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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团队构建过程中的人力资源问题探析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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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越来越意识到虚拟团队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灵活性和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
而且还能够降低成本。

当组织计划建立虚拟团队时首先应当确定的团队任务及相关决策，
其中的重点是使命描述、
人员选拔以及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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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竞争力是组建虚拟团队的一个战略原

拟团队成员与低效率虚拟团队成员之间的

虚拟团队成员选拔
因［２］。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差别。通过与管理者的交谈，制定了一份包

在今天的组织中，团队工作是比较重要

的标准是他们的专业技术 ＫＳＡ （
知识 ｋｎｏｗｌ－

，内容有
含 ３ 部分内容的问题调查表（
ＶＴＣＩ）

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团
的工作形式［１］。事实上，

ｅｄｇｅ、技术 ｓｋｉｌｌｓ、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以及经验（如

工作品质（如尽心尽责、正直诚实）
、团队品

队合作，组织状态就不可能存在。在许多高

特殊的销售或取得订单的技巧）
。此外，
还要

质（合作能力、沟通技巧）和远程合作精神

科技公司中，团队已成为标准的操作工序

考虑成为一个虚拟团队成员所具备的一些共

（自我管理、自我信任）
。这 ３ 个方面因素被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同时团队也

同特点。对传统团队的研究 （
Ｂａｒｒｉｃｋ ｅｔ ａｌ．，

认为是除了队员们 ＫＳＡ 和整体感知能力外

成为近十几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先进的信

１９９８；
Ｎｅｕｍａｎ ＆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９９；
Ｓｔｅｖｅｎｓ ＆

对其工作行为影响较大的因素。作为选拔标

息和通讯技术使得团队可以在虚拟的环境

Ｃａｍｐｉｏｎ，
１９９９）表明，这些共性主要分为 ３

准，从个人层面和团队层面向团队管理者征

中共同工作来完成那些曾被认为只有在面

个维度：整体的感知能力、工作品质（如尽心

集了评定意见。结果表明工作品质、团队品

对面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的任务。由于竞争

尽责、
正直诚实）
和工作情商（
如情绪稳定、
性

质和远程合作品质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而

的压力，许多公司不得不缩短产品开发的周

格外向、
平易近人）
。
当然，
也许并非每个成员

且，
ＶＴＣＩ 与管理者对团队效率的评价之间

期，通过国际范围内的外包的手段来压缩成

都具备这些品质，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及丧失

的相关性表明本标准是实用的 （ｒ＝０．４０）
，其

本，在此背景下虚拟团队开始产生。公司越

工作动力，所有成员都应具备尽心尽责并易

中远程合作品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１ 虚拟团队中的人力资源问题

来越意识到虚拟团队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

于接受他人观点的特点 （
Ｎｅｕｍａｎ ＆ Ｗｒｉｇｈｔ，

灵活性和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而且还能

。对于虚拟团队来说这些要素同样重
１９９９）

进行了研究，但还没有对虚拟团队管理者的

够降低成本。尽管这种新的工作方式逐渐盛

要。
然而，
除此之外高虚拟度的组织还要具备

选拔建立相应的标准。而且最初的想法很大

行，但关于虚拟团队及其人力资源的管理却

远程合作能力，如会使用先进的媒体或组件

程度上既包括了虚拟团队成员所应具备的

未受到重视 （
Ａｘｔｅｌｌ、Ｆｌｅｃｋ ＆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４；

尽管对虚拟团队成员的选拔标准已经

技术，
具有自我管理能力，
还需要有人际关系

能力，又包括了传统团队领导者所应具备的

Ｋｉｒ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那么构建虚拟团队的

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相互信任、
可信赖等特

能力（Ｄｕｒａｔｅ ＆ Ｓｎｙｄｅｒ，
１９９９）。因此，应该专

过程中在人力资源层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征（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Ｆｕｒｓｔ ＆ Ｒｏｓｅｎ，
２００３；
Ｄｕａｒｔｅ ＆

