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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戰後日本的高度經濟成長讓日本頓時成為世界各國注目的焦點，日本到

底擁有哪些條件、透過哪些方法能夠在戰後短短二十年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不論學界或業界，各國一窩蜂欲透過各種研究方法、管道來一窺日本

企業如何在戰後百廢待舉之時，快速恢復競爭力。當中美國企管學者

Abegglen (1958)指出日本雇用關係的特質為“permanent employment＂及

“lifetime commitment＂，日本企業的終身雇用、長期雇用習慣漸為世人所

知。此外，OECD 調查團於 1970 年赴日調查日本的勞動政策，將其調查結果

結集成冊，在這報告書當中將源自日本的終身雇用制、年功序列制與企業內

工會總稱為「日本式雇用制度」(Japanese Employment System)。又美國學

者 Vogel (1979)也在其著作「JAPAN AS NUMBER ONE」中對日本相當多成功

企業案例給予正面的評價，舉出幾點能給予美國企業啟示的日本企業特色：

如集團式的行動、員工的一體感、公司內部教育制度、福利福祉等等。如上

所述，與美式管理大相逕庭的日本式管理於戰後形成且在 1960、1970 年代高

度經濟成長時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成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共識。 

但 1990 年之後日本泡沫經濟結束，日本經濟進入前所未有的低成長時

期，甚至有學者稱之為「平成不況」或「失去的十年（失われた十年）」。睥

睨全球數十年的日本經濟，終因無法負荷日圓的長期升值而出現窘狀：出口

衰退、內需飽和、銀行債台高築、企業平均獲利率降至新低點。過去曾為各

國競相學習的「日本式管理」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魅力盡失，過去備受讚

揚的日本式管理如今卻成為日本企業競爭時的包袱。企業界、學界紛紛指出，

日本企業在不景氣之下必須要有新的作法。首當其衝的是日本式雇用制度。

勞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於 2005 年 3 月發表的勞動政策研究報告書中指出，

1990 年代泡沫經濟瓦解之後，日本企業在長期不景氣、金融危機等環境變化

下，以長期雇用、年功序列為核心而成立的日本式雇用制度也正在急速瓦解

之中，具體來說有下列四點： 

1. 短期雇用或勞動力委外的擴大。臨時工、兼職工、契約社員等限定雇用期

間的雇員的增加，以及派遣社員或業務委外等等勞動力來源漸往外部發展的

結果，以長期雇用為前提的雇員也日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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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主義式人事制度的擴大。隨著團塊世代（大概一九四六年至一九五一

年出生者）年過 50 歲，公司內部員工漸趨高齡化，依年資為基準的敘薪制度

也到了極限，因此企業紛紛引進以工作成果論酬的薪資制度。 

3. 企業間競爭愈趨激烈與環境瞬息萬變的結果，企業必須非常彈性的隨時調

整管理戰略以因應外在的變化或衝擊。因此，企業中人事制度本身也出現很

大的變化。 

4. 日本企業日益注重股東利益的結果，一直以來的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的構造出現變化的同時，也加速了對人力資源管理的改革。 

另外，隨著知識經濟的到來，產業構造移轉至知識密集型產業的同時，

企業需求的人才轉變為雙型勞動力人才，企業體認到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

產，能為企業創造最高的價值。過去人力資源往往是企業最忽視的部門，但

進入知識經濟時代，企業面對新環境下的新組織，企業該延用怎樣的人才發

展策略，企業無形的人力資產指標又該如何量化等等，人力資源管理中「人」

的議題儼然成為全球企業、企管學者、以及管理顧問專家積極努力研究的方

向。 

因日本經濟構造的變化，勞動市場的流動加速，企業難以依存長久以來

的長期雇用習慣，必須從根本修正企業內部以正式員工為主的年資取向經營

的論點（八代尚宏，1999；吉田和男，1999），日本式雇用制度雖受到批判，

其「終身雇用」、「年功序列」等制度表徵雖受到遲疑，但日本企業仍需倚賴

長期的人才管理（田中滋，2001；樋口美雄，2004；），原本任職於富士通人

事部的城繁幸（2004）指出：富士通因為導入了成果主義，公司內部勞資雙

方失去了對彼此的信賴，員工對待遇制度感到不滿，富士通 2001 年開始連續

兩年的營收入赤字更超過 1000 億日圓。此著作不僅引起其他電機業界企業的

共鳴，甚至獲得金融或汽車、公務員等的迴響，此著作又被稱為「成果主義

否定論者的聖經」。如上所述，日本企業正面對組織再造、導入美式企業做法

的聲浪，那日本企業中長久以來的長期雇用習慣就消失了嗎？為何戰後備受

讚揚的「日本式管理」在泡沫經濟結束之後，會成為日本企業的包袱？ 產、

學界學者對日本式人事制度的存續、人事制度改革的討論的沸沸揚揚，進一

步引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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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戰後被譽為日本高度經濟成長大功臣的「日本式管理」成為各國企業界

