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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众多的企业而言，员工

医疗保障方面的成本是一项巨

大的财务支出。在这个层面上，

那些过去只是被当成员工额外

福利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现

在已被视为影响企业成功的重

要因素。” 

魏超英
董事总经理
中国区企业服务部

“企业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并不只是为了降低员工医疗保

障方面的成本，提高员工的生

产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健康的员工也是快乐的员工，

更加快乐幸福的员工通常拥有

更高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员

工的流失率也有望降低。” 

“随着中国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意识到健康快乐给个体带来的好处，

而且追求可以使个人更加健康、快乐的途径。而一个行之有效的，在办公空间中的健康和幸福感

项目是实践这种方式的重要选项。”

在中国，逐步改善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
同时，由于社会物质日趋丰富，并且更多劳动力转向第
三产业，新的健康问题也随之显现。

对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而言，确保本国劳动力
拥有良好的健康状态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劳动力的
健康状况恶化将会对整体劳动力的生产力，家庭和企业
收入，储蓄，资产，消费和国家税收收入等产生持久负
面的影响。

与政府一样，各地的企业，包括中国企业，都非常关注
员工的健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企业生产力，特
别是员工的生产力。所有由企业发起的健康和幸福感项
目的最终目标都是更好地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从而保证
企业利润。

从全球角度上看，一大批涉及办公空间的健康和幸福感
项目已经被引入中国。接受我们访谈的绝大多数企业和
房地产专业人士都对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有所耳闻。

最后，我们访谈的大部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已经或者将
要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
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健康和幸福感项目将被广泛地应
用于中国的办公空间。

摘要

侍大卫

Shaun Brodie

高级董事
项目与建筑顾问部主管

高级董事 , 大中华区租户研究及华东区研究部主管



什么是健康和幸福感呢？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健康的定义是：
身体机能处于良好的状态。而幸福感被定义为一种内心舒适，
健康和快乐的状态。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保持身心健康对很多人来说是一项挑
战。一些人被工作压力困扰，一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锻炼身
体，一些人抽烟酗酒，还有一些人没有充足的睡眠。影响身
心健康的因素可以列很多。办公空间中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如果能够恰当地执行，即使只是那些减轻工作压力的项目，
也可以使办公空间中的劳动力更加健康，

此报告的第一部分将介绍在未来几年内困扰中国人的健康问
题。此报告也将分析为何健康的劳动力对于中国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同时，报告将呈现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劳动力健康而
采取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报告将分析为何中国企业需要健
康的劳动力以及为何员工本身需要保持健康。

在这之后，报告将关注有关健康和幸福感的全球认证标准，
特别是 WELL 建筑标准。另外，关于在中国办公空间中的健
康和幸福感，此报告也将呈现目前已获得的成就以及 WELL
建筑标准在中国的执行情况。

最后，在要点总结之前，基于我们向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士
发放的包含 10 个问题的问卷，报告也将提供关于中国办公空
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当下思考。

报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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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  健康状况
逐步提高的生活质量延长了中国人
的寿命。Statista 的数据显示，在
2015 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达到
了 76 岁。然而，随着社会物质日
趋丰富，并且更多劳动力转向第三
产业，新的健康问题随之显现。

就当前居民整体的健康状态而言，
每个人，不论是否在办公空间中工
作，都面临着染病风险。在中国，
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主要来自于非传
染性疾病，例如心脏病，癌症，慢
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世界卫生
组织和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数据显
示，非传染性疾病占到中国人死因
的 87%。同时，治疗非传染性疾
病的费用也占到了中国人医药负担
的 82%。事实上，非传染性疾病
给中国的医药体系和未来的经济发
展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
的改变是导致非传染性疾病染病

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在 2016 年，
60 岁 及 以 上 的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5.8%，是 1986 年比重（7.8%）
的两倍多。

另一个导致非传染性疾病染病率
上升的原因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改变。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同时，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这
个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更多的人往城市迁移，进一
步加速城市化的同时，城市生活
的高压力迫使很多人形成了久坐
的生活习惯。正如布里斯托大学
的 Winnie Wang 博士所说，“城
市化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
运动减少，工作及生活压力增大，
以及不健康的饮食，这些都会增
加非传染性疾病的染病几率”。

