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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好奇心」被證明不僅僅是一種特質，更是一種對業務績效和達成目標而言越來

越重要的資產。據《哈佛商業評論》所述，1在工作場所鼓勵「好奇心」對公司的績效和增

長有確切的好處。它可以協助企業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和外部壓力，推動創新，提高

員工士氣、改善流動率和整體績效。它有助於培養成長心態，推動持續學習，促進數位 

轉型，並使組織在不斷變化的趨勢世界中保持跟上變化的步伐。

「好奇心」被定義為一種尋求新資訊和經驗，以及探索新可能性的衝動。對於工作場所而

言，儘管好奇心有廣泛的好處，但好奇心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用心、努力和支援

好奇心蓬勃發展的組織文化。落實發展所需的環境對企業來說可能是一項挑戰，因此這也

是眾多率先推進這項特質的組織取得工作場所優勢的機會。

SAS 認為「好奇心」對組織和個人的成功都至關重要。SAS Curiosity@Work 報告旨在正

式評估工作場所對好奇心的需求，以及經理人對於將好奇心作為本質技能而言，重視程度

的攀升情況。

這份原始研究奠基於 LinkedIn上分析「好奇心」被提及以及受到互動的情況，本報告旨在

強調為何好奇心成為工作中一項越來越重要技能的原因，弄清楚為什麼培養員工好奇心的

重要性日益增加，並介紹一些公司和個人可以使用的必要方法，以便更好地接受和鼓勵員

工的這種特質。透過這些視角，本研究可成為您瞭解好奇心如何直接提高工作績效和滿意

度的重要一步，並指導企業領導者採用最佳實務協助員工中培養數據好奇文化。

1

Gino，Francesca。「好奇心的商業案例」。《哈佛商業評論》，2018 年 10 月 8 日。擷取自 hbr.org/2018/09/the-business-case-for-curiosity1

好奇心有 
多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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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專有調查，調查對象為 1,973 名在金融服務、零售/消費

品、製造、醫療保健/生命科學或政府部門工作的管理者。六個

國家/地區 (巴西、德國、印度、新加坡、英國和美國) 的受訪者

於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5 日接受了線上調查。

LinkedIn 對其平台上圍繞「好奇心」相關對話的分析。LinkedIn 
分析了近兩年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和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期間) 提及好奇心關鍵詞和參與這些

主題的的貼文 (包括職位貼文) 和工作技能。

方法

著作權所有©2021 03

本報告中的研究結果來自：



執行摘要

透過研究，我們發現了關於好奇心的價值和效用的幾個關鍵點。這些發現為好奇心勾勒了一

幅令人印象深刻也微妙的輪廓，它是全球個人和組織的潛在資產。

 

研究表明，如果利用得當，好奇心確實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特質。透過提供可能沒有被其 

他人考慮的觀點和見解，好奇心可以作為一塊踏腳石，深入提高創新、生產力並解決問題，

可廣泛用於各種相關挑戰，無論是創造性的、分析性的、競爭性的，甚至是個人 (以及人際 

關係的) 方面的挑戰。

然而，雖然好奇心可能非常有用，但尋求、認識、接受或正確管理好奇心的努力可能困難重

重；好奇心雖然是無價之寶，但在組織內部甚至個人內可能會產生奇怪的分歧，他們可能會

發現它同時值得欽佩和警惕。

在調查中所有市場和產業中所發現的感受認知基本一致，顯示好奇心在全球於應用和相關性

上已成共通概念。

發現的主要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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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離職和當前招聘狂潮的時代，隨著越來越多的員工自主離職，

好奇心在國際間被管理者們廣泛認為是非常寶貴的特質。近四分之

三 (72%) 的管理者認為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超過一半 

的人強烈同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好奇心變得越來越重要 (51%)， 

好奇心帶來真正的業務影響 (59%)，以及好奇心更強的員工表現 

更好 (51%)。大多數人還認為，無論員工在組織中的職務或級別 

如何，這種特質都是必要的。

管理者認為「好奇心」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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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雇主在其招募職位中增加好奇心相關內容，還是求職者與好

