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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下一个十年，Morgan Philips 
Group在此很荣幸地向各位读者呈现我们2020大中华区专业
人士与高管人才报告。

除了继续探索推动职场专业人士跳槽及职业发展的因素外，
我们还分别针对企业与个人，深入了解影响职场新时代的一
系列关键议题。

随着对于一流人才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本次报告洞察内容包
含了：

> 大中华区的经济现况
> 现今职场上候选人的思维、想法
> 人才流动的全球化，以及多元世代、多元背景的员工组成
> 奖励如何成为留住人才的关键
> 为何全球化人才策略应聚焦于当地人才

如今为不同职位寻找适合的人选，已不存在地域限制。如何
将其转化为优势，对于寻求扩大全球业务范围的企业而言至
关重要。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同时也是帮助其职业生涯
更上一层楼的跳板。同时，无论是要吸引或留住人才，在面
对新生代国际化人才时，理解本地市场个人与组织的需求，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新冠病毒已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并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
击，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疫情对大中华地区乃至全球人文和经济
将造成的最终影响。此报告里所涉及的相关内容的分析，仅准
确反映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现状。

新生代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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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

本次报告收集了大中华区等地5000多位专业人士的反馈。受访者均为来自不同行业、领
域、职能的专业人士。以下是受访者背景组成：

按职位级别 按行业

总裁/首席执行官/大区执行官 4%

董事总经理/区域总经理 16%

总监/副总裁 21%

高级经理/经理/主管 40%

执行专员 13%

其他 6%

工业与能源 24%

消费行业 20%

科技及数字新媒体产业 19%

生命科学与医疗 10%

金融行业 7%

汽车与运输业 7%

其他 13%

5%

19%

18%

13%

2%

59%

53%

11%

46%

23%

34%

17%

34%

按性别

男

女

婴儿潮一代

X世代

Y世代

Z世代

按年龄

1000+

500-1000

100-499

0-99

按公司规模 
（全球范围员工人数）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其他地区

按地区

7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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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计划在2020年换工作？

是 否 可能会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16%

41%

43% 43% 52%

22%

35%

19%

29%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都一直在从事现在的工作吗?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是的，我一直在同一家公司。 目前我没有工作。不是，我在过去的12个月里刚加入目前的公司。

70% 24% 6%

82%

73% 22% 5%

15% 3%

“虽说员工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降低跳槽的意愿，
但组织仍须重视此一议题，否则一旦经济环境好转，企业势必
将面对人才流失的风险。”

David Ng
中国大陆和香港董事总经理

Morgan Philip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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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经济概况

尽管2019年经济交出了增长6%这样一个相对不错的增长比例（比起前一年下降了0.8%），现阶段
中国大陆的市场前景依旧充满了未知，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中国科技巨头如华为、抖音的备受争
议等，都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纵使如此，中国大陆依旧全心投入其在信息科技、数字化，以及
电子商务方面基础架构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以中国大陆为核
心的生态系统，并同时促进出口外销的计划，现在看来是相当成
功的。

就中国市场而言，现阶段最大的未知数，仍是近期新冠病毒对中
国消费者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尽管生命科学行业是中国大陆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疫情对于中国大陆娱
乐业、零售业以及服务业的冲击。

在中国大陆受访者中，计划今年跳槽的比例比起去年下降了
2.8%，是大中华区几个市场中降幅最大的一个，这或许意味着
市场发展趋缓，也可能与“薪酬粘性”有关。

香港在2019年经历了修例风波、政治环境动荡与持续性贸易战
等事件的冲击，整体经济下滑了1.3%，衰退预计将延续至2020
年。

香港的零售业、旅游业与服务业都受到了抗议活动所带来的后遗
症，而2019年11月的选举，以及中美在贸易上所达成的初步协
议，可能预示着经济的回升。

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在香港的受访者中，考虑跳槽的比例相对
较高（比起去年高了1.1%），只是薪酬的增幅有所下降——考
虑到现阶段市场状态，这是符合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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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中华区其他市场，台湾在2019年的实现了经济相对健康
的增长。其中包括了中美贸易战令许多产业开始考量过度依赖中
国大陆制造的风险，因而将产线自中国大陆移回台湾所带来的资
本挹注。