競相學習的對象，其特色受到各國學者的注目與探討。但戰後倍受讚揚的日

本式管理為何在日本泡沫經濟結束之後，成了企業的包袱？因此本研究的第

一個研究動機，為日本式管理到底有何特殊的運作方式。 

日本自 1990 年代泡沫經濟結束後，企業所面臨的環境產生極大的變化。

企業不得不重新檢視內部的架構、流程，進行組織變革以因應環境的變化。

日本企業面對新環境下所產生的新組織，其面臨了特殊組群雇用、裁員所造

成的人才技能短缺等問題；在新環境下，企業所需要的勞動力轉為雙型勞動

力（知識與勞力型的工作型態）、非永久性的、多樣化技能的員工。日本企業

所面臨的內外環境的變化引發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日本企業在此波

組織再造中，如何在其具歷史淵源的長期雇用習慣背景下，進行人力資源管

理的革新，如何整合新環境下的新、舊時代的勞動力。 

知識經濟時代下，有形資產的規模與企業競爭力不再畫成正比，企業最

需要的是員工所擁有的知識與經驗的累積與活用，但新環境下的新式員工面

臨新的工作情境，因此如何管理無形資產：人，開始受到重視。公司內部「人」

的課題日益受到重視，「人力資源管理」議題成為業界、學界積極努力探討研

究的對象，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資訊化、無國界化、客戶化等等大環境的變化，台灣也正

面臨龐大的競爭壓力，台灣企業也正透過人力資源管理實務來協助企業變革

與轉型，以增加市場與國家的競爭力。由於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在企業轉型當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台灣企業也正面臨轉型，成為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

動機。 

過去台灣針對日本式經營管理探討的研究相當多（林俊杰，1997；李振

民，1997；詹育翰，1996；董莊敬，1997；姚能鑽，1996；楊佩蓉，1999），

另也有探討泡沫經濟結束後，日本企業組織調適過程中之人力資源管理的改

革的研究（何幼欣，1996，黃立怡，1999），上述研究雖指出日本企業人力資

源管理的改革方向，但未詳細說明其革新內容，到底日本式人事制度怎麼變？

改變後呈現如何的樣貌？則尚未有研究談及。根據以上說明，茲將本研究的

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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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日本泡沫經濟瓦解後，企業人力資源管理革新的內容，及革新作為背

後的思維；從組織設計至職務設計、任用、評價、升遷、員工培訓教育，對

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革新做一全面性的分析與探討。 

2. 台灣與日本地理位置毗鄰，彼此不論歷史、思想精神及政經關係都關係相

當密切，藉由探討戰後日本企業引領日本朝整體經濟復興方向前進的關鍵要

素，與泡沫經濟瓦解之後如何進行進行革新，其在逆境中再起的力量與關鍵

策略為何，希望能給予關係密切的台灣借鏡。希望本研究中列舉的日本企業

個案分析，能運用到台灣也正面臨挑戰的企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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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代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革新的內容。被譽為日本戰