奇心相關的內容互動，好奇心這一主題在 LinkedIn 中日漸火熱。根

據 LinkedIn 的資料，從 2020 年到 2021 年，討論好奇心的公司貼

文的互動率增加了 158%。該資料還顯示，去年提到好奇心的招募

職位增長了 90%，提及好奇心的相關技能增長了 87%，提及好奇

心的成員貼文和分享量增長了 71%。

好奇心可為應對關鍵的業務挑戰和問題帶來直接的好處。好奇心可

以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提高工作場所的創新性和生產力，並鼓

勵員工更長久地續留在組織中。在當今的環境中，管理者們發現保

持員工士氣和積極性特別具有挑戰性，60% 的管理者認為這非常困

難。超過一半的管理者面臨著留住優秀員工 (52%) 的挑戰，而還有

管理者面臨著讓員工處理基本工作職責之外的事項 (51%) 以及推動

與其他團隊與部門協同合作 (50%) 的挑戰。然而，接受調查的管理

者一致同意，擁有好奇心帶來的高度價值包括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 
(62%)、提升的創造性思維 (62%)、更強的協作和團隊合作 (58%) 
以及更高的員工互動性和工作滿意度 (58%)。

「好奇心」的熱度在 LinkedIn® 平台上持續提升

「好奇心」解決了當今許多關鍵的業務挑戰

「好奇心」在推動數位轉型和資料洞察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大多數管理者都認為好奇心在開發創新解決方案 (62%)、解決複雜

問題 (55%) 和分析資料 (52%) 時特別有價值，這使其成為推動資料

洞察和整合的重要特徵。反之亦然，數位整合和資料對於培養和建

立更具好奇心的員工也很重要。那些被認為更具好奇心的人提到，

他們的雇主在數位轉型方面的進展更加領先 (這一比例為 56%，相

對於不那麼好奇的人，這一比例為 29%)，並且經常在他們的工作

中使用更多的資料源 –  
尤其是那些協助他們更好地瞭解客戶 (58%)、成效 (60%) 和員工 
(63%) 的資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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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依據好奇心可被分為四種類型 – 高度好奇的協作者、靈活

性導向的意見尋求者、注重生產力的領導者和反好奇心的領導者。

每一類在對於好奇心在工作場所的價值，它的好處在哪裡，以及如

何在員工中鼓勵好奇心持有不同觀點。

對於看重好奇心的經理 (大約佔受訪者的 38%)，我們發現他們在

公司和管理實務中都把強調好奇心的重要性。擁抱好奇心並不僅僅

只是告訴員工他們可以好奇，還應該在公司結構中發揮關鍵作用。

擁抱好奇心的組織管理者通常會鼓勵整個企業也擁抱這特質，包括

公司培訓和發展 (79%)、員工績效評估 (76%)、晉升 (74%) 和招聘 
(74%) 標準，以及企業使命、願景或價值觀 (70%)。這些管理者還

使用各種方法進一步鼓勵下屬養成這種有價值的特質，包括在績效

評估中獎勵好奇心 (71%)、允許利用工作時間探索個人熱情所在的

專案 (60%) 以及一對一教練或指導 (59%)。這些將好奇心 (或類似

特徵) 正式納入其企業使命、願景和價值觀、培訓、晉升和招聘標

準的公司得以更好地培養和鼓勵好奇心技能。

較年輕與新進的管理者較傾向認為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

這同樣也是較年輕公司的管理者特徵。與任期更長的年長同行相

比，年輕管理者往往更重視員工的好奇心 (千禧世代和 X 世代的比

例為 73%，嬰兒潮世代的比例為 63%)。較年輕公司的管理也是如

此 (成立 10 年或更短的時間組織比例為 78%，而成立時間超過 11 
年的組織比例為 70%)。然而深入挖掘這一現狀後，我們發現，這

些較年輕與新進的管理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衝突，與任期更長的年長

同行相比，他們不僅強調這一特質的重要性，同時還更擔心好奇心

的潛在缺點。

管理者於「好奇心」光譜上可分為四類

較年輕與較新進的管理者更看重「好奇心」

培養「好奇心」需要公司和管理層的承諾



雖然好奇心富具價值，但卻也是一種模糊且通常難以理解的工具，組織必須在其營運中適當

地予以管理。為了充分發揮好奇心可以帶來的潛力，建議組織和管理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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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採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來擁抱「好奇心」。