同时，全球对于半导体、物联网行业设备、5G基础设施以及家
用汽车组件在内的不同产业的高科技硬件产品的需求保持稳定。

台湾政府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加速了台湾企业的返乡
潮，而对于国防、高科技、生命科学、再生能源（以风力为主）
等产业的重视，则进一步成为经济表现不俗的证明。

然而，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紧绷关系，仍对当地的出口与旅游
业带来冲击，新冠病毒则会是岛上医疗与疾病防治结构的一大
考验。

虽在台湾受访者中，现阶段会考虑外部工作机会的比重与去年相
同，但许多受访者表示当换工作时，薪资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增
幅。而通过猎头公司获得新工作的人数也明显上升了（前一年为
22%，去年上升至35.6%）。

要点

中国大陆——雇主必须设法留住人才中国大陆——雇主必须设法留住人才
大约每10位受访者中有超过4位（42.9%）有可能

会考虑其他工作机会，而同时差不多比例的受访

者（40.8%）则倾向于留在目前的公司。 “虽说员

工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降低跳槽的意

愿，但组织仍须重视此一议题，否则一旦经济环境

好转，企业势必将面对人才流失的风险，”Morgan 

Philips Group中国大陆和香港董事总经理David Ng

如此表示。

香港——员工对于新的职位持开放态度香港——员工对于新的职位持开放态度
和中国大陆差不多，香港绝大多数的经理人

（73.3%）都在过去一年内服务于同一家公司，但

在每10位受访者中，都有超过4位（42.8%）可能

会考虑其他工作机会。

台湾——经济成长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台湾——经济成长带来更多工作机会
台湾逾半数的受访者（51.9%）表示他们对于其他

工作机会持开放态度，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通过猎

头公司获得了新的工作，并享受到薪资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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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多元世代的浮现

随着Z世代加入职场，预期寿命的增加、以及退休计划的改变，今天的职场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多元, 
而如何让不同世代的专业人士,融入同一个职场环境，则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所面对的一大挑战。

虽说Z世代能够提供给企业截然不同的专业技能，但雇用资深人
士的价值不容忽视。仅仅几年前，许多组织在考量员工年龄时，
主要仍以员工的“未来发展性”出发，但在今天的职场，经验与知
识也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资产。

举例来说，惠普（Hewlett Packard）的“职业生涯重开机”
（career reboot）计划便获得了卓越的成功，“重返职场计划”
（Returnships）此一概念则用于吸引已经退休或职业中断的专
业人士，鼓励他（她）们重返职场。 我们在近期帮助客户招聘
资深财务高管时，便注意到许多企业对于具有扎实工作经验人才
的渴望。

在如今的职场，65岁作为退休年龄已成往事，企业必须创造出鼓
励员工可依其个人偏好延长工作年限的职场环境，同时满足多元
世代职场所带来的不同需求。

要点

当职场多元性日渐增加，组织必须能够在整合不同世
代方面，交出更好的答卷。“虽说不同世代可能会有
不同的工作风格与价值，但如何运用企业职场多元
性的潜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雇主得要试图最大化
年长专业人士所带来的经验与技能，”Morgan Philips 
Talent Consulting总监Mike Paxton这样建议。

2020 Morgan Philips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报告 

5%

2%

59%

34%

婴儿潮一代

X世代

Y世代

Z世代

按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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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人才流动性—争取职业生涯国际化经验

无论是科技的进步、国际差旅的便利、不同挑战所带来的吸引力，乃至体验全新文化环境，以上都
是让外派工作机会如此诱人的原因。取得外派经验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并借此拥有更好的薪酬
以及生活方式。

企业则得以透过将高潜力人才外派，创造出更多元的工作内容和
思考方式——在现今职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拥有来自世界各地外
派人士的国际化团队，往往会有着更好的表现。

相较于西方企业往往倾向把外派机会留给资深／高级经理人，大
中华区的企业则更愿意将规模较大的团队外派，其中甚至可能包
含年资较低的职位，目标是让企业人才在不同环境中学习成长，
与多元的专业人士携手合作，并在归国之后，运用其学习到的知
识与经验，帮助开发当地人才。

要点

In the new world of work,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other culture and work in a foreign country has 
many advantages. As well as furthering their careers, 
employees are able to apply what they’ve learnt when 
they return home.