中国的白领是非传染性疾病的高
危人群。由上海外服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在 2016 年，在上海，
仅有 64% 的白领拥有健康的生活
方式，相较于 2015 年 77% 的比
重下降了许多。同时，调查显示，
53% 的男性超重，46% 的男性患
有脂肪肝，并且 26% 的男性患有
高血脂。超重，胆固醇超标以及
高血脂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
会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的新
陈代谢变化。

在城市工作生活的高压力是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城
市白领通常需要加班。据北京师
范大学的研究者估计，中国劳动
者 平 均 每 年 工 作 2,000 至 2,200
小时，超过美国劳动者年均劳动
时间 17%。并且，智联招聘的数
据显示，56.6% 的中国白领投诉
自己没有锻炼的时间。高强度的
工作迫使人们习惯久坐的生活方
式，这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与健康
和幸福感相关的话题。

图 1
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以及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1986-2016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Populationpyramid.net，新华网，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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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因素
健康与幸福感

对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
而言，确保本国劳动力拥有良好
的健康状态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之
一。劳动力的健康状况恶化将会
对整体劳动力的生产力，家庭和
企业收入，储蓄，资产，消费和
国家税收收入等产生持久负面的
影响。

对企业而言，员工健康状况不佳
将会降低其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从而限制企业的收入，利润，最
后体现在政府从企业获得的财政
收入上。反过来，劳动力的健康
状况恶化也会对政府收入和支出
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这其中包
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
少，与卫生服务相关的社会保障
支出的增加。

劳动力健康状况不佳可能导致
巨大的潜在 GDP 损失。以中国
为 例， 据 英 国 诺 丁 汉 大 学 中 国
政策研究所近期的研究，预计在
2012 年至 2030 年期间，由于四
大非传染性疾病，中国经济预计
损 失 19 万 亿 美 元， 近 2014 年
GDP 总值 10.4 万亿美元的两倍。

劳动力健康状况恶化所导致的
消 费 水 平 下 降、 税 收 缩 减、 医

疗支出增加、潜在 GDP 损失等
问题持续困扰着政府。为减轻这
类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纲要指出，
在 2030 年及之前，在全国普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断提高健
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发
展健康产业，使主要健康指标进
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由于意识到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
严重后果，为了做好此类疾病的
预防控制，并遏制此类疾病快速
增加的势头，政府落实各项健康
政策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中国政
府颁布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
规划（2012-2015 年）》及控烟
的法律法规。此外，中国医药协
会宣布，为进一步深化医疗改革
并加强基层医疗，政府计划培养
大量的家庭医生或是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医生，更好地治疗高血
压病患者，控制他们的血压状况。

与 此 同 时， 政 府 发 起 了 一 系 列
促 进 健 康 生 活 的 教 育 活 动， 例
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
（2017-2025 年）》，以及减盐、
减油、减糖、减酒精的“四削减”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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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
本地企业，员工都是企业最有价
值的资产。和政府相同，企业也
有确保企业员工健康和快乐的动
机，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特
别是员工的生产力。所有由企业
发起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最终
目标都是更好地提高员工的生产
力，从而保证企业利润。若员工
对工作状态感到满意，那么他 / 她
更倾向于：

  选择继续在该企业工作 （因此，
顶尖人才不会流失）；

   有创新力（因此，未来仍能良
性发展，创造并维护新产品新服
务）；
   更努力地工作（因此，企业可
以最大程度地从员工身上获益），
以及；
   在团队中良好协作（因此，新
想法能有效地交叉反馈，建立起
更好的工作效率模式）。

企业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另
一个主要动机是保障它们的利润

（图 2）。

通过投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例
如员工健康保障计划，企业的员
工医疗成本将下降，同时，与员
工缺勤挂钩的成本也将降低。