據信，公司最高管理層和領導層級尤其需要具備好奇心。透過在這此層級培養好奇心，並將好

奇心 (或類似特徵) 正式納入公司使命、願景和價值觀、培訓和績效評估，好奇心在組織中的角

色使得以鞏固。

02
在廣泛的應用中認可並接受「好奇心」的價值。

瞭解好奇心直接有助於技能發展，並與技術專長 (例如資料分析、人工智慧) 和個人特性 (例如創造

性思維、解決問題) 領域的技能相吻合，這兩者對業務成功都至關重要，對尋求職涯發展的求職者來

說，培養和展示這種特質甚至更加重要。

04
提供更多機會來培養與資料分析相關的技能並進一步推展至數位整合領域。

好奇心更強的員工指出，他們在自己的職務中使用了更多的資料源，並認為他們的組織在數位轉型

方面更領先。在各個層面培養這種技能將有助於公司改進資料驅動的洞察分析和追求創新，並從中

獲益。

05
在工作場所和 LINKEDIN® 等社群管道中，設法與員工及欲招募人才談論好
奇心相關話題。

這種互動可以透過公司動態文章等方式來呈現，讓文章致力於展現組織對好奇心的定義及鼓勵，

體現於員工職涯發展與招聘過程。當公司間競爭人才時，引導好奇心的對話即有機會吸引和留住

必要的人才。

03 指引管理者如何肯定和培養下屬的好奇心。

好奇心十分複雜，許多管理者都瞭解這種特質的好處，但很難在員工間發展和管理這種技能。

擁抱好奇心



在大辭職和當前招聘狂潮的時代，全球 72% 的管理者認為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這種價

值跨越了產業、職務和員工級別。

我們的研究將好奇心定義為尋求新資訊和體驗，以及探索新可能性的衝動。那麼，為什麼組織和

管理人應該著重鼓勵和培養他們直屬員工的好奇心呢？

在討論好奇心的價值時，大多數管理者都認知到好奇心的重要性和業務價值：

著作權所有©2021 08

51% 的管理者相信現今員工的好奇心價值比五年前重要得多

59% 的管理者強烈同意員工的好奇心會帶來真正的業務影響

51% 的管理者強烈同意有好奇心的員工往往表現更好

管理者發現「好奇心」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有價值   

最高管理層級 (58%)

高階經理和部門主管 (56%) 
 
中階經理 (51%)

基層員工 (53%)

同樣，管理者們也知道，不僅組織領導者受益於這一特質，整體員工同樣能從中受益。超過一

半的管理者表示，各層級員工的好奇心皆帶來高度價值 – 尤其是在領導階層：



管理者發現「好奇心」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有價值      

儘管好奇心在各個層面都越來越受重視，但許多組織仍有待取得進展，那些能夠於員工技能中開

發好奇心的組織，更有可能獲得明顯的競爭優勢。這讓其他不具備這一特質的人面臨落後的風

險，這凸顯了組織與員工和潛在招聘者間就好奇心的重要性進行溝通和互動的必要性，以及好奇

心作為工作場所中扮演理想特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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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管理者發現「好奇心」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有價值      

續

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 
 

一半以上的人強烈同意員工的好奇心會帶來真正的業務影響

89%

49%

56%

48%

59%

58%

69%

53%

85%

76%

67%

57%

巴西

巴西

新加坡

新加坡

德國

德國

英國

英國

印度

印度

美國

美國

國家/地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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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觀察國家/地區和產業層面對好奇心的看法，就會發現大多數地區和產業的管理者都認為好

奇心是員工非常有價值的一種特質，並且有可能對一個企業的發展和成功產生極大意義的正面

影響。

接受調查的國家/地區的大多數管理者都認知到好奇心的重要性和業務價值。其中，印度和巴西

的管理者最看重好奇心，超過五分之四的管理者同意好奇心非常具有價值。



管理者發現「好奇心」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有價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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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調查對象為 90 個政府，結果可被視為單尾檢定《哈佛商業評論》，2018 年 10 月 8 日。擷取自 hbr.org/2018/09/the-business-case-for-curiosity2

產業比較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 

超過一半的人強烈同意員工的好奇心會帶來真正的業務影響 

2金融 
服務

金融 
服務

製造業

製造業

零售業

零售業

政府

政府

醫療保健/
生命科學

醫療保健/
生命科學

76%

60%

71%

55%

72%

60%

86%

53%

68%

61%

在產業層面，當談到好奇心的價值時，管理者們的意見通常是一致的。但是，在公部門組織內

工作的管理者最看重好奇心，五分之四以上的管理者同意好奇心非常有價值。令人驚訝的是，

認為好奇心非常有價值的管理者最少的產業是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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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 趨勢顯示專業性線上交談愈來愈關注「好奇心」

跡象顯示，好奇心也滲透到了組織內部社群之外的社交領域。根據 LinkedIn 對職位、公司和

會員貼文以及技能簡介的調查資料，自 2020 年以來，好奇心已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話題。 