门为高虚拟程度团队的领导的选择制定出

Ｓｎｙｄｅｒ，
１９９９；
Ｊａｒｖｅｎｐａａ

标准。

条件呢？

＆

Ｌｅｉｄｎｅｒ，
１９９９；

虚拟团队成员通常都有不同的文化背

２ 虚拟团队成员的选拔及人才多样
化

Ｋｏｎｒａｄｔ ＆ Ｈｅｒｔｅｌ，
２００２；
Ｗａｒｋｅｎｔｉｎ、
Ｓａｙｅｅｄ ＆
Ｈｅｒｔｅｌ、
Ｋｏｎｒａｄｔ ＆ Ｌｅｈｍａｎｎ （
２００４）对 一

异化也是另一个选择虚拟团队成员的非常

将各地的专家们组织在一起提高公司

家网络提供商进行了研究，比较了高效率虚

重要的要素 ［３］。差异化也常常与协同效应联

。
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
１９９７）

景（因为存在国籍、组织专业差别）
，所以差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１０－ ０９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２００４０３５０５００）
作者简介：胡峰（１９７２－ ），
男，河南商城人，经济学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二站）
，
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同时在浙江大
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二站），研究方向为企业并购、跨国公司管理和虚拟团队管理。

１５８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人才与教育

系在一起，即不同领域的专家和观点能提高

准，这样有助于得到远程的反馈。目前对高

作是决定工作任务（
Ｋｉ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然

团队效率。事实上，基于对传统团队的研究

虚拟度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①

而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ｈｅａｄ ＆ ＭｃＧｒａｔｈ（１９９５）认为计算
机媒体团队的决策要优于面对面团队。

已经表明：对于那些复杂的、高难度的并且

基于不同的工作类型对计算机媒体团队和

很难明确定义的工作任务和需要较高创新

传统团队的比较研究；②虚拟团队工作任务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 Ｓｃｈｗｅｎｋ（
１９９５）认为前者比后者

水平的团队来说应该充分发挥多元化差异

相互联系的效果研究。

需 要 更 少 的 表 决 就 能 达 成 共 识 。 Ｂａｌｔｅｓ

化的优势 （Ｂｏｗｅｒｓ、Ｐｈａｒｍｅｒ ＆ Ｓａｌａｓ，
。
２０００）

３．１

但虚拟团队中沟通的限制减弱了多元化的

队和传统团队的比较研究

基于不同的工作类型对计算机媒体团

（
２００２）总结到那些无止境地使用计算机媒
体沟通作为团队决策的工具实在是不可取

优势且增加了产生冲突及误解的可能性，所

由于有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支持团队工

的。与传统的面对面环境相比，计算机媒体

以多元化对虚拟团队是否有利还是一个值

作，所以出现了大量对计算机媒体团队和面

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较少的信息交换以及

得讨论的话题。

对面团队的比较研究。由于两种工作方式所

成员的满意度很低 （
Ｂｅｎｂａｓａｔ ＆ Ｌｉｍ，
１９９３；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特定的文化背

完成的任务很难具有可比性，所以这些比较

。这种悲观的结论
Ｆｊｅｒｍｅｓｔａｄ ＆ Ｈｉｌｔｚ，
１９９８）

景 是 否 更 适 合 于 虚 拟 团 队 。 Ｊａｒｖｅｎｐａａ ＆

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根据

也许言过其实，因为还有许多因素没被考

Ｌｅｉｄｎｅｒ（
１９９９）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比来

ＭｃＧｒａｔｈ 的分类，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产生任

虑，如时间跨度、团队组成、团队规模、设备

自相同文化的人更容易得到信任，因为他们

务（头脑风暴）
、选择任务（制定决策）
、协商

的 便 利 性 （Ａｌｇｅ、
Ｗｉｅｔｈｏｆｆ ＆ Ｋｌｅｉｎ，
２００３；

显示出对模糊信息的较高反应意识。但来自

任务、执行任务（
如生产）
等内容。

。如当成员学会使用
Ｄｅｎｎｉｓ ＆ Ｗｉｘｏｍ，
２００２）

相同文化的人更容易被团队所接受，这也是

研究较多的是产生任务的路径，许多学

事实（
Ｂｏｕａｓ ＆ Ａｒｒｏｗ，１９９６）。在最初文化对

者都认为电子头脑风暴系统（ＥＢＳ）对团队的

Ｗａｌｔｈｅｒ，
２００２）或者与其他成员建立紧密的

创新性非常有帮助（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１９９７；
Ｃｕｍ－

联系之后，上述种种弊端就会被消除。而且

ｍｉｎｇｓ、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 ＆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９６；
Ｄｅｎｎｉｓ ＆

