的營運及人員資
料是先決條件，避免Garbage in, Garbage out。在數據蒐集、處
理與應用期間，務必須尊重員工個人意願、堅守數據蒐集之必要
性與正當性，並善盡資訊安全管理之責，避免偏誤數據和片面詮
釋造成的見樹不見林，真正發揮大數據的管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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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奢望出現曙光的2021，沒想到竟是2020升級版，驟然的疫
情海嘯儼然已不可視為短期的危機，企業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
是強化「韌性」(Resilience)，跳脫「一昧防守」思維，逐步調
整體質、補強自身不足以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世界。

企業可針對新常態思考從策略Strategy、組織架構Structure 、
人員People、流程Process、數位工具Technology等五大構面
全面檢視營運概況，分析現行痛點、辨識關鍵議題與所需資源，
對症下藥才是最有效率的最佳解

了解自身現況後，可進一步思考如何在疫情影響下，不僅「開
源」也「節流」。例如：航空公司在去年迅速把許多客機改為
貨機，降低疫情衝擊；連鎖咖啡店評估各門市營運效益，關閉
虧損店面，並讓採購本土化，降低運營成本，期望藉此疫情，
診斷並調整平時被業績成長掩蓋的不合理成本結構

問診：先來個SSPPT健檢吧！

開藥：創新開源與效率節流

想知道如何開始企業健檢，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

重建與復原過程除了資源的重新配置，更仰賴變革過程中投入
強大領導力。企業主若能以開放、審慎、樂觀的態度看待疫情
時代的經營環境，善用科技的輔助擁抱改變，將患難意識昇華
為群體歸屬感，相信定能帶領公司一掃陰霾，重建繁榮與信心

服藥：擁有好心情，就會心誠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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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侵襲讓我們深刻理解生命的渺小與脆弱，但我們相
信善良正直與誠摯關懷將成為照耀黑暗的希望。疫情會過去，
言行會留下，期盼企業能藉此艱困時機，身體力行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發揮正向影響力。

生態圈中亦可串聯結盟，發揮打群架精神，分享資源共體時艱。
例如：KOL利用自身流量協助餐廳曝光推廣；餐飲業主共同成
立點餐窗口，相互拉抬也集中服務資源；瑜珈教室結合咖啡廳、
蠟燭店、早餐店，推出防疫身心包，跨界合作擦出創新火花

有餘裕的企業可直接透過產品服務來回饋社會。例如：家用清
潔品牌提供醫護優惠或贈送物資等回饋活動；藝文展場團體發
起舞台劇、展品線上免費看，用藝術為民眾加油打氣；線上學
習平台推出免費課程，鼓勵民眾趁著疫情期間自我充實、疫情
過後再出發。冀流量創造與品牌形象塑造能相得益彰

疫情下，妥善照顧自家員工就是最大的影響力。除了依據實際
工作情境採取必要的防疫措施，也應給予員工身心靈上的支持。
如遇經營困難，可協調勤務頻率或改變工作內容、協助員工申
請補助等，以維持員工基本生活為優先指導原則

3 串聯擴大生態圈互助力

2 主動回饋社會大眾

1 允諾照護自家員工

期待黑夜過後，迎接島嶼天光

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歡迎搜尋「人才與組織變革諮詢資誠PwC Taiwan」，資誠與您齊心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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