從 2020 年到 2021 年，LinkedIn 會員更積極地參與了與好奇心相關的話題。這些趨勢並非

僅僅只是顯示人們討論好奇心和相關技能，還反映了人們對好奇心相關內容的興趣和參與度

的顯著增加。

根據全球 LinkedIn 資料，對好奇心關注度的年增長情況如下： 

SAS進行的全球分析的部份調查也顯示，過去一年媒體對「好奇心」和相關主題的報導， 

有明顯跡象，此一概念獲得了媒體越來越多的關注，並成為衡量工作場所趨勢和福利的關鍵

因素。主流媒體中有近 3,000 篇關於該主題的報導，這些報導將好奇心作為工作場所中的特

質、技能或方法進行研究，凸顯了好奇心在組織文化、DEI 甚至數位技術中的領導技能 

角色。許多專家在這類報導中被引述預測， COVID-19 疫情這類的事件將引發雇主和僱 

員互動形式，以及受重視技能與特質-如好奇心的型態革命。

71% 提及好奇心的會員貼文和分享增加量

87% 與好奇心相關的工作技能增加量

90% 明確提及與此特質相關的技能招聘資訊增加量

158% 公司貼文、分享或文章中提及好奇心關鍵字的文章互動性增加量



任期和經驗驅動了對 
「好奇心」的重視

好奇心和年輕人的抱負幾乎是一種共生的關係。研究顯示，較年輕和新進的管理者往往比年長、 

任期較久的同行更重視員工的好奇心，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渴望成名、探索、挑戰現狀或改變世界。

此外，這種特質似乎也適用於新創公司的管理者們。

儘管較年輕或新進管理者強調好奇心這一特質的重要性，但他們擔心員工和求職者為表現出過多的

好奇心而犧牲了其他特質 (在認為員工和求職者有太多好奇心的人中，工作經驗在 10 年或以下的

人所佔比例為 43%，而具有超過 20 年工作經驗的人所佔比例為 12%）。

這顯示需要幫助新進和年輕的管理者學會適當地識別和管理好奇心， 

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有足夠的經驗，知道如何最佳地利用員工的好 

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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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年輕的管理者

好奇心是員工非常寶貴的特質

73%

千禧世代 
和 X 世代

1-10 年
工作經驗

嬰兒潮及更早世代 11 年以上
工作經驗

0-10 年
組織年數

11 年以上
組織年數

75%
78%

63%

70% 70%

經驗較少 較年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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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有能力解決與員工留任和員工工作滿意度相關的幾個關鍵問題，並能鼓勵創新和創造性思維。

目前，管理者們發現以下面向尤其具有挑戰性：

好奇心帶來的許多好處直接解決了 
這些關鍵的業務挑戰和問題。大多數經理都認為好奇心能帶來的巨大好處包括：

透過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協作和工作場所生產力，好奇心可以幫助解決關鍵的管理挑戰並保證組織繼續

邁向成功。

「好奇心」具有解決關鍵業務挑戰 

並引領未來成功的潛力 

保持員工士氣/工作動機高昂 (60%) 

留住優秀員工 (52%)

讓員工處理基本工作職責之外的事項 (51%)

與其他團隊和部門合作 (50%)

更高的效率 
和生產力

更多創意思考與
解決方案 

強化協作和 
團隊合作

更好的員工參與和
工作滿意度

在混亂期間有更多
靈活性跟適應力

62% 62%

58% 5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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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在組織中的哪個位置最受重視？

技術型、研究型或創意型職務，如 IT (64%)、研發 (54%) 以及行銷 (46%) 經常被管理者認為是員工的好奇

心特別有價值的部門。這些結果不同於其他部門，例如法律 (19%) 或採購 (25%)，這些領域通常不太注重

創造性的問題解決和創新能力。然而，考慮到好奇心的其他好處，例如更高的員工敬業度、工作滿意度或在

組織內培養協作的能力，可以說任何部門或職務都從好奇心中受益。

那些認為好奇心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特質的人更傾向於認為這種特質對所有部門都有益，並且更有可能認知

到好奇心對許多目的都存在價值。

那些認為好奇心是非常有價值，而不是只有一點價值或沒有價值的人說，好奇心在以下情況下特別有用：

分析資料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有一點價值或沒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非常
有價值