沟通技术与工作任务间适合度的重要性也

１９９３；
Ｇａｌｌｕｐ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Ｈｏｌｌｉｎｇ－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常常被忽略。

虚拟团队工作影响的研究中，
Ｊａｖｅｎｐａｎ ＆
也许个体文化和集
Ｌｅｉｄｎｅｒ 并没有明确发现，
体文化对虚拟团队都有有利的影响，因为个
体文化适合单独工作的情况，集体文化则可
通过与远距离成员的沟通来克服这种单独
工作的局面。
与虚拟团队的其它特点相似，文化的差
异性通常不是管理者可以选择的。因此何种
程度的差异可以被有效管理，这是一个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中一个解决文化差异
的办法就是确定特殊的团队角色。Ｈｏｆｎｅｒ
Ｓａｐｈｉｅｒｅ（
１９９６）认为在较强的个体文化主导
的虚拟团队中，一些成员要充当＂文化翻译
者＂的角色，比如在两个人交谈时，其中一方
在语言表达上不熟练或不精通对方的语言
时，文化翻译者就要替这名队员与对方进行
交流，设定这样的角色就会减少沟通障碍。
另一个解决文化差异的办法就是对全队进
行培训或建立团队支持系统 （Ｎｕｎａｍ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或者在选拔成员时将对文化的感
知能力作为一个标准。

ｓｈｅａｄ ＆ ＭｃＧｒａｔｈ，
１９９５；
Ｐｉｎｓｏｎｎｅａｕｌｔ，
Ｂａｒｋｉ，

这 些 技 术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ｈｅａｄ ＆ ＭｃＧｒａｔｈ，
１９９５；

关于计算机媒体和面对面团队协商任

Ｇａｌｌｕｐｅ，
＆ Ｈｏｐｐｅｎ，
１９９９；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Ｄｅｎｎｉｓ ＆

务的研究比较少。通常认为在面对面团队中

。ＥＢＳ 通常是一个较大的组
１９９４）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更应该采用冲突管理和协调管理，因为这是

件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为用户随机地提供由

建立信任的基础，而且复杂的交互性也需要

全体成员提出的各种想法。而且如果一个成

有这种相应的管理存在 （
Ｂ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员没有了思路还可以从其他成员的观点中

。根据 Ｍｏｏｒｅ ｅｔ ａｌ．（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由于 ＥＢＳ 有
得到启发（Ｚｉｅｇ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的研究表明，电子邮件沟通也有助于协调管

助于防止典型的动机和协调问题发生，所以

理，由于电子邮件非同步的特性，协调人员

比传统的面对面的头脑风暴法更有效

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各种可能的结果

。然而这种方法还
（
Ｄｅｎｎｉｓ ＆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１９９３）

并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且对沟通的全面

是存在争议的 （
Ｐｉｎｓｏｎｎｅａｕｌ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纪录还可以提供详细的信息查询。

Ｒｏｙ、Ｇａｕｖｉｎ ＆ Ｌｉｍａｙｅｍ，
１９９６；
Ｚｉｅｇｌｅｒ ｅｔ ａｌ．，

关于计算机媒体和面对面团队研究中

２０００）。如在线阅读其他成员的观点既束缚

涉及最少的是执行任务，所以有必要讨论在

了自己的想法又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且容易

传统团队中激励取得的成果是否可以移植

造成大家的想法都类似的局面（
Ｐｉｎｓｏｎｎｅａｕｌｔ

到计算机媒体团队中。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使

。而且，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Ｚｉｅｇ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ＥＢＳ

用计算机辅助销售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

的匿名过程有可能降低评估水平（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工作中，即使成员们匿名工作，但仍取得了

