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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果主義導向的績效管理 

日本傳統企業強調命運共同體，強化彼此的連帶感。企業終身雇用員

工，以年資作為升遷的依據並以年資敘薪，退休之後有豐厚的退休金，所以

每一個上班族忠於企業，有愛社精神，以工作為人生第一順位。但一九九Ｏ

年代之後日本國內受到泡沫經濟的氾濫決堤、日圓走勢攀高的打擊，傳統日

本致勝的經營模式被畫上了問號。日本企業在一九八Ｏ年代後半期至九Ｏ年

代前半期，大量雇用新進人員，這群泡沫期入社族至泡沫經濟瓦解之後正是

該開始享受舊有年資制度的好處之時，他們年輕時領低薪，到四十歲左右當

上主管後，薪資上升率迅速加大。然而日本企業在一九九 0 年泡沫經濟瓦解

後，獲利大幅衰退，無力繼續用每年調薪的制度來養活這群在員工人口結構

比例上，較突出的這一群泡沫期入社族，這也是日本企業要翻修「待得愈久，

領得愈多」的年資制、導入成果主義的最主要原因。所謂的成果主義，指的

是企業的薪資制度，從以往的按年資累計改變成依員工的工作表現來分配，

原本重視「平等主義」的日本企業中，因採取績效制取代以往每年調薪的制

度，造成員工薪資兩極化，甚至發生員工士氣低落的問題。以下則分析成果

主義導向之諸人事制度。 

 

第一節 以職務群為區分的目標管理制度 

成果主義的前提為每位員工必須先深入理解公司的管理策略，再設立個

人的目標，讓員工清楚明瞭應該對公司有哪些貢獻；這也有助於公司所進行

的技術開發。伴隨著成果主義在日本企業中的導入加速，目標管理制度的導

入趨勢也隨之高漲，是否能提升白領階級的生產性，加速成果的開創，其關

鍵點在於是否適切運用其成果主義基礎的目標管理制度。根據勞務行政研究

所於 2004 年進行的「人事勞務管理諸制度實施狀況調查」結果顯示（參考表

4-1,4-2），導入目標管理制度的企業佔了八成；當中企業規模愈大，導入的

比率愈高，1000 人以上的企業則佔有九成，此外，300 人未滿的企業為 67.3%，

約佔七成；關於導入的時期，回答「1996~2000 年」的有 42.3%，「2001 年之

後」的有 39.4%，各約莫佔了四成，我們可以了解，目標管理制度的導入約

莫在 1996 年之後的 10 年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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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全產業 

區分 
規模計 

1000 人 

以上 

300~ 

999 人 

300 人 

未滿 

製造業 非製造業

合計 (150)100.0 (50)100.0 (51)100.0 (49)100.0 (73)100.0 (77)100.0 

有導入 79.3 92.0 78.4 67.3 78.1 80.5

無導入 20.0 6.0 21.6 32.7 21.9 18.2

其他 0.7 2.0  1.3

 

 

 

 

     

-(社),%-

全產業 

區分 
規模計 

1000 人 

以上 

300~ 

999 人 

300 人 

未滿 

製造業 非製造業

合計 (104)100.0 (40)100.0 (35)100.0 (29)100.0 (51)100.0 (53)100.0

90 年前 10.6 20.0 5.7 3.4 11.8 9.4

91~95 年 7.7 14.3 10.3 7.8 7.5

96~00 年 42.3 37.5 34.3 58.6 41.2 43.4

01 年後 39.4 42.5 45.7 27.6 39.2 39.6

 

日本企業為提高員工對個人設定目標的理解度，作為目標管理制度的配

套措施而導入職務等級制度。職務等級制度，是「評估各職務的價值的大小，

將職務分等級的制度」，前提必須製作「職務定義書」，明確定義各個職務，

透過對職務的評估，能提高管理上的合理性，避開年資色彩的升遷。 

西武百貨 1995 年九月宣言要「脫離年功序列制」，導入成果主義，建構

了一個以職務為本位的相當精緻的人事體制。其最大的特徵就是訂定出各個

職務的「JOB SIZE」（參考圖 4-1），所謂的工作的尺寸是指每個職位的工作

表 4-1：目標管理制度的導入狀況 

資料來源：勞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人事労務管理諸制度調査」，2005 

表 4-2：目標管理制度的導入時期 

資料來源：同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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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度與深度，以全部 128 個職務為對象，針對其角色、責任、工作的過程

進行調查並數據化；再依據各數據的大小為各個職務訂定等級、體系化。西

武百貨將主任級以上的職務（工作的種類）分為 128 類，且定義每個職務應

該執行的業務，甚至將工作的難易度給點數化，例如販賣課長是 534~705 點，

店長級則是 1231 點以上。依據點數來決定基本薪資，實際的年收入則還會依

循期初訂定的業務目標的達成度，而有所調整。若沒有符合該職位應有的作

為成績，也有調降資格的可能。依據各個職位的工作內容的深度、廣度所訂

定出來的職務等級，能使員工更了解今後公司實施的評價．工作輪調．薪資．

能力開發，這是一個科學的尺度能提高員工對企業的理解度。如此一來，員

工能明確掌握公司對這職務的期待，也成為員工對將來生涯開發的一個指針

（守島基博編，2002）。 

任命系列職務 專門系系列職務 

職務等級 

工作尺寸 

(將工作

大小點數

化) 

營業管理職群 營業服務職群 業務職群 員工職群

經營 2-3 1231~ 
 

   

經營 1/專門 6 932~1230 
    

專門 5 706~931  
 

  

專門 4 534~705 
 

 
  

專門 3 405~533 
  

  

專門 2 307~404 
 

 
  

專門 1 233~306 
 

   

 

 

店長 

 

販賣股長 

高級業

務員 

高級業

務員

販賣主任

訓練者

販賣長

中級業

務員 

中級業

務員 

初級業

務員 

事務性質

技術性質

販賣部長

販賣課長

圖 4-1：西武百貨代表性職務的職務尺寸與職務等級一覽表 

資料來源：守島基博編，21 世紀の戦略型人事部，日本労働研究機構，2002，

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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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HI 啤酒於 1999 年先針對管理職層導入目標管理制度，於 2005 年 1