如果企业能够深入地了解健康和
幸福感项目，这是非常不错的。
但建立并实施一个有效的健康和
幸福感项目是一件难事。为保证
项目的有效性，以下简单的指导
方针可供参考。一个成功的健康
和幸福感项目是：

企业因素
健康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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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对企业成本和员工生产效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Moderncities.com，戴德梁行研究部

   直接的；
   建立在员工个人价值观的基础
上；
   建立在员工日常生活的基础
上；
   有吸引力的；
   能够激励员工参与其中，以及；
   导向明确。

除此之外，企业需要选用或建立
恰当的衡量标准（适用于单个项
目，也可以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衡量方法），使每个健康和幸福

感项目都可以被评估，同时，企
业能基于实践反馈提出改良方案。
例如，对于与新陈代谢相关的健
康项目，企业可以选用相关健康
风险因素（例如高血压、高胆固醇、
高血糖等）作为衡量健康项目是
否有效的标准。

当实施员工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时，
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该项目取得了高级管理层的全
部支持，并被普通员工认可；
   在项目实施前，所有的健康资

源都已经通过全面的研究和审查；
   整个企业都对该项目有全面的
了解，并且；
   该项目能够完全融入企业内
部。

在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初期
阶段，也可以同时开展一些工作，
例如，项目推荐、资源评估和收购。
此外，为了确保整个项目的成功，
企业也可以通过活动来引导项目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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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将讨论个体因素。随着中国劳动
力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个体的健康幸福问题，以及追求可以使个人更
加健康、快乐的途径。

员工可以从行之有效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中
获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归属感以及与同事
间的情谊将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此类项目中，
员工能够参与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或是在
办公空间的健身房进行体育锻炼，或是在特别
设计的社交空间中共进午餐。通过加强彼此间

的互动，员工更深地感受到自己是整个团队的
重要组成部分。

员工对此类项目兴趣的高低是决定其成败的
重要因素。在中国，某些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主
导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员工群体。例如，在拥
有大量年轻员工的初创企业中，初级员工是领
导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主力军。事实上，在国
外，美国联邦中小企业局的调查显示，85%
的初创企业表示，员工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是值
得投资的，63% 则已经实施此类项目。

员工因素
健康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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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可以参考借鉴
的办公空间员工健康和幸福感项目不胜
枚举。然而，只有那些既能吸引员工和
企业，又能体现出足够成效的项目，才
符合 WELL 建筑标准。

2014 年 WELL 建筑标准在美国发布，
着眼于“通过设计、运营和行为，打
造适宜人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健康环
境……”。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这
一标准逐渐改变着中国人对于他们所处
的办公空间的观点。WELL 建筑标准包
括空气、水、舒适度、健身、营养结构、光、
精神七大类。该标准适用性强，是引领
当下乃至未来办公空间设计的标准。

七大类因素被进一步浓缩为一百个评分
项，WELL 建筑研究所通过对每个评分
项打分，完成整个 WELL 认证。细分每
个因素的权重，空气占 29%，是最重
要的因素。水和健身各占 8%，排在最
末（图 3）。

在 WELL 建筑标准颁行之后，中国在
2017 年 1 月也颁布了自己的“健康建
筑评估标准”(ASC 02 - 2016)。该标准
从六个维度衡量建筑的健康指数，包括
空气、水、舒适度、健康、人文环境和
服务。与 WELL 建筑标准类似，空气在
六个要素中的权重最大，达到 25%。
而健身在六个要素中的权重最小 ( 图 4)。

图 4
中国健康建筑的评估标准 : 六个关于健康的关键概念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协会，戴德梁行研究部

图 3
WELL 建筑标准：七个关于健康的关键概念

资料来源：国际 WELL 建筑研究所，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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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图 5
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影响

资料来源：learnaboutair.com, 戴德梁行研究部

吸入干净的空气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空气是干净的，但
我们却不怎么质疑我们吸入的空气的质量。近几年来，在中国，人
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空气质量与身体健康的重要关系 ( 图 5)。