後高度經濟成長期的大功臣之一的日本式管理，為何泡沫經濟瓦解後會成為

日本企業競爭時的包袱。探究促使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革新之內外因素，

以及其革新內容與走向。 

本研究採取實地訪談與文獻調查兩種方法進行之。前者主要以日本表現

傑出的企業為進行訪談的主要對象，期望從實地訪談互動中，能更深入地了

解企業改革過程中，其革新的施策與方向；後者則以中外學者針對日本企業

的人力資源管理革新模式所進行之實證研究為主要蒐集內容，再輔以各年度

之政府調查量表與訪間機構所公佈之調查報告結果，統合整理出日本企業這

波人力資源管理革新之內容。 

實地訪談之對象企業，主要選定戰前成立、歷史悠久且正在進行組織大

變革的企業，與新興產業為訪談對象。選定戰前及成立的歷史悠久企業，觀

察企業經歷戰後高度經濟成長期與泡沫經濟結束後之人事制度的改變，做一

前後對照，以求成為更有效力的樣本；此外，選定新興產業乃由於新興產業

之競爭較為激烈，環境變化更為快速，且新興產業對未來經濟的成長與否扮

演關鍵性角色，更值得研究。本論文的赴日訪談時間為 2005 年 3 月 20 日~25

日，受訪公司名單及受訪者如下表 1-1 所示。 

首先在台灣針對參訪企業進行初步的資料蒐集，了解訪問公司的背景與

擬定提問方向與重點，提問則針對公司目前進行的組織變革遇到什麼樣的障

礙與難題？面臨全球化與資訊化等外部大環境的變化與趨勢，公司在人力資

源管理上的對策為何？等進行觀測。訪問的過程中，先由該公司領導人進行

簡報介紹公司，以及目前公司進行中的變革方法與方向，再針對公司領導人

報告內容與事先準備好之問題提問。本研究的撰寫，已將訪談內容融合於整

篇文章中，為機密的限制，故不將訪談紀錄與錄音附錄於論文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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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訪談企業與受訪者一覽表 

 公司名稱 受訪者 受訪者職級 

Tomiya Atsumi General Manager, Corporate 

Planning & Coordination Office

Nobuo Taoka Manager, Corporate Planning & 

Coordination Office 

Kiyoshi Sawai Manager, Personnel Office 

1 住友化学 

Tadashi Sudo Personnel Office 

Akira Hirooka Executive Director,Global 

Coordination Dept. 

Tetsuya Ninagawa Maganer, Corporate Strategy & 

Planning Dept. 

Masatoshi Kajikawa Manager, Personnel Development 

Dept. 

Toshiko Yamazaki Assistant Manager, Global 

Coordination Dept. 

2 NTT DoCoMo 

Yuko Nakayama Global Coordination Dept. 

3 豊田自動車 Jim Sakaguchi Manager,Global Coordination 

Dept. 

Toshiyuki Shiga Co-chairman 4 日産自動車 

Yasuaki Hashimoto Vice president 

 

二、研究範圍 

文獻調查主要以日本泡沫經濟結束（1990 年）之後為主要的文獻探討期

間，但為對日本式管理，其特殊的人事制度多做了解，也會追溯到 1990 年以

前的人事制度進行探討，以跟現今之革新方向做一比較對照。文獻的來源主

要為相關主題之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光碟資料庫、學者著作、日本與台灣

之政府出版品、日本媒體(日本經濟新聞、日本產經新聞等等)、企業年報、

公司出版品等等。由於研究對象為日本企業，故大量收集且採用日文資料，

以求更貼近、深入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的革新趨勢與內容。 

本研究是探討現代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的革新，若能應用問卷調查的

方式進行，或許能做最接近實際運作的調查與分析；但由於日本與台灣兩國

空間上的差距，因此主要以文獻探討方式，輔以一次赴日訪談的初級資料;

再藉由大量收集相關著作與調查報告，做一全面性的分析。為提高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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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度，採用的調查報告皆包括至 2007 年 5 月為止最新的報告。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本論文共分六個章節，第一章為緒論，分為三個小節。分別說明本研究

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再闡述本論文的研究方法與架構。內容結構說明

如下：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介紹人力資源管理的定義與

第一章 緒論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人力資源管理理論探討 

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成立的經緯

今日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之課題 

第三章 

變動工作環境

下的新挑戰 

第四章 

成果主義導向

的績效管理 

第五章 

建構高效率及

彈性化的組織 

第六章 

結論與研究啟示 

圖 1-1：論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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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理論。第二節則說明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成立的經緯，首先分析

日本式管理的特色，並與美式管理做一比較；再從戰前至戰後，以十五年為

一期分析日本企業在各個時期所實施的人事制度與促成的環境背景。第三節

說明今日日本企業在人力資源管理上面臨的課題。 

來自第二章第三節的延伸，因日本企業面對內外環境的變化，在人力資

源管理上產生了幾項議題，本研究將日本企業針對各議題，所進行的人力資

源管理上的革新內容，分別敘述於第三、四、五章。 

第三章為變動工作環境下的新挑戰，探討日本企業於泡沫經濟結束後所

面臨的新環境，及新環境帶來的新挑戰。 

第四章為成果主義導向的績效管理。此章節所談及的革新做法，來自於

日本式人事制度所造成的人事成本增加此課題。 

第五章為建構高效率及彈性化的組織。日本式管理造成組織的僵硬化，

建立於長期培育觀點下的人力資源發展制度，無法彈性地因應外部日新月異

的環境變化，因此本章節分析日本企業如何增加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的彈性。 

第六章結論，分為三節，分別是研究發現、研究啟示、與未來研究方向；

除了對本研究提出結論之外，並提出對台灣企業的啟示，及未來針對本研究

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