考虑去其他地方工作的前3大原因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更国际化 更国际化 更国际化

职位晋升 更优质的生活 职位晋升

更优质的生活 职位晋升 更优质的生活

22% 20% 27%

19% 19% 20%

15% 15% 18%

中国大陆的“走出去战略”，便是中资企业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拥
有如此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2020 Morgan Philips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报告 

在职场新时代，能够体会另一种文化，并在异地就职，有着诸多好处，除了能帮助人
才发展其职业生涯，也能让员工在回到本地之后，有机会发挥其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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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推动全球人才流动的同时，人才所偏好的目的地却
出现了转变。虽说对大中华区人才而言，北美依旧是热门目的地
之一，但大中华区以外的亚洲各地以及欧洲正日渐受到欢迎，前
者是台湾与香港人才最心仪的选择，欧洲则是中国大陆人才的
首选。

对台湾来说，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外溢效应，
让亚洲其他国家成为较受欢迎的地区，而意图在区域内其他国家
设立据点的企业，都在积极招募有着过往当地工作经验的专业
人士。

对香港的专业人士而言，政治面的不确定性让中国大陆相对显得
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然而移居如新加坡等新兴亚太区总部的机
会依旧相当受青睐。

不意外地看到，美国不再是中国大陆人才的头号选择，相对来说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拓展，以及当地对于中国大陆专业人士较为欢
迎的态度，让英国、法国与意大利成为备受欢迎的几个国家。

工作迁移最受青睐的3大地区

欧洲 大中华区以外的亚洲地区 大中华区以外的亚洲地区

北美洲 欧洲 北美洲

大中华区以外的亚洲地区 北美洲 欧洲

13% 15% 14%

11% 14% 13%

9% 12% 12%

要点

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外派工作机会，大中华区的专
业人士对于欧洲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机会兴趣较大，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是主因之一。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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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是大中华区专业人士（台湾例外）眼中人才流动性的最
大挑战。而适应文化差异、需要开拓新的社交圈，以及不确定新
的职位是否适合，这三点是专业人士移居海外的重点难题。相对
之下，台湾专业人士更担心医疗与保险，似乎也对安全问题较为
重视。

2020 Morgan Philips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报告 

要点

不管是适应新的国家与文化、学习新的语言，或开
拓新的社交圈，对专业人士来说，移居海外无疑是
一大挑战，需要来自企业方面的支持。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医疗与保险

需要开拓新的社交圈 需要开拓新的社交圈 需要开拓新的社交圈

不确定新的职位是否适合 不确定新的职位是否适合 安全问题

17% 15% 16%

14% 14% 15%

12% 13% 11%

人才流动性的挑战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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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追求一流国际人才同时，能够提供对应的薪酬，肯定是吸
引顶级人才的关键要素。在考虑外派的薪酬中，企业主可提供数
种不同的福利，如提供理解与融入当地文化的教练辅导（可来自
企业内部或聘请外部讲师），以帮助经理人理解自身所处的多元
环境，再例如针对非英语母语人士的协助，是两个典型的范例。

虽说不同行业与资历在基本薪资上会有所不同，但其他常见的福
利则包含提供住房、搬家费、交通（公司配车或车辆津贴）、当
地服务（例如教育或财务顾问服务等），以及针对个人或家庭提
供移民相关的签证／居留办理等。

薪酬与福利

12

要点

企业需给外派人士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企业有
多种不同的福利可以提供，以让外派在财务上较为可
行，包括本地薪酬加溢价福利方案以及税负平衡等。  

然而，随着外派机会日渐普遍，无论中资或跨国企业皆会开始采
取“本地薪酬加溢价福利方案”（Local Plus）的薪酬策略，以确
保派遣任务本身符合成本，并通过不同的福利方案来满足业务或
个人的需求。不同地区的个别薪酬方案，可预期会被整体全球化
方案所取代，以配合公司的全球人才战略。