在一次或多次接触污染物后，人们可能立即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良
反应。这些反应可能是眼睛、鼻子和喉咙的不适，或者是头痛、头
晕和疲劳。其他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可能会在数年后显现。这些影响
可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和癌症。部分污染物可能会使人衰
弱，甚至危及生命。事实上，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空气污染
每年导致美国 20 万人早逝。

空气污染有许多不同的源头，包括农业、发电厂、工厂、车辆和建
筑工地。被污染的空气会通过运行或者设计不佳的通风系统进入办
公楼。同时，办公楼内的空气质量也会受到室内挥发性材料的影响，
例如有机化合物 (VOCs)、多环芳香烃 (PAHs) 和微生物病原体，这
些都可能导致病态建筑综合症 (SBS)、病假频繁和员工生产力降低。

空气

引起头疼和焦虑【SO2】

刺激眼、鼻、喉

引发心血管疾病

影响肝脏

影响生殖系统

影响呼吸系统

微粒【PM】 二氧化氮【 NO2 】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引发呼吸问题【O3 , PM, NO2 , SO2】

【PM, O3 , SO2】

【PM】

脾和血液

引发刺激、炎症和过敏，
引起哮喘、导致肺功能衰竭、

慢性阻塞性肺病

这些微粒飘浮在空气中。海盐、黑炭、粉
尘和浓缩颗粒可以被归类于 PM 污染物

主要是由汽车发动机和发电厂中发生的燃烧过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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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像清新的空气一样，干净的饮用水对人体健康也至关重要。大约
70% 的人体是由水组成的，水对我们身体的运转也非常重要——
从废物代谢，营养运输，到体温控制等等 (图 6)。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至关重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年
约有 200 万人死于水污染和与糟糕的水质相关的环境卫生问题。

水的污染物有很多种，例如重金属、砷、微生物、药物、个人护理
产品 (PPCPs)，及添加剂，如氯和氯胺 ( 可产生三卤甲烷 (THMs)、
卤乙酸 (HAAs)，以及 n - 亚硝基二甲胺 (NDMA))，这些污染物都
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在中国，对于员工来说，要保持健康和高效，非常重要的是使办公
室饮用水源得到充分的过滤，以防止员工被有害物质影响。

图 6
你的流动资产:水能为你做什么?

资料来源：美国谷物协会，
戴德梁行研究部

大脑需要水来制造荷尔蒙和神经递质

调节体温（排汗和呼吸）

通过尿液排出体内废物

将食物转化为生存所需
的成分

协助氧气运输到全身

水是人体多数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润滑关节

通过尿液排出体内废物

使得人体细胞生长，再生与存活

保持黏膜湿润

形成唾液（消化）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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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度

办公室应该是一个舒适的办公空间。舒适的办公环境可
以减轻压力和亚健康状况。因此，优良的声控条件、符
合人体工学设计和热舒适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可以保
证员工的健康和他们工作产出最大化。

办公场所的声音环境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良好的办
公室设计布局、落实办公空间的行为规范，并采用有效
的技术手段。同时，通过设计可导航的办公空间，以及
提供精心设计的办公器材 ( 图 7)，可以改善人体工学。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 2014 年，每万名全职
工作人员中，有 31.9 名员工被新诊断出患有与肌肉骨骼
和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如背部和颈部疼痛。2014 年，
由于这些疾病导致的平均病假天数为 13 天。

图 7
工作环境中的人体工学 : 理想的人体工学设置

资料来源：myDr.com, 戴德梁行研究部

后背挺直

电脑显示器顶部在与眼睛
的水平线上或下方

显示器大约保持距人
体在一个手臂的位置

尽量不弯曲
双手手腕

文件夹肘部接近身体

靠背支持下背

调整转椅

转椅前座没有压迫
膝盖后侧

双脚平放在地上或者
脚凳上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关于热舒适度，根据 WELL
建筑标准，“6 个决定居住
者热舒适度的个人与环境
的变量为 :
  