月針對 Producer、2006 年 1 月針對一般社員導入目標管理制度。目標管理制

度的評估對象分為○1 以職務為基礎的業績、○2 因應職務該有的行動，這兩個

面相來進行評估。評估結果與待遇的關係如圖所示：業績的表現決定獎金部

分；升等．調升薪資．人事異動等則同時注重業績．行動兩方面，而一般社

員比起 Producer，較注重其至完成目標前的行動，反應至獎金的額度時，比

起業績更注重其過程中行為的表現（圖 4-2）。 

員工依據上級階層的方針，確認自我的角色職務，接著再設計○1 業績目

標、○2 行動目標、○3 挑戰目標（圖 4-3）。業績目標以細分上級階層方針的方

式：全公司目標 部門目標 個人目標的方式設定，目標數不限，大致以 3~5

個為標準；原則上不設定目標的難易度，但基本上須訂定合乎職務等級的目

標。ASAHI 啤酒特別將為達成業績目標所必須的行動．過程獨立出來，針對

員工的行動方針進行評價；行動方針是由上司．部下之間各自設定的目標，

因此可能很難融入全公司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或培育的觀點，於是 ASAHI 啤酒

還設定了各個職務等級所要求的行動，以作為職務等級共通的行動目標。而

挑戰目標則是 2003 年度新設立的目標管理項目，員工必須從○1 對新規格改革

的挑戰、○2 對大幅提升業績目標達成的挑戰當中，擇一項目，這是顧慮到目

標管理制度運作當中，員工可能容易下定目標，而追加的評分項目（労務行

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81 号）。 

 

 

 

 

 

 

 

 

 

業績評價 
（業績的達成）

過程評價 
（行動的達成）

評價○1  
重視業績的評價 
stage S  業績 9：行動 1 
stage M 業績 8：行動 2 
stage I  業績 7：行動 3 
stage C  業績 7：行動 3 

評價○2  
同時重視業績．行動的評

價（全部 stage 都相同） 
業績 5：行動 5 

獎金 

升等(資格) 

加薪(資格薪) 

人事異動 

以
右
邊
的
比
率
核
算

各
個
評
價
點 

圖 4-2：ASAHI 啤酒目標管理制度的評價與待遇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機能する目標管理制度」，労政時報，第

3681 号 2006 年 7 月 14 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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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則針對年輕員工打出「比起業績，我們更注重行動」的方針。年

輕員工在熟練工作崗位之前，能賦予的工作範圍與能創造的業績都受到侷

限，因此若針對年輕員工的行動過程來進行評價，範圍會較廣較深。CANON

將管理職與一般事務職的職等都各分為五個階段，職位等級與個人的業績評

估將決定每個月的薪資，獎金則會再加上公司的業績。個人的業績，除了檢

查目標的完成度，也配合日常工作的態度、方法：「是否以正確的順序進行研

究．開發的業務」、「是否做到報告．聯絡．商量」、「是否能夠應對突來的業

務」等進行綜合性的評價。等級每升級，目標達成度以外的評價項目的範圍

則愈狹窄；換句話說，就是等級愈高，目標達成度所佔的比率愈重（小林暢

子・中野目純一，NIKKEI BizTech No.001，2004 年 7 月 30 日）。 

如上所述，成果主義的基礎是目標管理制度，員工在期初就訂定好目

標，企業在期末評量其完成度；員工必須填入一張業績目標設定．評價表格。

但必須了解的是：目標並非是「我能辦到的事情」、或「我想做的事情」，而

是「必須完成的事情」。首先有全公司的目標，各部門為實現公司的目標也訂

定各自部門的目標，之後再細分至個人的目標。在這目標設定的過程中，就

可避免掉員工「為求輕易過關而下訂目標」的情況。但若是上司單方面強迫

日常的業務 

年度計畫以外的

日常性業務（包含

揭示於目標中，重

要的項目） 

管理計畫 

年度計畫．重

點課題 

以組織成長．組

織的活絡為目

標，所必須的行

動 

必要的業績 必要的行動 
個人的意思 

依據個人意

思的改善．改

革目標 

○1 業績目標 ○2 行動目標 ○3 挑戰目標 

職務(使命)

注：有網底部分，為 2003 年時改訂的項目 

圖 4-3：ASAHI 啤酒目標設定項目的體系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機能する目標管理制度」，労政時報，第

3681 号 2006 年 7 月 14 日，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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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工作給部下，這就有損壞員工動力之虞；特別是自主性較高的研究職務，

這傾向尤其顯著。上司最重要的角色扮演，就是在期初設定目標時，盡力將

「必須完成的事情」連同週邊的情報，詳細地傳達給部下，獲得部下的理解

使其能致力於目標的達成。 

此外，為提高管理的合理性與員工對新制度的接受度，不僅循序漸進地

針對各職務群導入目標管理制度，又依據各職務性質、職務等級等，調整針

對各職務群的評價對象的內容比重；我們可了解此目標管理制度中的目標，

並非歐美企業中單純對成果的認定，還包含對員工過程中行為與員工的知

識、能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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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軌式績效考核體系 