瞭解客戶的內心想法

與領導團隊合作

跨職能協作

帶來新的業務成長 

和收入來源

應對壓力 

和不確定性

這項研究有助於消除好奇心只「屬於」某些職務的觀念，因為無論職務、部門甚至產業為何，部分或所有上

述技能對於有凝聚力和成功的工作場所而言都是必須的。

「好奇心」可以為各部門和工作職務增添價值

54%

49%

51%

48%

50%

40%

47%
41%

41%41%

44%

32%



為了讓他們的企業在未來三年取得成功，管理者們表示他們的組織需要員工具備以下能力：

分析好奇心的正面影響後，總體而言，管理者們認為員工在以下情況下擁有這種特質特別有價值：

然而，在填補部門空缺和評估求職者時，管理者們很難找到兼備必要技術技能 (65%) 和/或個人特

質 (60%) (如好奇心) 的新員工，而這些特質卻是部門取得成功所需的。

這些調查結果強調了好奇心在培養資料洞察力和工作場所數位整合方面的重要性。

頻繁地進行分析或資料使用是高度好奇的組織特色。新求職者和員工都需要具備資料分析方面的專

業知識和對理解複雜問題的渴望。具有強烈好奇心的管理者較常表示他們在職務中運用了更多的資

料，而且頻繁運用資料源有助於幫助他們瞭解不只客戶和業務，以及員工的績效。

越來越重要的資料專業、數位整合和「好奇心」是相互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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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 (62%)

解決複雜問題 (55%)

分析資料 (52%)

人工智慧 (63%) 和資料分析 (60%) 領域的專業知識

個人特質，例如創造性思維 (59%)、解決問題的能力 (59%) 和靈活性 (57%)



具有強烈好奇心的人：

具有強烈好奇心的管理者和組織在資料使用和公司數位技術整合方面也較為領先。那些對好奇心評

價高的人更有可能將他們公司的數位整合情況描述為非常領先 (56%，在好奇心評價低的人中這一

比例為 29%)。

這些發現突顯了好奇心與資料和數位整合業務需求之間的密切聯繫。更具備好奇心的組織在這些領

域表現出色，顯示了這一特質對於在工作場所培養資料洞察力和數位整合的重要性。隨著數位轉型

成為世界各地的組織的當務之急，好奇心顯然可能成為那些能夠在員工中有效利用這種技能的人，

取得關鍵成功因素和競爭優勢。

越來越重要的資料專業、數位整合和「好奇心」是相互關聯的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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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職務中平均使用四種不同的資料類型

更頻繁地運用員工資料 (63%，在好奇心較低的人中這一比例為 47%)、 
績效指標資料 (60% 與 44%) 和客戶資料 (58% 與 44%)。



儘管好奇心作為一種勞動力技能有諸多好處，但許多組織和管理者在鼓勵工作場所的好奇心方面都

猶豫不決。三分之一 (35%) 的管理者甚至表示，他們認為當前的員工和求職者有太多的好奇心，

而且還有類似比例的管理者認為好奇心還有以下問題：

這些擔憂在經驗不足的管理者和新創的組織中更為普遍，他們可能沒有必要的工具或經驗來有效地

利用和培養員工的這種技能。管理者更關心好奇心可能存在的一些缺點：

這顯示好奇心的益處與組織在員工中推廣和利用這種技能的潛力之間存在脫節。這種脫節可能是短

視的，因為它可能會導致創造力和創新受到扼殺，生產力停滯不前，工作環境更加膽怯和缺乏協

作，團隊士氣下降，並最終導致對整體成長的嚴重削弱。

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無法成長和適應環境就無法生存。從這個陰鬱的角度來看，好奇心並非是不

必要的冒險或幻想。它是一條生命線 — 一個用在未知但不可避免要前往的新領域指南針。

對「好奇心」的遲疑和擔憂持續存在，但程度隨管理經驗值升
高而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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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或錯誤決策的風險增加量 (37%)

做出最終決定和採取行動的難度更大 (36%)

效率或生產力下降 (34%)

管理員工的難度更高 (33%)

擁有 10 年或更少工作經驗的管理

者 (非常關注好奇心的潛在缺點的

人所佔比例為 40%) 與擁有 21 年
以上工作經驗管理者理 (非常關注

好奇心的潛在缺點的人所佔比例

為 22%)

擁有 1-5 年管理經驗的管理者  
(非常關注好奇心的潛在缺點的人

所佔比例為 37%) 與擁有 11 年以

上的管理經驗的管理者(非常關注

好奇心的潛在缺點的人所佔比例

為 29%)

在企業內任職 10 年或以下的管理

者 (非常關注好奇心的潛在缺點的

人所佔比例為 39%) 與工作經驗 
26 年以上的管理者(關注好奇心潛

在缺點的人所佔比例為 26%)



組織中的 
「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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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利用直屬員工好奇心及理解此一重要

特質的好處，對於促使組織成功至關重要。



為了更佳地瞭解誰具有好奇心，我們研究了美國心理學家 Todd Kashdan 博士的研究。

作為喬治梅森大學的心理學教授，Kashdan 博士和他的團隊 2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和發表有