  空气速度 ;
  干球温度 ;
  辐射温度 ;
  湿度 ;
  人体代谢率 ;
  服装或其他绝缘材料

……

所有这些变量的交互作用
会引起人们主观且个性化
的反应。”在办公室工作
的时候，要想提高热舒适
度，采用全面的策略是很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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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营养结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便利性的提高，现
在许多中国人过着缺乏运动的生活，这导致了人
们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某些疾病患病率的增加，例
如 2 型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病。

疾病控制中心（CDC）对健康的定义为，“能够
有活力并且感知敏锐地开展日常工作，没有过度
疲劳，并有充足的精力享受闲暇时间和应对突发
事件。”在中国，企业需为员工提供时间，以及
一个合适的办公环境，以便他们进行定期的体育
活动。这样有助于员工在工作期间保持充沛的精
力，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除了缺乏运动，越来越糟糕的饮食习惯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体重超标，这也导致了 2 型糖尿病甚至癌症发病率的上
升。良好的营养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健康保护、体
重控制、认知敏捷和疾病预防 ( 图 8)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国人对饮食建议的遵循程度正逐年降低，这也导致
各种健康问题越来越普遍，比如肥胖症在中国成为了很大的
健康问题。随着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
提高，肥胖率也趋于上升。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 30 年里，成年人的肥胖
率翻了一倍多，从 15% 上升到 35%。

为了使员工吃到有利于健康的食物并得到营养建议，企业有
必要在办公室内提供健康的零食，并在食堂为员工提供健康
菜单和营养配餐方案。企业将会从这一举措中获益。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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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本质上是电磁辐射，位于电磁波谱的某个特定部分。可见光是肉眼可
见的，是视觉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光进入人的眼睛，然后信息被传输
到大脑。白天的视觉，周围的视觉，昏暗灯光下的视觉以及色彩的辨认
都是由眼睛和大脑共同完成的。此外，光线还能帮助调节昼夜节律以及
“人体生物钟”。

当前，照明代码（如照明工程学会提供的指导意见）涵盖了包括办公空
间在内的各种室内区域的照明建议。这些代码保证室内空间的亮度稳定
在一定水平，从而使我们的视觉疲劳和头痛感降到最低。如果中国有更
多的办公空间使用合适的亮度，那么员工的舒适度，工作满意度以及工
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图 9）。

图 8
健康的膳食平衡

资料来源：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哈佛医学院，戴德梁行研究部

光

图 9
舒适的办公亮度的好处

资料来源：Eden Springs, 戴德梁行研究部

16% 24% 15%

22%52%
提高

生产效率

减少
办公室意外

降低
能耗

提升
工作满意度

提升
员工舒适度

有益健康的蛋白质 健康的食用油

水 蔬菜

水果 全谷谷类

多选择鱼类，禽类，豆类和坚果食用，
减少红肉和奶酪的摄入，避免培根，冷

盘和加工肉制品。

在烹饪，调制沙拉和做菜的时候使用健
康的食用油（就像橄榄油和菜籽油），
减少黄油的摄入，避免转化成脂肪。

喝水，茶或是咖啡（少糖或不加糖），
每天少量奶（1-2 份 / 天），果汁（每

天 1 小杯）。避免糖分饮品。

吃种类越多的蔬菜越好。不要吃土豆和
炸薯条。

吃多种多样，颜色丰富的水果 吃多样化的全谷食品（类似全麦
面包、粗粮意面、糙米），减少
细粮的摄入（比如白米饭和白面
包）。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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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1/5

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密不可分，心理健康也是一种精
神健康。当我们锻炼时，血清素被释放，这使我们
感觉良好。相反，对工作，薪水，自信心的担忧则
会产生心理压力。事实上，资料表明，全球约 4.5
亿人受到心理健康的困扰（图 10）。

抑郁症在十大主要病因中排名第四。据预测，在未
来 20 年内，在全球范围内，精神疾病将成为身体
疾病的主要病因。

为了帮助员工缓解压力，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常规
锻炼的时间和空间。针对心理健康和压力管理的定
期培训也应该被采纳。员工担忧工作生活的时间越
少，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