  總務省的「平成 15 年科學技術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日本 2002 年的研

究費為 16.7 兆日圓，相對於 GDP 比率是 35.5%；在主要國當中，研究費金額

僅次於美國的 28.5 兆日圓，但相對於 GDP 比率卻超越美國，為第一位。若看

產業別的研究費增加比率，則醫藥品工業的 15.1%最高，依次為汽車工業

（10.3%）、精密機械工業（9.9%）。此外，文部科學省於 2003 年 9 月公佈的

『平成 14 年度民間企業之研究活動調查報告』，研究者數的次年度預計增減

變化中，「沒有太大變化」者佔了過半的 63.7%，但「預計增加」企業的有

24.0%，大過於「預計減少」的 12.4%，顯示日本企業對研究者的需要大增；

另外，研究開發者的待遇方式等，也受到日本企業高度的關注。關於研究者

不足的調查項目中，「情報通信領域」佔了 27.7%，其次為「製造技術領域」

的 26.5%，「奈米科技．材料領域」的 26.3%，之後的「環境領域」、「生活科

學領域」也佔了相當比率。如上所述，日本產業界對研究者的需要度增加，

研究開發者的待遇方式也逐漸受到企業的關注。 

在 2002 年日本經濟新聞社所發布的調查報告中，即針對成果主義導入

的滿意度做了調查，結果顯示：回答的 555 家企業中有 36.2%表示「尚稱滿

意」、25%表示「稍嫌不滿意」或「非常不滿意」。當中成果主義特別不受從事

技術或製品研究開法的專業技術職員工的歡迎。由 RECRUIT 所營運的專為專

業技術職服務的轉職網站「Tech 綜研」於 2003 年 12 月發布一項調查中發現，

在導入成果主義時，有將近半數的專業技術職覺得自己對工作的動力比三年

前更低，最大的原因是「對評量結果或薪酬的不滿」，佔了 63.7%。 

  專業技術職對成果主義抱持不滿的理由，可歸咎於其工作內容大不同於

事務性質，於是日本企業修正對技術員導入成果主義的方式。如表 4-3 所示：

日本企業對研究者的待遇方式中，回答「薪資與職務．等級連結，再納入對

業績．能力的評價」佔最大多數，為 60.2%；「作為管理職的晉升管道以外，

特為專門職（研究職．技術職）建立獨自的激勵系統」的回答也佔了相當大

的比率，為 42.8%（參考表 4-3）。 

 

 

 



 62

 

 

 -(社),%- 

項目 比率 

合計 （1,046）100.0

作為管理職的晉升管道以外，特為專門職（研究職．技術職

激勵系統 
42.8

設計專評價其專業能力的專家認定制度 12.3

設計專門職（技術職）的職位，相當於技術士等的幹部待

遇 
12.6

研究者的職位有自由設定研究主題的權限 3.7

無規定退休制度 0.4

知識．技術優秀的技術者退休後，規定有固定期間的繼續

雇用制度 
29.1

薪資與職務．等級連動 21.5

薪資與職務．等級連結，再納入對業績．能力的評價 60.2

即使沒有晉升．升等至管理職或是其他同一職等的幹部

職，其薪資也因應其業績或能力，獲得與管理職相同水準

的薪資報酬 

6.9

針對所有研究者導入年薪制 1.2

對一定職位或職務．等級以上的研究者，導入年薪制 19.6

其他 0.8

無特別規定的制度 19.8

 

ASAHI 啤酒於 2001 年 9 月因擴大集團事業並展開新事業，進行了大規模

的組織變革，維持既有的酒類事業，並以「支撐今日的部門」命名，置於「商

品技術開發本部」；此外，為因應開拓明日的組織使命，新成立了「R&D 本部」。 

ASAHI 啤酒的舊制度中，只要 3~5 年經過就能熟練兩種以上的工作，因此工

廠部門至其他部門的流動性高，造成研究者無法致力於研究開發，或造成研

究者研究動機的減退；另研究者易身陷象牙塔，只管研究而不在意是否連帶

利益的產生，因此新制度意圖將研究給「事業化」，統整研究開發體制。為降

低研究者對新體制的不安，於 2002 年 1 月導入新人事制度。 

ASAHI 啤酒為使研究者間不限於年資或資格、上限的關係，共同致力於

研究開發，因此縮減了資格制度中的階層等級，針對研究開發者新設計了「研

究員途徑」與「研究工作人員途徑」。對研究開發職針對其○1 研究開發成果、

表 4-3：研究者的待遇（薪資、晉升、職位等）（複數回答） 

資料來源：「平成 14 年度民間企業の研究活動に関する調査」，文部科学省，

2003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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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力發揮程度，這兩項項目進行評估，評估期間是事業年度的 1~12 月。其

中為求研究者能不畏失敗，挑戰較具困難度的研究，研究開發過程也納入研

究開發成果的評價對象；另為提高研究者對人才培育與評價的理解，特針對

研究開發部門導入多面評價制度，透過 360 度評價以對專門性較高的研究成

果，進行更準確適切地評價。 

ASAHI 啤酒其他的部門的薪資制度中，仍有依據職能資格制度的職能薪

資，資格薪資中也有固定加薪的規定（資格薪資的額度無上下限）；但對研究

員則提高薪資制度中實力主義的要素，研究員間的薪資差異完全與入社年資

無關係，薪資結構是「基本薪資＋家族津貼」的相當簡單的結構，家族津貼

的給付同期他部門，但研究員中的管理職職等則無家族津貼給付項目。由於

資格階層的扁平化，因此與其他部門相比，其制度設計的升等範圍較大，每

個資格等級規定有薪資的範圍，在那範圍當中再決定其基本薪資。避免研究

員在同一資格等級中滯留太久，因此設定其薪資的上下限額，若遲遲無法升

等，則公司不給予加薪（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33 号，2004

年 7 月 9 日）。 

雖說導入成果主義，升遷一律看實力；但很多企業事實上還是不盛行調

降資格或人才選拔。年功序列制度的人事體系中，職位與報酬呈現連動關係，

隨著在公司服務年資的增長，就會慢慢晉升，薪資也會隨之增加，而成果主

義又保留了些許年資的色彩，大多數的企業內部仍採取職務決定薪資的高

低，且職等上升則薪資也隨之提升的制度。在富士通就有許多資深工程師晉

升為專案經理後無法順利進行計畫的例子，都是因為無法與部下順利溝通或

缺乏領導者風範、無法提升員工士氣動力等等。但本身具備身為工程師的優

秀技術能力，作為團體的一員時則有優秀的成果表現。這種優秀的員工未必

是優秀的管理者的事例，在專業性較高的研究開發部門尤其多。因此富士通

首先打破這制度，將職位與薪資區分開；即使創造很高的業績，但若是無法

培育人才，也無法晉升為管理職，只給予適當的職務，但報酬不會增加；這

做法是為防止由無能力的管理職來對部下實施人事評價的情況發生。區分職

位與報酬的效果不僅僅區隔出沒有能力的管理職；對即使無管理能力卻在專

業領域展現能力或業績的員工，也能給予適當的合理的獎勵，以提升其動力

與士氣，特別是在研究開發部門等技術系的職場上更顯其效果（城繁幸，

NIKKEI BizTech No.008，2005 年 7 月 26 日；城繁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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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位於東京大田區的菓子製造商 Mary Chocolate Company 也是一