關個人和職涯生活中好奇心研究。以這項研究3作為指導，我們評估了管理者們自己的好奇心，以

瞭解他們在直屬員工和組織中，在如何處理這種特質方面產生了哪些差異。根據這一評估得出了 
2021 年好奇心指數4 (一種綜合管理者個人好奇心相關屬性的評量)。該指數根據管理的觀點和與工

作場所好奇心相關的自我識別屬性，將他們分為低度好奇心、中度好奇心和高度好奇心三類。

管理者們的「好奇心」程度： 
好奇心指數 

低度好奇心

(71 分或更低；最不傾向認同對好奇
心本質定義的陳述)

(得分在 72 到 83 之間) (84 分或更高；最傾向認同對好奇心
本質定義的陳述)

18% 的管理者 43% 的管理者 38% 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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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奇心指數中獲得較高分數的管理者在他們的團隊和工作習慣中都樂於接受好奇心。這些管理者往

往更傾向於同意以下陳述：

聽取不同想法的人的想法很重要

即使對自己的方法充滿信心，他們也喜歡聽聽別人的意見

他們在工作中尋找機會來精進他們的知識和技能

Kashdan、Todd & Goodman、Fallon & Disabato、David & Mcknight、Patrick & Kelso、Kerry & Naughton、Carl。(2019 年)。好奇心在工作場所具有綜合效益：
開發和驗證美國和德國員工的多維度工作場所好奇心量表。個性和個體差異。155. 109717. 10.1016/j.paid.2019.109717.sity

3

2021 年好奇心指數：好奇心指數分數基於對工作場所好奇心相關的 8 個不同屬性進行評分。該指數將屬性的原始評分轉換為 0-100 的度量，其中所有分數均為平均值。
得分為 71 或更低的管理者在該指數中排名「低」，得分介於 72 至 83 之間的管理者被歸類為「中」，而得分為 84 或更高的管理者被歸入「高」類別。每個類別的臨界
值是根據指數分數分佈和最佳實務得出的。

4

中度好奇心 高度好奇心



管理者們的「好奇心」程度： 
好奇心指數 
續

著作權所有©2021 21

仔細瞭解這 38% 的管理者後，我們可以描繪出一個輪廓， 
指出他們更有可能：

相反地，好奇心評分較低的管理者 (18%) 指出他們更有可能：

在政府單位工作5  

從事製造業

在成立較久的組織工作 ( 26 年或以上)

在當地組織工作

有較多的管理經驗 (10 年以上)

在全球性組織工作

管理經驗較少 (10 年或以下)

主動管理更多的直屬員工 (11 個以上直屬員工)

是女性

資料來源：調查對象為 90 名經理，結果為單尾檢定5



如今管理者要求求職者和員工同時具備技術技能 (例如資料分析或人工智慧) 和個人技能與特質 (例
如創造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好奇心可以影響這些特質，而且管理者們一致認為這種特質很有價值，所以聘用具有好奇心的

求職者並在組織內鼓勵這種技能可以帶來巨大的正面效益，有助於組織和個體的成功。

在檢視好奇心指數高的管理者時，我們發現好奇心滲透到他們組織結構、管理風格和整體招聘實務

的各個方面。擁抱好奇心的組織和管理者通常會鼓勵在整個企業接納好奇心，對於組織內和管理實

務中投注好奇心，以進一步推展員工具備此技能表示重要。

「好奇心」對於未來的職涯成就愈來愈重要， 
在高好奇心群體中尤其被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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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76%

74%

74%

70%

公司訓練與發展

員工績效評估標準

晉升或促進決策

企業使命、願景或價值觀

招聘標準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59%)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55%)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55%)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52%)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47%)

在組織內，更有好奇心的管理者 

表示他們的公司在整個企業內部 

都融入了好奇心：

同樣，這些領導者 

也在他們的管理實務中融入了好奇心：

顯然，好奇心是一個人職業生涯成功的關鍵因素，因為在這些好奇心更強的公司的招聘和晉升

程序中都在強調這一點，但對於雇主來說，有效地鼓勵、認識和利用好奇心來實現其組織的目

標也很重要。

92%

89%

85%

85%

輔導或團隊發展

員工績效評估

晉升或促進決策

招聘決策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72%)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75%)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69%)  

(相比之下低好奇心
為 67%)  



好奇心高的管理者較傾向認知「好奇心」在職場中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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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同意他們留任為雇主工作的時間會盡可能
延長