图 10
心理健康 — 一些真相

资料来源：心理健康急救，戴德梁行研究部

1/5 的美国成年人
面临心理健康问题

只有 40% 员工因心理疾病申
请休假，且至多 10 天

超过 35% 的经理认为他们没
有得到正式的支持或资源去

帮助员工

心理疾病
是诱发身体疾病的重要原因

1/10 的全职员工
有一个不良嗜好

人力资源经理清楚心理疾病
会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但他们中只有 15% 的人认为
管理者正在认清问题，

提供支持和资源。

40% 35%

WELL
建筑标准的
七个概念：
对概念的详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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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认证
今天，全球超过 530 个项目已经获得
WELL 认证。在中国，114 个项目拥有
WELL 认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数
量仅次于美国（表 11）。

其他可供中国的办公空间借鉴的包含健康和幸福感的设计元素：

一个面向自然的空间1

办公空间外部就是大自然，这种视觉可以激发员工，并使他们
感到愉悦，对他们的整体健康是有益的。

表 11
各个国家获得 WELL 认证的项目数量（2017.11）

资料来源：国际健康建筑协会，戴德梁行研究部

排名 国家 得到认证的项目个数

1 美国 253
2 中国 114
3 澳大利亚 45
4 法国 40
5 加拿大 24
6 英国 24
7 荷兰 11
8 西班牙 11
9 墨西哥 10

1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

办公空间设计，健康和幸福感
简洁却不失健康和幸福感元素的办公空
间设计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中国的办公室
中，它们包括：

办公空间的色彩运用1

色彩会影响心情。红色迸发激情，蓝色
平稳情绪，舒缓呼吸和心率。当设计一
个有特定用途的办公空间（如一个头脑
风暴会议室或安静的休息区）时，房间
颜色的选择至关重要。

办公空间的自然光2

资料表明，工作中的自然光可以保证夜
晚更好的睡眠，促进更多的工作交流，

增强幸福感，降低血压，提高警觉性。

办公空间里的绿植3

办公室里的绿色植物可以降低压力，净化空气，提高工作效率。

中国目前的最新趋势
健康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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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  对于任何成功的健康
     和幸福感项目，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全面参与和
     支持必不可少。一旦他们加入，项目成功的几率
     将大大提高；

  减少空气和水污染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例如，
     如果内部空气已经被净化，但员工在污染的天气
     中打开了窗户，那么所有的净化工作都白白浪费   
     了；

  优化使用含有健康和幸福感元素的办公空间  专
     门为健康和幸福感设计的办公空间需要配以适当

一个与水为邻的空间2

同样，在办公空间内部和周围的水使整个环境充满吸引
力和缓和感，也给员工们一种强烈的幸福感。

一个模拟自然的空间3

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使办公环境更加舒适。这个空间设
计可以包括：

  大自然的声音，如鸟鸣；
  自然界中散发的植物油气味；
  人工气流和温度变化；
  动态且散射的光照；
  生物形态的设计和模式。

一个安静的休憩室4

这让员工感到安全，同时能让他们在独处的环境中放松。
一个好的休憩空间令人感觉与周围的办公空间截然不同，
却又不完全割裂。在这个空间休息一段时间后，员工可
以重新振作起来。

     的使用方法。例如，休憩空间不应被用来进行大声
    的头脑风暴会议，反之，用来头脑风暴的会议室不
     应该被用于休息；

  优化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这些项目可以是健身训
     练，也可以是为员工提供健康的零食等等。对这些
     项目需进行持续性的宣传，这样员工能够在任何时
     候都充分了解所有项目的意义；

  承诺维护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建筑性能  许多
     认证标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定期重评。因此，
     想要获得认证的企业需要明白这是一个长期承诺。

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挑战必然存在，但必须被克服
当实施办公室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时，很多挑战发生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其中包括：

抛开各种困难，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开始将自己的工作环境转变为更健康，更友好的空间。在
上海有两个例子：在南京西路上的戴德梁行和海沃氏的办公室，它们也是亚洲第一个通过 WELL 认证的办公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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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案