家完全貫徹「成果主義」的公司，完全將職位與報酬分離，在工作崗位上有

優秀成果的員工，即使是一般事務性職員也給予應得的報酬。對於擔任設計

或開發等專門職的員工，則發給「技術津貼」，還規定在專業領域上有成果表

現時，一個月最多可獲得五十萬日圓的獎金。此外，即使是資歷尚淺的年輕

員工，若判斷其具備管理能力或領導風範，也提拔年輕員工使其晉升，當中

不乏有三十歲就當上工廠廠長的例子。一般事務性質的職員的報酬會增加，

當員工經驗不斷累積，經判斷其具備管理職的成果時，也會調升其薪資。明

確區分在業務上的成果表現，與管理技巧的評價，這也是成果主義所發揮的

效用（城繁幸，NIKKEI BizTech No.008，2005 年 7 月 26 日）。 

武田藥品也是主張必須區分報酬與職位晉升。獎金與薪資可以與成果的

完成度連動，但晉升應該再考慮其是否具備該職位應有的管理職能。所謂的

管理職能是一種行動特性，指資質或能力，這並非指個人與生俱來的潛在能

力，而是能夠穩定的有所作為且有成果的展現。在武田藥品中，就定義了每

個管理職職位應該具備的行動特性，並且考慮是否晉升某位員工時，將藉由

第三者的面試來判斷其行動特性，判斷其是否適合該職位，這又稱為評估

(assessment) （城繁幸，NIKKEI BizTech No.008，2005 年 7 月 26 日） 

如上所述，若目標的難易等級不同，那成果主義終究只剩下形骸；但在

某些專業性較高、分類較細的專業領域上，若非擔任此職責的員工，的確很

難判斷其目標的難易程度。因此，專業技術職所揭露的目標難易度與成果評

量，應該交給其直屬上司，而非人事部門；並且上司與部下在設定目標或評

估成果的現場，即針對疑問之處進行充分的討論，設法當場解決問題；透過

這樣的過程，不僅可以建立雙方之間的信賴關係，消除評量階段時的不透明

性。此外，區分職位與報酬的效果不僅僅區隔出沒有能力的管理職；對即使

無管理能力卻在專業領域展現能力或業績的員工，也能給予適當的合理的獎

勵，以提升其動力與士氣，這同時也達到公司導入成果主義最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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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業至上．信賞必罰的新人年契約雇用制 

日本泡沫經濟瓦解之後，日本經濟進入將進十年的低成長時期。近年

來，大多數日本企業為了追回獲利的「十年空白」，無不處心積慮銳意重整，

削去了無謂開支，也砍斷了自行培育人才的想法與預算；要人才快速就位，

不如延攬外部人財。例如隨著網路運用的普及，一般企業建置資訊系統的需

求也一舉提高，於是包括富士通、日立等日本一流企業，在過去三、四年間

積極對外招兵買馬，企圖以最短的時間整編技術團隊，其他企業見狀只得紛

紛跟進。但僅靠延纜外部人才以獲得立即可用的戰力，又急欲快速重整技術

團隊；特別是少數本土知名日本企業，甚至公司內部迎接這批外來客的基礎

工程都尚未準備就緒，更遑論要這批外部員工要能快速適應、融合公司文化

且發揮長才。於是日本企業也開始翻新招募新人的做法，欲招募願意承擔風

險且富「創業家精神」的人才投效。 

Citizen 於 2002 年推出「Career Build 制度」，目的為招募更多具備立

即戰力的人才，進公司第三年後的職位與年薪完全以成果業績為導向，甚至

打出「新人的年薪就有 600 萬！」的口號，與當時一般新人的年薪 360 萬程

度相比，的確是筆可觀的待遇。當時 Citizen 的業績正跌落到谷底，因為情

報技術泡沫的瓦解，自股票上市以來 2002 年 3 月第一次企業營收表現出現赤

字，甚至也裁減了員工。為突破這員工都安於現狀的企業風氣，公司決定採

用具革命特質的人才，所採取的制度就是「新人的年薪制」。（西頭恒明・宮

東治彦・久川桃子・飯泉梓，Nikkei Business，2005 年 11 月 7 日号） 

日本各大公司，為了爭取「富創業家精神」的人才投效，無不施展出渾

身解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要算實施「OM 制」（Owner Mind）的三洋電

機了。所謂「OM 制度」顧名思義，就是專為那些「方向感強烈，能從構思到

結案一手包辦、獨立完成作業的高級人才」所設計的人事新制，初步鎖定的

對象包括擁有律師、會計師、企管碩士等資格，或是能立足創投觀點，推出

嶄新的新事業開創計劃的學生們。這群身分特殊且背負公司深切期待的新進

員工，待遇當然有別於一般新人，他們的敘薪方式跟職業球員一樣，是以年

薪的方式來論功行賞、按年計酬。公司願意提供高額的報酬，但相對的，並

不提供長期的工作保障，想要繼續留在公司，就要憑藉績效來說服企業老闆。 

 簽 OM 契約進公司的學生，第一年的年薪最高可以領到一般新進人員

的兩倍，大約等於 800 萬日幣（約新台幣 200 萬元），但由於日本的勞資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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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容許新人間的起薪有太大的差異，所以這群菁英只好成為「契約員工」，每