員工的好奇心帶來真正
的業務影響

更具創造性的思維和解決方案，
這是好奇心的潛在好處， 

非常有價值

提高團隊效率和生產力，這是好奇心
的潛在好處，非常有價值

高好奇心 高好奇心低好奇心 低好奇心

高好奇心 高好奇心 高好奇心低好奇心 低好奇心 低好奇心

強烈同意他們在工作中感到有動力完成超出預期
的工作要求

71%

68%

41%

80% 77%

39%
44%

70%

54%
39%

鼓勵好奇心可以幫助組織解決關鍵的員工敬業度和員工留任挑戰，同時建立績效更高的團隊。

與得分較低的群體相比，更具有好奇心的領導者在工作和與雇主之間的合作方面表現出更高的參與

度。

同樣，這些管理者更有可能將他們的團隊歸類為績效更高的團隊。72% 的好奇心指數評分高的管

理者將其直屬員工的表現歸類為非常出色 (而好奇心指數評分較低的管理者中這一比例為 43%)。

在這些更具好奇心的管理者中，對員工及其組織的績效表現較能得到強化。他們表示強烈同意或相

信的可能性要高出近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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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管理者面臨著培養和鼓勵「好奇心」的挑戰，但可以從具備高好奇心的管理者
和組織中學習到如何鼓勵這種技能

在有效培養好奇心之前，管理者必須在直屬員工和新員工中識別出這種特質。超過五分之二的管理

者承認他們沒有充分準備好識別員工的好奇心：

此外，即使管理者認為他們有能力識別這種特質，他們也面臨著以下挑戰：

這些更有好奇心的管理者用來進一步鼓勵直屬員工擁抱這種有價值特質的常用方法包括：

在好奇心指數中得分高的管理者通常認為自己能夠識別好奇心，這顯示他們的組織更鼓勵好

奇心：58% 的管理者認為他們的雇主在培養員工的好奇心方面做得足夠，並且這樣的技能被

允許以他們自己的管理風格透過多元的策略來實踐。

直屬員工 (42%)

求職者 (47%)

將好奇心與工作績效串聯起來 (47%)

將好奇心與業務影響串聯起來 (43%)

確定好奇心發揮效用的情況或問題 (43%)

培養不具備好奇心的員工的好奇心 (47%)

69% 公開表揚表現出好奇心的員工

60% 允許利用工作時間探索個人熱情專案

59% 一對一輔導或指導

71% 在績效評估中獎勵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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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管理者面臨著培養和鼓勵「好奇心」的挑戰，但可以從具備高好奇心的管理者
和組織中學習到如何鼓勵這種技能

希望加強直屬員工績效、鼓勵創新和提高工作滿意度的管理者可以向這些評分高的管理者取經，

尋求指導有關在工作場所激發好奇心所需的工具和方法。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好奇心在組織文化中

的好處，管理者可以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效仿這些具有高好奇心的管理者：

將好奇心或類似技能作為職務清單中的指標

在工作場所獎勵好奇心，無論是透過公開的口頭讚美， 
還是有形的激勵誘因

明確地將好奇心含括在組織使命的溝通語言和目標中

關注和推動員工的工作，有效地體現好奇的態度

續



高度好奇的協作者 (35% 的管理者)。這是最好奇的一類。這些管理者重視協作，以團
隊合作為動力，並且堅持不懈地尋找答案。他們透過傾聽和重視同事的想法，不斷尋
求機會精進技能來實現這一目標，但在新挑戰出現時，他們會相對地猶豫。這類管理
者十分注重好奇心，相信這種特質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並帶來更高的工作滿
意度。

這類管理者：

• 善於發現員工和新進者的好奇心

• 更相信好奇心可以推動業務和員工績效

• 更可能將好奇心的價值視為各部門和各職級的特質
 
• 在完成與公司成功相關的必要且具有前瞻性的任務時，更會相信好奇心是有價值的

著作權所有©2021 26

管理者依「好奇心」可分為四種類型

管理者分群：根據他們對好奇心的看法，將經理分為多類。使用 K 平均值演算法對案例進行分群，該演算法識別特徵差異很大的種子案例，然後根據 Euclidean 接近度將
案例分配給每類。

6

具備好奇心的管理者可以進一步分為四類6，具體取決於每類管理者在工作場所是否重視好奇心。

靈活性導向的意見尋求者 (26% 的管理者)。這些管理者樂於接受挑戰，即使他們可能
感到苦惱，也不會影響他們的積極性。在不確定時期，好奇心會帶來更大的靈活性和
適應性，並可以為工作場所帶來更多的同理心和包容性。這些管理者不相信好奇心會
提高效率或整體團隊績效。