，而且有可能减少
Ｊｅｓｓｕｐ ＆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１９９０）

。
良好的效果（Ｈｅｒｔｅｌ、
Ｄｅｔｅｒ ＆ Ｋｏｎｒａｄｔ，
２００３）

虚拟团队的工作设计

工作动机，致使净效果为零（Ｐｉｎｓｏｎｎｅａｕｌｔ ｅｔ

对于产生任务来说，高虚拟度团队似乎

对虚拟团队工作的设计是指确定何种

。最后而且也
Ｖａｌａｃｉｃ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ａｌ．，１９９９；

优于面对面团队，但在决策任务方面则逊于

类型的工作适合高虚拟度的团队（Ｋｏｎｒａｄｔ ＆

是最重要的，
尽管 ＥＢＳ 比面对面团队头脑风

后者。然而，应给与这些结论详细谨慎的解

Ｈｅｒｔｅｌ，
２００２）。通常来说，较低水平的体力劳

暴优越，但证据却不明显（如队员的想法无

释，毕竟这些都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研

３

动和较多以信息为基础的工作更适合于虚

法与其他队员交流）
。一般而言，
传统头脑风

究。当团队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技术并建

拟团队（如研发、项目管理、
销售等）。另一个

暴法要优于 ＥＢＳ，因此为了更好地激发独持

立了稳定的工作制度之后，高虚拟度的缺点

重要的因素是工作任务可以分解并可分配

的想法，使用名义上的团队头脑风暴法会更

就会消失甚至转化为优点（
Ｃｈｉｄａｍｂｒａｍ，

给处于各地的成员，在需要较少的合作的前

高效。

１９９６；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ｈｅａｄ

提下可单独完成。另外还要有明确的成功标

拥有电子支持系统的团队还有一项工

＆

ＭｃＧｒａｔｈ，
１９９５；

。
Ｗａｌｔｈｅｒ，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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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教育

团队成员，这种激励有可能降低其工作动机

（
Ｂｅｎｂａｓａｔ ＆ Ｌｉｍ，
１９９３；
Ｆｊｅｒｍｅ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

。根据
（
Ｄｅｍａｔｔｅｏ、
Ｅｂｙ ＆ Ｓｕｎｄｔｒｏｍ，
１９９８）

。为了便于使用和易于接受，
１９９８）
Ｏｌａｎｉｒａｎ

Ｌａｗｌｅｒ（２００３）的建议，薪酬系统应该适应虚

（
１９９６）建议组件应该易懂、可以提供信息、

，这
务而需交互的程度（Ｓｈｅａ ＆ Ｇｕｚｚｏ，
１９８７）

拟团队的特性（如目标、工作相关性、自主

帮助队员评价某些观点，而且要可靠、充分、

往往是由团队工作设计决定的。如当团队成

性、多元化、
差异化、
虚拟度）
。薪酬系统的主

公平参与。

６

３．２

虚拟团队工作任务相互联系的效果研

究
任务相关性描述了团队成员为完成任

员需要频繁的交互时就产生了较高的相关

要目标是激励那些对公司战略有益的行为。

性，而且一个人的行为会极大地影响到其他

对于虚拟团队的薪酬系统来说，
Ｌａｗｌｅｒ 建议

成员的工作（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７）。任务高度相

用基于技术的奖励代替基于工作的奖励的

组织关系（
，即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关性增加了团队的凝聚力、信任感以及成员

系统，这样可以激励个体主动学习必要的新

织或环境的结构、政策或事件是否帮助或阻

的责任感，这是高相关性的优点（
Ｈｅｒｔｅｌ、

技术，其行为收益系统更注重于集体的而非

碍了项目目标的完成。传统团队研究表明，

Ｋｏｎｒａｄｔ ＆ Ｏ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０４；Ｋｉｒ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个人的表现，这也可以使成员产生合作的动