年更換一次工作契約。至於未來在公司裡的升遷及發展，完全根據績效由雙

方談判來決定，只要表現不佳，一年後企業就請你走路。雇用條件雖不甚安

定，但就業市場的反應卻超乎預期地熱烈。三洋電機在 2000 年首次實施 OM

招募時，總計湧入 250 名應徵者，連不被列入招考對象的醫生和外國人也聞

風而至。但最後只有 9 人成為三洋電機首批的入幕之賓（歐柏伸，Cheers，

第 009 期，2001 年 6 月 1 日）。 

而緊接著，松下電器也跟進，於 2001 年四月推出更具話題性的計畫：「雇

用你來創業」計劃。這項計劃的作法，是以非編制內成員的身分，雇用擁有

明確創業計劃的外部人才，其學經歷、個人背景一概不問，這點與三洋的 OM

制有很大的差別。 

 松下電器的創業版雇用計劃，條件優渥的程度超乎想像。錄取者除了

雙方談妥的年薪之外，一旦新事業成功還有額外的獎金可領，此外，松下電

器還必須支付創業所需的資金，每人上限額度竟可高達五億日幣（約新台幣

1 億 2 千 500 萬元）。這筆滿懷希望的鉅額資金，當然得全數花在刀口上，所

有的新事業計劃，都必須先通過專業創投機構的審核，才能向松下申請資金

挹注。 

 由於內部創業採取精兵主義，所以松下每年錄取的人數不會超過 10

人。一旦雀屏中選，松下也會展現高度的禮遇，不會對這些菁英的異動或離

職設下任何限制，只不過當他們離開松下後，先前的投資必須轉為同等權益

的股份，以維持松下的出資股東身分，等到這些公司股票陸續上市、上櫃，

再享受巨幅的投資收益。此外，當初開發成功的部分技術，因專利歸松下所

有，所以也可以回收部分的先期投資。松下電器的創業版雇用計劃，最主要

的目的同樣是著眼於高級戰力的確保，而且是能帶領企業另闢事業戰場、開

創獲利新局的人才。 

  三洋電機人力資源規劃室長岡本浩之指出：「會發展出如此顛覆傳統的人

事政策，最大的目的在於確保立即可用的高級戰力。」「習慣大量生產．大量

銷售模式的人，已經無法創造太大的附加價值；這項任務，必須靠內部創業

家才能辦到。」是松下電器人事部室長高橋廣明，為這項人事新制的誕生下

了最清楚的註腳（歐柏伸，Cheers，第 009 期，2001 年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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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業績表現取向的薪酬制度 

日本經濟新聞新聞社於 2004 年 5 月 27 日發布一項針對 2004 年薪資動

向所做的調查報告，當中有八成以上的上市公司或未上市的大企業，已經導

入了成果主義型的薪資制度。所謂的成果主義型的薪資制度，是每半年或一

年、在固定的短週期，評估其業績或目標達成度，再反應至其薪資、獎金或

晉升上。在 2004 年的春鬪，松下電器產業或日立製造所、三菱電機等大電機

公司紛紛打出要廢止、修改定期調升薪資的制度，且導入或擴大成果主義的

方針。 

根據勞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於 2005 年 3 月針對「多樣化就業型態下

的人事策略與勞働者意識」所做的調查，企業決定一般員工的基本薪資時所

重視的要素為「業績．成果」(62.0%)、「執行職務的能力」(59.5%)、「職務、

職務種類的內容」(39.9%)，比起往年所佔的比例增加；此外，有三成以上的

企業回答「比以前更不重視」「年齡」、「學歷」、「工齡．資歷年數」等要素，

可了解企業正逐漸從重視年資或學歷轉移至強化能力評鑑制度的業績．成果

主義導向的制度。此外，若看過去三年內企業有無修正薪資制度的變化，雖

然產業間有些差距，但除了電器．瓦斯．熱供給．水道業與教育．學習支援

業之外，其他產業中有 50%以上皆表示進行了薪資制度的修正，全體來看則

有 58.2%的企業進行了修正。從上述我們了解，關於薪資制度中的基本薪資，

正從以往的產業全體．勞働者全體一律調升薪資的型態，轉移至以企業或個

人業績成果導向的薪資型態。 

在 2004 年的春鬪，打出要廢止、修改定期調升薪資的制度，且導入或

擴大成果主義的方針的日立製造所，於 2004 年 6 月便針對管理職以外的員工

（非月薪者，工會會員層級）廢止了「定期加薪」的制度，只要評價過低則

可能遭遇無加薪、甚至減薪的待遇。日立製造所的薪資體系大幅地簡單化，

原則上薪資的基本部分就都統一為「本薪」（「本薪加算」只支付給高級專任

職中當中一部分職位的人）（參考圖 4-4）。 

舊制度中，「基本能力薪資」佔四成，因應職等或職務的薪資（若是綜

合職，就是「職能薪資」）則佔了六成，基本能力薪資隨著年資增長而增加，

基本上不會有減少的情況。加薪額度雖因評價而有差異，但工會規定「一年

要調升一次」，制度裡頭帶有年資的要素。但新制度中的基本薪資，在職等別

的本薪範圍(上限/下限)內，依據行動．成果的評價(J1-J5：若取得 J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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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則是調升，J4 則無變動，J5 則調降其薪資)，如上所述每年一次進行薪

資調升或調降，企圖排除舊制度中的年資要素（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

政時報，第 3624 号，2004 年 3 月 12 日）。 

 

 

 

 

 

 

 

 

 

 

 

 

 

 

 

 

 

 

綜合電機大廠商的三菱電機，是一家以電機、電子、系統技術為基礎的

綜合銷售公司，三菱電機原有的薪資體系，是由「基本薪資＋資格薪資＋職

階薪資＋生活津貼」所構成。佔基本薪資部分的 3~4 成的基礎薪資，相當於

年資薪資，至員工 56 歲為止，每年定期加薪 3000 日幣（無任何審查，全員

一致）；資格薪資．職階薪資，則相當於能力薪資．工作薪資，因應其資格而

支付的資格薪資約佔 3 成，與職務分類相對應的職階薪資約佔 4 成。當中雖

資格．職階薪資是跟隨評量而可能上下變動的制度，但實際上資格薪資減少

的情況幾乎沒有，而單只針對職階薪資做增減的調整，如此一來，整體的月

薪減少幅度相當細微。又即使是管理領導職，其薪資也會比其年長的部下較

基本能力薪資 

職能薪資 

職等薪資 

特稱加算 

指導員加算 

調整薪資 
 

 

扶養地域津貼 

特別費率 

本薪：在職等別的本薪範圍(上限/下限)
內，依據行動．成果的評價(J1-J5)，每年

一次進行修改。（J3 評價以上為加薪，J4
評價=無調薪，J5 評價則降等） 
本薪加算：對於工程師/主任．上級監督

者組長的獎金(區分別定額) 