例
2

戴德梁行上海办公室

海沃氏上海办公室

体现健康和幸福感的元素有：
  空气净化和在线监控系统；
  声音阻尼墙；
  无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密封胶和油漆；
  直饮水系统和水净化系统；

体现健康和幸福感的元素有：
  允许新鲜空气交换的通风系统；
  符合人体工学的家具；
  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
  无毒无挥发气体的材料；

  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家具；
  审美空间设计；
  智能光照系统；
  室内健身器材。

  过滤并测试空气和水；
  工位的照明情况；
  专门为健身训练留出的空间；
  根据 WELL 标准设置的空间声学性能。



20      健康与幸福感

问题 1
您是否听说过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的概念？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被访者主要是企业和房地产的专业人士，在他们中间，有 90％听说过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的概念。虽说这种概念和像 WELL 这样的认证机构
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是相关的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以及相关认证，已被广泛认可和接收。在前文中提到，在中国，114 个项目拥有
WELL 认证，总数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我们已经讨论了几个基础的关于健康和幸福感的话题。现在，基于一份有 10 个问题的调查问卷，从企业和房
地产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我们探讨中国企业实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成效。

10%

90%

否

是

当前对于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思考
健康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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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考虑到办公空间的健康与幸福感，贵公司 ...

问题 3
如果贵公司已经引入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或已有相关计划或考虑引入此类项目），您会如何形容该项目？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虽然健康和幸福感项目（如 WELL 认证）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了解到，有 30% 的企业已实施了完整的办公空间健康和
幸福感项目。另有 40% 的企业表示，他们已采用了包括一些健康和幸福感元素的办公空间设计方案，以保障其员工的权益。

展望未来，随着此类项目在中国员工中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我们相信更多的企业将实施了完整的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进一步推动办公空间
健康理念在中国的发展。

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60% 的企业已经或者将会引入一系列健康和幸福感项目。对于员工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过去五六年间，第三产业工作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此类工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正是这部分人逐渐意识到办公空间的健康和幸福感对于自身
的重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对自身健康的“投资”，如参加健身活动，周末骑行或是在周边公园慢跑等等。同时，随着这部分人的晋升，越来越多
的企业将实施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提上日程。这一现象与我们此次调查的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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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

30%

不清楚

已经引入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项目

未引入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项目，但已有计划

未引入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项目，也无此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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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不清楚

一个成熟的方案

一个有待完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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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假设贵公司已经引进了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或已有相关计划或考虑引入此类项目），您会考虑用以下哪种
指标来衡量该项目的成效？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问题 4
假设贵公司已经引进了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或已有相关计划或考虑引入此类项目），您最期望它带来什么
效果？以下哪种因素会成为最主要的动机？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在此次调查中，有 48% 的企业表示，实施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最主要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

现今，在员工选择是否加入或者离开某个企业的决定上，当其他因素相似时，办公环境的好坏对这个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服务业中，员
工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为了保证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吸引和留住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拥有完善的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
目的企业能够较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

调查中，42% 的企业表示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成功与否是由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决定。同时，21% 的企业表示，员工的工作效率，以及
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和保留率也是衡量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作中的付出；二是对企业制度的认同感。通常来说，一个开心员工更愿意为企业
付出个人时间和精力；同时，对企业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企业任职时间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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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目前，贵公司提供了哪些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福利？（勾选所有适用）

问题 7
在贵公司位于中国的办公空间中，您认为哪个健康和幸福感元素是最重要的？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在问题 7 所列举的办公空间健康与幸福感元素中，受访的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士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是，推崇健康和幸福感的设计（33%），员工
幸福感项目（27%）以及员工压力管理项目（15%）。鉴于受访者主要是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士，这三项最贴近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因此，
这三项被列为重要元素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那些普通员工来说，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如他们会认为拥有休息区域，提供健康的饮食和健身设
施更加实用。