此外，虽对大多数公司来说，税负平衡（Tax Equalization）依
旧是个棘手议题，但对顶级人才而言，款项支付的方式却可能会
带来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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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职场所需技能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一致同意，国际化思维、适应力与语言能力，
对于成功的外派工作至关重要。对他们而言，“国际化”意味着个
人必须理解并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
最适合的人才以融入当地，并满足当地的业务需求。

为了满足其试图吸引的人才，组织必须拥有全球化的人才政策和
战略。然而企业必须在当地招募和发展人才，以反映当地的业务
需求、当地的文化和地方雇佣相关法规。

根据哈佛商业周刊所做的研究，面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那些有能力改变行业游戏
规则的公司知道哪些才是他们最好、最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具有哪些能力，以及他
们能如何帮助公司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化思维 国际化思维 国际化思维

适应力 适应力 适应力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

22% 22% 20%

17% 17% 17%

16% 11% 16%

要点

建构与当地市场有着紧密联系的全球化品牌对中
国企业而言无比重要。 Paxton认为，“善用一流人
才，提供他们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但同时根留本
地，会是留住以及吸引人才的关键动力。”

国际化人才最需要的关键技能前3名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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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

中国哲学家兼军事家孙子形容一位好的将领必须具有“智，信，仁，勇，严”的特质。成功的领导者
必须能够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时，展现出各种不同的能力。

当被问到所偏好的领导风格时，大中华区的受访者将“有启发性
的”列为第一，并希望他们的领导者能够具有“支持性”同时“有远
见”——上述3个选项一共占了将近半数的回答。有趣的是在过
去，“支持性”曾是台湾经理人最重要的领导特质。

然而，当被问到自身的领导风格时，多数人会形容自己为“以结
果为导向”，之后则是具有“支持性”和“教练式”。

就Paxton看来，“这显示出我们所偏好的领导风格，以及我们眼中自身主要的领导风
格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所渴望的和我们的行为明显不同。”

虽说高管希望能够受到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启发，但当自身担任
领导职务时，达到目标成为其最重要的考量。

“一流领导者必须能够掌握愿景、行动力与待人处事三者之间
的复杂组合，具有启发性的领导风格对于达到成功至关重要，
并且通常能导致出色的财务表现。” 

Patty Yang
台湾董事总经理

Morgan Philip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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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现在多数员工皆希望经理人或领
导者能够启发他们，提供他们使命感——员工希望自己的贡献能
够被看见。

显然，在人才的招募与保留，以及评估一个人的职位契合度时，
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前3名

个人领导风格前3名

有启发性的

以结果为导向

有启发性的

以结果为导向

有启发性的

支持性

有远见的

支持性

支持性

支持性

有远见的

以结果为导向

支持性

教练式

有远见的

教练式

支持性

有启发性的

18%

19%

22%

19%

20%

14%

16%

13%

17%

16%

16%

13%

13%

11%

14%

11%

14%

12%

要点

高管渴望在领导者身上所看见的特质，与自身作为
领导时所关注的特质，两者存在有明显差异。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香港

香港

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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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国际化人才

根据近期的一项麦肯锡研究，虽然某些领导者在启发、激励他人
方面更为出色，具有启发性能力事实上是可以被开发的，高管可
以通过以培养具有启发他人的行为模式。 “一流领导者必须能够
掌握愿景、行动力与待人处事三者之间的复杂组合，具有启发性
的领导风格对于达到成功至关重要，并且通常能导致出色的财务
表现” Morgan Philips Group台湾分公司董事总经理Patty Yang
这样表示”。

这项结果也显示出，具有启发性的领导必须能够创造并实现目
标。 “婴儿潮一代与X世代的候选人已明确表示，有着明确使命
感的组织才是最吸引人的工作选择——不管在吸引或保留人才
上都是如此。”Morgan Philips Group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Charles-Henri Dumon这样评价。

新世代的专业人士倾向于有着使命感、认真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
公司。他们在乎自己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为公司带来的价值，
并受到新挑战的吸引和驱使。