調整薪資：初次任職薪資調整等，目標水準

與理論水準的差額調整 
家族津貼：因應其扶養親屬人數而產生的生

計費津貼(4 個人為止，1 人定額分配) 
特別薪資：針對高溫．粗重作業的特殊作業

津貼 

修正 

整理 
． 

簡單化 

〈舊制度〉 〈新制度〉

圖 4-4：日立製造所的薪資體系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日立製造所の処遇制度改革」，労政時報，

第 3624 号 2004 年 3 月 12 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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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是個年資色彩相當濃厚的制度。 

 

 

 

 

 

 

 

 

 

 

新制度中，三菱電機修正了每月薪資的結構，將「基本薪資＋資格薪資

＋職階薪資」部分統一為職務薪資，生活津貼修正為扶養津貼。另雖廢除了

舊基本薪資部分的定期加薪，但至員工 30 歲為止，仍注意其能力的伸展，因

此每年仍有 3000 日幣的定期定額加薪。由於這薪資制度的修正，促進年輕社

員更快獨立的機會，不論年齡或年資，只因應其職務．成果，拉大其薪資間

的差距（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37 号，2004 年 9 月 10 日）。 

SONY 也是在 2004 年四月導入新人事制度，其特色是以「Contribution

（貢獻）＝Compensation（報酬）」（C＝C）為基礎，一個將職務的貢獻反應

至待遇的人事制度，決定待遇的基礎為「期待其職務上的貢獻＝期待貢獻

（Expected Contribution）」，評價這期待貢獻來區分等級。如圖 4-8 所示：

先評價各等級的期待貢獻的變動，來決定「月額的支付」；再評價其實際職務

上的貢獻＝實績，來決定「一時金」；高階等級的勤務型態原則上適用專家（裁

量勞動1）制度，藉以提高其對職務貢獻的意識。 

                                              
1 1987 年勞動基準法正式導入。依據勞資雙方的協定，將出差等在公司外部的勞動、研究

開發人員等自己安排的工作時間，也正式算入工作時間內的制度。是個不受工作時間限制，

基本薪資 

資格薪資 

職階薪資 

 

生活津貼 

 
職務薪資 

(未滿 30 歲的員工，

則再加上預期其熟

練．能力的發展的薪

資) 

 
扶養津貼 

〈原來的〉 〈修訂後〉 

圖 4-5：三菱電機薪資體系的修訂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話題の人事制度改革を追う」，労政時報，

第 3637 号 2004 年 9 月 10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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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舊薪資制度，是由基本薪資＋加給＋各津貼（扶養家族津貼、住宅

補住津貼、首都圈住宅津貼）所構成。基本薪資是依據職能薪資及七個階段

的評價而定，職能薪資本身並沒有上限；而加給與基本薪資互相連動，大約

基本薪資的 2 成。新制度中，將基本薪資、加給、眾津貼都統一為「基本薪

資」，也就是廢除了所有反應「属人要素」的敘薪項目，統一為「基本薪資」。

基本薪資將對應其隨期待貢獻變動的等級，每個等級都設有上限與下限金

額，進行支付金額範圍的管理；上下限金額的決定，則以制度變更前的薪資

水準與其他公司行情為基準（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37

号，2004 年 9 月 10 日）。 

 

 

 

 

 

 

 

 

 

 

 

 

如同圖 4-7 所示：NTT 的舊薪資體制中，至 50 歲為止每年固定調升的「年

齡薪資」為 30%，以職等而定的「職等薪資」為 50%，全體來看仍然傾向於以

年資取向的薪資體制；制度變更後便廢除了「年薪薪資」，改分配至成果薪資

部分，結果依據每年評價而累積的「成果合計」部分佔 25%，依據當年評價

                                                                                                                                  
因應其業績支付薪資的型態。 

首都圈住宅津貼

住宅補助津貼 

扶養家族津貼 

加給 

 

 

基本薪資 

 

 

 

 

基本薪資 

舊薪資 新薪資 

薪資體系 

 
等級

3 

 
等級 

2 

 
等級 

1 

範圍管理 

廢除掉與員工年資相關的敘薪項目 
 
 

統一為基本薪資

期待貢獻的大小與基本薪資連動 
 
 

範圍管理 

圖 4-6：SONY 的薪資制度的概要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話題の人事制度改革を追う」，労政時報，

第 3637 号 2004 年 9 月 10 日，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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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動的「成果津貼」為 20%，如此一來每年會變動的薪資就佔了全體的 45%。

此外為了使中堅幹部以上的員工的薪資更有彈性，若沒有達到當初所預期的

成果或業績時，員工還可能遭遇「調降職等」的待遇（西頭恒明，Nikkei 

Business，2006 年 2 月 13 日号）。 

 

 

 

 

 

 

 

 

 

 

如圖 4-8 所示：Canon 也是廢除了以年資敘薪，導入了以職務敘薪的新

薪資．人事制度，企圖從根本來修正年功序列型的人事體系，2001 年四月起

首先以管理職對象導入，2002 年四月起將新制度的對象擴大至全公司員工，

甚至全集團的企業。另外也廢除了依據員工扶養家人的人數所支付的家族津

貼（花見宏昭，Nikkei Business，2003 年 11 月 24 日号）。 

 

 

 

 

 

成果加算 15% 

成果津貼 5% 

年齡薪資 30% 
(每年固定調升至 50 歲為

止) 

 
職等薪資 

50% 

撫養津貼 

(有上限) 

+ 

成果津貼 20% 

(每年因評價而變動) 

成果加算 25% 
(每年因評價而累積) 

 
職等薪資 

55% 

撫養津貼 

(無上限) 

+ 

〈舊制度〉 〈新制度〉

圖 4-7：NTT 薪資制度的修正圖 

資料來源：西頭恒明，「成果主義でも子手当は厚く」，Nikkei Business，2006

年 2 月 13 日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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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薪資 

(依資歷與年齡) 

 

基本薪資 X 月數 

(全員統一) 

職務津貼．家族津貼

餐點津貼．調整津貼 個人業績 

每
月
薪
資 

獎
金 

 

 

每月薪資部分 

(依職務決定) 

個人業績 

每
月
薪
資 

基本獎金部分 

(依職務決定) 

 