根据对此问题的反馈，我们了解到，问题中所列举的，与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福利都被受访企业采纳，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有 2% 的企业甚至
为员工提供专业水疗设施。有 18% 企业表示，在办公空间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健康和幸福感理念。当然，许多更人性化的办公空间设计并未列举
在调查问卷中，例如有被访者表示，其企业为员工提供了运动休闲场所，如羽毛球场和乒乓球桌。如果企业持有这栋建筑或者拥有适宜开展运动
的空间，开展此类运动是非常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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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在以下标准中，您认为哪一项对于中国办公空间的健康与幸福感最为重要？

问题 9
在中国实施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时，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时什么？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根据问题 8 列举出的办公空间健康与幸福感要素，毫无疑问的是，新鲜空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标准。随着中国民众以及相关机构的环保意识不断
提高，近 10 年来，室内外的空气质量都得到了有效改善。但目前仍有许多可改进的地方，要达到健康空气的标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有趣的是，有 26% 的受访者表示，工作环境的舒适度是第二重要的要素。在中国的办公空间中，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如办公室隔音，人体
工学和室温控制等方面。这些功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员工幸福感和工作效率。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4% 的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士认为，成本是实施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最大困难。其次，25% 的受访者认为，衡量健
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成效是另一大痛点，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健康和幸福感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主观。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此类项目受益者的员工竟
然也是一种阻力，占比略低，仅 4%，相对而言，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反对则影响更大一些，占 13%。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年轻一代逐步晋升至高级管理层，对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以及 WELL 认证）的价值认知将更加明确，我们预计，在未来，
来自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反对会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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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
在未来十年内，以下哪个因素中国员工的影响最大？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对最后一个问题反馈来看，大多数企业（56%）认为员工健康问题将是影响企业运行最重要因素。另外，高强度的工作，结果导向性的文化，以
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都会引发严重的焦虑，而 20% 的受访企业表示，不断增加的压力将成为影响工作的另一重大因素。

中国正在经历着老龄化。受访的企业证实老龄化也将会是影响其未来运营的不可忽视的问题。12% 的企业回应称，他们会在未来会聘用那些经验
丰富的年长员工。因此，办公空间健康与幸福感项目也须考虑到这类人群的需求，为他们继续为企业贡献做好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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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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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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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步改善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同时，由
于社会物质日趋丰富，并且更多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新的健康
问题也随之显现。

对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而言，确保本国劳动力拥有良好
的健康状态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劳动力的健康状况恶化将会
对整体劳动力的生产力，家庭和企业收入，储蓄，资产，消费，
和国家税收收入等产生持久负面的影响。

与政府一样，各地的企业，包括中国企业，都非常关注员工的健
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企业生产力，特别是员工的生产力。
所有由企业发起的健康和幸福感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提高员
工的生产力，从而保证企业利润。

随着中国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意识到
健康快乐给个体带来的好处，而且追求可以使个人更加健康、快
乐的途径。而一个行之有效的，在办公空间中的健康和幸福感项
目是实践这种方式的重要选项。

目前，全球已有大量的办公空间健康和幸福感项目在中国实施。
而 WELL 建筑标准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满足员工和企业需求
的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530 个，涵盖不同物业类型的项目已经被
WELL 建筑标准认证。在中国，已经有 114 个项目获得了 WELL
认证，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拥有更多的获得 WELL 认
证的项目。

最后，在健康与幸福感问卷中，中国的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士表
达了以下值得关注的见解： 

要点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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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谈的绝大多数
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
士都对健康和幸福感
项目有所耳闻；

中国员工认为呼吸新
鲜空气是最重要的办
公室健康要求；

我们访谈的大部分在
中国经营的企业已经
或者将要实施健康和
幸福感项目；

企业和房地产专业人
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实
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最大的困难是成本；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实
施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的主要动力在于吸引
和留住人才；

受访的企业和房地
产专业人士认为，
健康和幸福感项目
中最重要的三个特
征是：推崇健康和
幸福感的设计，员
工幸福感项目以及
员工压力管理项目；

在中国，员工满意度
提升是衡量健康和幸
福感项目是否成功的
第一标准；

绝大多数在中国运
营的企业已经预见
到， 在 未 来， 越 来
越多的员工会被健
康问题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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