国际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将“同理心”视为资深专业人士最重视
的素质之一。为了鼓舞人心，领导者必须要体现组织的价值，并
为他人树立榜样。愿意聆听并以同理心相应是具有启发性的领导
者的标志——员工因此更可能对于自己的工作感到满足、更愿意
投入，也更忠于公司。

新生代眼中，有启发性的领导风格

考虑到专业人士将“有启发性的”列为最渴望的领导者特质，作为领导该如何展现这种领导风格？这
里又包含那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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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具有启发性的领导风格，某间全球半导体集团会
在面试流程最后，安排候选人与公司创始人进行一小时的会谈。
候选人能借此了解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角色又是如何呼应
公司的使命、目标以及任务。多数候选人在此过程中深受启发和
鼓舞，就算最终薪酬水平与之前的相似，也无损自己加入新公司
的决心。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对公司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但因为没
有人让他们知道其角色对大局的影响，许多时候人们会因此而缺
乏使命感。上面这便是一个有远见的公司，寻求吸引并与潜在候
选人建立连结的很好的例子。”Dumon强调。

要点

有启发性并激励人心的领导者有能力让自己团队的
潜力发挥到极致，将他们推上新的高度，并让他们
对结果负责。这些领导者有能力打破根深蒂固的传
统行为，同赋予员工权力。  

“婴儿潮一代与X世代的候选人已明确表示，有着明确使命感的
组织才是最吸引人的工作选择——不管在吸引或保留人才上都
是如此。”

Charles-Henri Dumon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Morgan Philips Group

2020 Morgan Philips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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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方位人才发展战略咨询服务？

Morgan Philips Group在大中华区为客户提供人才招聘、人才管理咨询等一系列人力资源解决方
案——赋能个人、团队、以及企业。

了解我们所提供的全方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新生代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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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领导层：

关于Morgan Philips Group

凭借旗下一系列现代化创新服务，Morgan Philips Group持续改变着猎头、人才招聘和人才咨询行
业，帮助客户制胜新职场时代。我们将高感触的咨询服务与高科技全球人才搜寻及创新数字化技术相
结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包括高端人才寻访、人才咨询、短期与长期招聘雇佣、
转职再就业服务、离职咨询与过渡管理等。

Charles-Henri Dumon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Morgan Philips Group

作为Morgan Philips Group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Charles-Henri负责集团旗下所有业务及全球范围
内的人才解决方案公司。作为一名企业家，Charles-Henri致力于投资最新的数字化和数据洞察主导
的解决方案，并打破传统的人才解决方案，这使他在2013年与联合创始人François Sallembien和
Pascal Tour一起创立Morgan Philips Group。在此之前，他在Michael Page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在那
里他担任欧洲大陆和美洲地区的常务董事，同时也是董事会成员。

David Ng
董事总经理，中国大陆及香港
Morgan Philips Group

David在2013年成立之初就加入了Morgan Philips Group，在负责公司高端人才猎头业务几年后，他
现在担任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董事总经理。 David位于上海，负责管理集团在中国的所有品牌和服务。
凭借在招聘领域超过12年的经验，David在高端人才预付费寻访、高度机密高管职位寻访方面业绩突
出，他负责的职位包括不同行业总经理、副总裁、董事总经理、CEO等。

Patty Yang
董事总经理，台湾
Morgan Philips Group

Patty拥有超过20年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的招募和猎头经验，专注于生命科学、化学材料、消
费品、可再生能源的总经理、销售处长、行销处长和人力资源总监等职位的高管寻访。Patty在美国
攻读技术管理硕士学位后进入猎头行业，她一直保持着专业的高阶猎才表现以及成功的团队领导记
录，在招募领域有着良好的声誉。

david.ng@morganphilips.com

patty.yang@morganphilips.com

mailto:david.ng%40morganphilipscn.com?subject=
mailto:patty.yang%40morganphilipstw.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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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办事处：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
世茂大厦B座四层110
+86 10 8639 4819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333号
瑞安广场1101室
+86 21 3103 2388

广州
广州市环市东路371-375号
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2415-18室
+86 20 2829 8666

香港
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181号
新纪元广场11楼
+852 3656 5888

台湾
台北市信义区
基隆路一段333号12楼1209室
+886 2 2757 7268

morganphili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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