獎金 

業績部分

獎
金 個人業績 

公司業績 

》新制度 

》舊制度 

圖 4-8：Canon 的新舊薪資．獎金制度圖 

資料來源：花見宏昭「人事戦略キャノン・成果主義の浸透に次の一手」，

Nikkei Business，2003 年 11 月 24 日号，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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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賦予員工提升職涯規劃的動機 

所謂的「職涯發展」係指組織藉由計畫性努力，使個人職涯需求能夠結

合組織的需求。這個過程幫助員工從組織經營層面與策略方向上規劃他們的

職涯（Gutteridge, Leibowitz & Shore，1993）。組織必須認清目前的定位

與將面臨的挑戰，進而尋找適當的資源來達成企業的策略性目標；員工必須

明白自己的優、劣勢與能力，才能知道自己應如何在組織中貢獻所長，或進

一步進修以迎合組織的需求。所以，職涯發展系統便是試圖結合組織需求與

個人職涯需求，以幫助員工將個人效益與滿意度連結到組織策略性目標的達

成上。另外，張火燦（1998）亦認為一個完整的職涯發展計畫，應包括個人

與組織兩方面。組織除了顧及本身利益與目標外，應確實關心員工的發展與

需要，使員工認為自己是組織的一部份，並應依據員工的能力，提供適當的

培訓方式和晉升管道以發揮其才能和獲得工作的成就感。 

日本企業導入績效導向的新人事制度後，公司內部吹起一股勇於挑戰的

社風，員工被賦予多樣的選擇權，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漸趨自由；但由於人才

培育不易，且員工在設定個人目標時易趨向簡易化，反倒無法提升業績；這

也是成果主義的陷阱。企業需支持員工且扮演輔助、排除障礙的角色，這才

能夠建立起與員工之間的信賴關係。 

從保險業界來看，2002 年由安田、日產、大成三家火災海上保險公司合

併的株式會社損保 JAPAN，就設有「Dream Ticket（夢幻車票）制度」，主要

針對三十歲世代的營業或客服人員，提供申請調動職務的機會，該公司每年

從營業部門最前線的 20 歲世代後半至 30 歲前半的員工當中，每年挑選出 15

位業績優秀者，這 15 位優秀的員工可以申請異動至希望的單位，即使上司反

對或無職缺仍以本人的意志為優先。員工順利調整職位後，責任較之前為重，

但新的工作內容給員工的價值感也隨之倍增。Dream Ticket 制度帶給員工的

是不同於金錢報酬的滿足感；員工能夠選擇自己的舞台，同時投資自己的未

來，並得到相對的報酬。原本安田火災內部也有「內部招募制度」，但只是個

能夠申請單位的異動的制度；而損保 JAPAN 所導入的內部招募制度是只要有

優秀的業績，就能夠得到希望的異動的制度。這不僅僅大幅提升個人的動機，

周圍的員工也會受到刺激而更加努力。另外，生活情報業頗負盛名的株式會

社 RECRUIT 不但在社內網路上開設「工作生涯 Web」，每半年公開各部門的求

人廣告，讓員工有機會挑戰新工作，還開放所有員工參加新事業和經營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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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大會（宮東治彦，Nikkei Business，2005 年 11 月 28 日號）。 

2006年 3月開始連續四期業績增收的中堅化學廠商—三洋化成工業株式

會社透過提出計畫案的方式引發員工的構想，賦予權限。在朝會中，公司內

部提供給員工宣示的機會，只要有欲達成的目標，都能夠向由社長或幹部、

部門長官所組成的「近未來會議」提出申請專案。一旦提案通過員工就成為

挑戰者，必須朝著當初所宣示的目標邁進；在最後的結果報告前，不需要任

何進度報告。這「近未來會議」的特徵是能夠確保挑戰者所估計的成本或人

才，不論成敗皆不會反應其人事評量，令其得以放手一搏；但相對的若成功

即可獲得希望的報酬，一旦失敗也得接受自己規定的懲罰方式。例如某團隊

就訂定：「挑戰成功就可獲得公司提供的四天三夜海外旅遊；若失敗就得在假

日到工廠粉刷油漆或打掃」。三洋化成的座右銘為：「開朗的、快樂的、刺激

的」。挑戰者制度也是尊重員工意識的制度之一，社長家永昌明道：「我們中

小型企業沒有擁有豐富的人才，成敗得靠每一位員工的動機與心力」。的確，

能夠朝著既定的目標而努力，與自己選擇的團隊同心協力的感覺，這樣的成

就感是很難以言喻的（宮東治彦，Nikkei Business，2005 年 11 月 28 日號）。 

資訊業巨擘 HP JAPAN 的公司內部招募制度，是成果主義導向的人事制

度下，為使員工能活用自己的專業且給予自主選擇權所設立的制度。若從員

工的立場來看，這套制度給予自我期許且自發成長的環境，可說是與目標管

理制度互相配套的制度。公司隨時將招募情報公佈在網頁上，應徵內部招募

採完全線上作業；員工有報名意願時，無須事先通知上司，只要發電子郵件

至人事部門即可。公司針對應徵員工進行嚴格的技術審查與面試，合格時同

時通知員工及其上司，若沒有通過則不會通知其上司。若員工通過招募，在

異動前公司會給予三個月至一年妥善處理進行中企劃案或工作交接，使招募

制度能落實於公司內部，並削減原單位對招募制度導致員工流失的不滿。單

只有教育和命令，不能讓員工發揮真正的實力，只有激發員工做事的動機，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除了公司內部招募制度，HP 也支援有志向公司外部發展

職涯的員工，設計支援員工第二職涯發展的體制。HP 設計這制度的目的，企

圖培養員工在公司外部也通用的專業技術能力。HP 的人才開發制度秉持著

「員工為主角，公司為輔助角色」的原則，公司內部人才發開的角色從「提

供符合公司需求的教育訓練」轉變為「賦予員工提昇職涯規劃的動機」。目的

為激發員工自發性的改革意識（守島基博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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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前半，生產 SUBARU 汽車的富士重工業株式會社靠著「Legacy」