這類管理者：

• 善於發現員工和新進者的好奇心

• 更相信好奇心可以推動業務和員工績效
 
•  與其他類型相比，在處理工作任務時可能認為好奇心更有價值 – 尤其是 

在應對壓力或不確定性時
 
• 可能會擔心好奇心的潛在缺點，例如生產力或效率下降



反好奇心的領導者 (16 % 管理者)。這類管理者人數最少，認為好奇心不會為績效或
工作場所增加任何價值。

這類管理者：

• 不太相信現今好奇心價值比五年前重要得多

• 覺得自己只有部分程度或不太有能力識別員工和新員工的好奇心
 
• 不太同意好奇心會帶來真正的業務影響或員工績效
 
• 不太相信好奇心是各層級員工或部門的一項寶貴技能

注重生產力的領導者 (24% 的管理者)。這些管理者相信 
好奇心可以帶來更強的協作和團隊合作能力，並有助於提高工作場所的效率和生產
力。然而，他們並不相信好奇心可實現思想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這類管理者：

• 不太相信現今好奇心價值比五年前重要得多

• 覺得自己只有部分程度有能力識別員工和新員工的好奇心

• 在處理需要解決複雜問題的工作任務時，可能認為好奇心很有價值
 
• 與其他管理者類型相比，較不擔心好奇心在員工管理方面的潛在缺點、效率降低或出錯風險增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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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依「好奇心」可分為四種類型

續



結論

在各個行業、國家/地區、組織、職位、目標和技能組合中，好奇心越來越被世界各地的管理者視為一種非常

有價值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特質。研究發現，這種對好奇心的高度重視已經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這一特質在 
LinkedIn 上現在已成為一種「技能」，其普遍性和互動性有很大幅的提升。

然而，儘管大多數管理者認為好奇心很有價值，但許多組織仍有待取得進展。並非所有管理者和組織都一致同

意其內在價值，並且擔心工作場所好奇心的潛在缺點。此外，許多組織，包括那些公開重視好奇心的組織， 

仍努力嘗試在日常營運中有效地培養、鼓勵和利用好奇心。

隨著產業顛覆和招聘需求的持續擴大，尤其是在像 2021 年無數企業和產業面臨的大規模招聘熱潮期， 

瞭解好奇心的價值對於管理者和組織而言將變得更加重要和必要。

學習如何在工作場所有效地培養和利用這種特質有可能提高組織的整體績效和未來幾年的成功機會。 

好奇心可以增強員工能力並推動新的創新。對於那些能夠將好奇心作為員工技能組合來有效利用的組織而言，

它有可能提供強大的競爭優勢，使那些未能接受這種特質的組織面臨落後的風險。

為了建立更具好奇心的工作團隊，必須自上而下地接受這種特質。從高階領導層到管理者和基層員工， 

好奇心需要在公司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績效評估和招聘實務中發揮正式作用。在管理實務中有目的地關注

好奇心，對於進一步培養員工好奇心至關重要。那些正式、積極地將好奇心納入其企業使命、文化和工作指標

方面的公司，可以更好地鼓勵和有效利用好奇心這一特質。

只在公司語彙和程序中建立好奇心是不夠的；好奇心不能僅靠口頭上的支持。相反，組織必須透過員工教育和

技能培養，提高資料的可用性以及推展數位整合，認真致力於營造充滿好奇心的環境。

所有這些都為員工和管理者提供了充足的機會，使他們能夠更具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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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SAS 進行了一項對全球管理者的調查，以瞭解好奇心的價值、影響和在組織內的普遍程度。管理者

被定義為擁有三名或三名以上的直屬員工，並且目前在五個產業之一工作：金融服務、零售/消費

品、製造、醫療保健/生命科學或政府。這項研究在六個國家/地區 (巴西、德國、印度、新加坡、英

國和美國) 進行。為了深入瞭解工作場所的好奇心現狀，我們調查了管理者對好奇心的看法以及他們

的組織如何將其融入業務實務。從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5 日，共有 1,973 名經理接受了線 

上調查。

這項原始研究的結果用於計算 2021 年好奇心指數，或綜合衡量與管理者個人好奇心相關的屬性，

以瞭解管理者的好奇心程度，以及他們在工作場所中對待這一特質的不同經驗。根據管理者們對好

奇心的看法將他們分為 4 類，並把好奇心技能歸因於他們的工作特質。

結合這項原始研究，我們還與 LinkedIn 合作，分析了其平台上圍繞好奇心的對話。為此，我們分 

析了去年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和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期間) 
的貼文 (包括職位貼文) 和工作技能，以瞭解好奇關鍵字的提及量和參與提及這些主題的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