组织关系不同（如边界管理、公司支持）对团

２００４）。这样一来，团队成员就需要更多的沟

机。一般而言，基于团队的激励可以增加队

队成果的影响也不同（
Ｄｅｖｉｎ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Ｉ－

通（
Ｂｏｕａｓ ＆ Ａｒｒｏｗ，１９９６）。可是面对面接触

员动机，这与期望也是一致的，即团队激励

。尽管此方面并不针对虚拟团队，
ｉｇｅｎ，
１９９９）

的缺乏又使沟通变得更困难。最近对 ３１ 个

和团队成果具有相关性。因此，尽管需要更

虚拟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团队内部任务相关

多的研究，但是最终的经验结果和理论假设

性已经被形式化为增加工作经验的 ３ 种可

是一致的。

能的管理实践之一 （Ｈｅｒｔｅｌ、
Ｋｏｎｒａｄｔ ＆ Ｏｒ－
ｌｉ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４）。与这种期望一致，结果显示
工作效果和任务相关性有显著的相关水平。
另外，较高的相关性又会增加工作损失，引
起冲突和机会成本的发生。可见任务相关性
对工作效果既有有利影响又有不利影响，这
也要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与这种思想
一致，相关的研究 （
Ｈｅｒｔｅｌ、
Ｋｏｎｒａｄｔ ＆ Ｏｒ－
ｌｉ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４）认为工作任务相关性在建队
之初（小于 ５ 个月）与工作效果有关，因为它
需要增加成员之间的交流次数。在经验丰富
的团队中（大于 １２ 个月），这种关系就会减
弱直至消失（Ｋｉｒ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可见在建

然而对高虚拟度的团队来说，公司充分的支
持是虚拟团队与其它组织沟通所十分必要
的，高虚拟团队通常要跨越不同的组织，这
就需要增加边界管理来保持公司的支持以

５ 支持虚拟团队成员合作的组件系
统和工具

及得到必要的资源。而且，高虚拟度团队的

最近几年，大量支持虚拟团队合作的组

因此对虚拟团队来说，对组织关系谨慎的整

成员还往往服从于其所在单位，还有可能与
虚拟团队利益产生冲突（
Ａｘｔ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件系统和工具被研制出来［４］，如信息交换沟
通、合作以及产权共享等工具（
Ｂｒｉｇｇｓ、
Ｎｕｎａｍａｋｅｒ ＆ Ｓｐｒａｇｕｅ，
１９９８；
Ｎｕｎａｍａｋｅｒ ｅｔ

合相当重要。
参考文献：

。这些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系统可根
ａｌ．，１９９７）

［１］胡峰．基于竞争力提升的跨国虚拟组织的技术

据所需的合作程度和相关性进行分类，从主

应用研究［Ｊ］．世界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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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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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持信息交换和沟通的低相关度的工具
（如电子公告板、视频会议、电子数据交换）
到较高相关度的工具 （如集体决策系统、电

队之初，工作任务相关性可以帮助队员间建

子头脑风暴系统、投票评价系统、电子会议

立联系。随后，它又可以减少冲突协调和降

系统）。许多研究中都提到了团队支持系统

低机会成本。

（ＧＳＳ），这种计算机交互环境可以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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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胡峰，肖余春，倪宁．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

进行协调与合作以完成工作任务（
Ｆｊｅｒｍｅｓ－

虚拟团队中的作用［Ｊ］．科技管理研究，
２００５，

。
１９９８；
Ｎｕｎａｍ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ｔａｄ ＆ Ｈｉｌｔｚ，

（１２）：２２２－ ２２４．

在虚拟团队成立之初建立公平的薪酬

除了可以支持信息获取外，研究还表明 ＧＳＳ

激励系统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与传统

有助于提高沟通效果，使问题解决结构化和

ｌｄｉｎｇ ａ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ｔｅａｍ． ＫＳ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团队相同，基于团队的激励比较适合强调合

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保持一致。而且，根据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Ｂ．

作的虚拟团队。然而，对于工作能力较强的

最 近 的 分 析 ＧＳＳ 可 以 提 高 团 队 的 绩 效

［４］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Ｒ．，Ｆｕｒｓｔ，Ｓ．，＆ Ｒｏｓｅｎ，
Ｂ．（２００３）． Ｂ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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