車系從敗部復活，其復活的關鍵即為員工的歸屬意識。不過，歸屬意識的副

作用，即依賴公司的心態也隨之逐漸浮現。該公司採行內部招募制度，寄望

以變化和刺激矯正員工依賴公司的心態。2002 年該公司共有七個部門十個職

務首次公開對內招募，共有四十名員工應徵。其後每一年舉行兩次對內招募，

給員工思考自己工作歷練和未來職涯發展。另外，對主管實施多方面評價也

是變化的一部份，目前適用範圍擴大到課長級（七百五十名），參加評價的員

工多達八千名。讓主管掌握「自我認識」和「評價結果」之間的差距，將有

助於提高管理能力和工作動機（孫曉萍，天下雜誌，第 276 期，2003 年 6 月

1 日）。 

家電用品大廠株式會社日立製作所為提供給年輕社員活躍的空間，於

1991 年引進了公司內部招募制度。雖然最初的九年內僅只有 40 人提出職位

異動的申請，自 2000 年至 2003 年的三年內卻急速增加至 250 人，2004 年 3

月更首次實施以集團 17 間公司為對象的公司內部招募制度。該公司人事部門

表示，原本由管理會議審查的招募案件改由各個事業部門親自審查，是公司

內部招募制度突然熱絡起來的原因 （寺山正一，Nikkei Business，2005 年

1 月 3 日号）。 

日本最大的汽車零件商 DENSO，即作為綜合性的人事制度改革「ACTIVE 

21」的一環，導入了「社內人才招募制度」與「FA Rotation 制度2」（參考

圖 4-9）。內部招募制度是基於組織需求，徵求公司內部之應徵者之「求人型」

制度；而 FA 制度是無關企業是否發布招募，員工自主申請異動至希望的部署

單位之「求職型」制度。DENSO 希望透過社內人才公開召募制度，使需要即

戰力的部門能馬上從社內招募到員工；另使長久滯留於某一部門的員工，賦

予與希望異動對象部署，直接交涉的權利；只要申請者與希望異動對象部署

同意，上司無拒絕的權利，即可達成異動（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

報，第 3585 号，2003 年 5 月 16 日）。 

 

 

 

                                              
2 FA 制度：並非是公司的命令，而是員工自主應徵轉換至想從事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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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 Rotation FA Rotation 社內人才公開招募制度 

特徵 

依據本人的生涯計

畫，透過上司所計

畫的培育方式來進

行異動 

實現本人所希望的

異動 

公司為立即強化部門的

即戰力，所確保的立即可

上戰場的人才 

主體 上司 
部下 

 

公司 

對象者 課長職等以下 課長職等以下 

定位 中心制度 補強制度 

．透過上司與本人間深入且熱切的談話，來實現員工將來的職涯規劃，才

是人才培育最原本的面貌。 

 

 

 

NEC 其職務．成果型人事制度改革的一環，即是於 2002 年 4 月導入的職

務等級制度（管理職），同時為加強個人與企業之間的雙贏關係，並合併導入

Lifetime Career Support 政策，以作為其配套措施（參考圖 4-10）。基本的

想法是：企業自員工入社至退休為止，即不斷對員工進行生涯規劃的諮詢，

員工個人則透過持續不斷地對自我的在確認與自我革新，謀求“自我的實

現＂。NEC 任命 10 位生涯諮詢師，除因應員工日常的生涯諮詢外，還擔任研

修活動的講師，支援 NEC 的管理活動。NEC 也安排了一系列的研修活動：有

本人 需要人才的

部門 

上司 

FA Rotation 制度 

社內人才公開招募制度 

位置調整 

Career Design 

Sheet 情報 

．長期 Career 

↓ 

．短期 Career 

      ↓ 

．異動時期．部門 
      ↓ 

與上司的面談 

〈Career Design Sheet〉 

上司無拒絕權 

圖 4-9：DENSO 各制度的基本想法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組織・個人の活性化ねらう社内公募・

FA 制度最新事例」，労政時報，第 3585 号 2003 年 5 月 16 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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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30 歲世代員工進行的「EQ 自我理解課程」、針對 40 歲世代員工實施的「提

升市場價值課程」與 50 歲世代員工的「自我願景課程」。藉由提供這些職涯

規劃諮詢的課程，與公司內部人才公開招募制、Position Entry 制度等人才

流動政策做一連動，以確實實現人才的適才適所。NEC 自安排職涯規劃諮詢

制度以來，2002 年度（02 年 10 月~03 年 3 月）前來諮詢的員工就有 280 位，

當中以剛入社的員工與 30 歲世代的年輕社員居多，其次為 50 歲世代的員工；

諮詢的內容則以至希望職種的異動、人才公開召募、第二職涯規劃等等居多

（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01 号，2003 年 9 月 19 日）。 

 

 

 

 

 

 

 

 

 

 

綜合上述可知，不少日本企業發表提高工作動機的方案，企圖和員工架

構對等的關係。對員工來說，雖然「做想做的工作」的意願獲得尊重，相對

的自己也必須有充分的幹勁、資格以及責任。《東洋經濟週刊》指出，工作動

機並非管理的新題材，但日本企業必須注意的是，在景氣萎縮的大環境之下，

企業再也無法以金錢和職位來維持員工的工作動機，個人也不能因為動機下

降，就簡單地把工作辭掉；因為不景氣，想騎驢找馬也不是件容易事。因此，

如何提升員工的工作幹勁，無論對個人或對企業都是個重要的課題。 

一個能夠實際提升公司業績的成果主義導向制度，其前提即為員工工作

的價值觀，與企業經營理念相一致。企業必須時常摸索新的就業型態，方能

 

 

職務 

 

 

個人 

報酬制度 退休金制度 

職務的明確化=職務定義書 

評價制度 人才流動化策略

成果導向的待遇 

適才適所 

組織目標 生涯規劃 

人才培育策略 

圖 4-10：NEC 以職務為基軸的個人與組織間的新關係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関心高まるキャリア開発支援策─4 社

の事例」，労政時報，第 3601 号 2003 年 9 月 19 日，頁 29 



 78

更支援員工兼顧生活與事業。收益低迷且雇用日益流動化的現在，企業為能

大範圍的招聘人才、擴充戰力而導入成果主義；然而若無妥善規劃，弄巧成

拙下不僅沒有提升業績，甚至有可能造成組織力量的逐漸萎縮。上述日本企

業案例，就是比起金錢更重視員工的意願；不按公司的慣例，以員工的選擇

為出發點的成功案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