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環境價值經營 

自工業化之後，污染、噪音等公害以及自然資源的日漸稀少，已漸漸減少了

大自然的壽命、剝奪了人類的美好生存環境，企業存在的目的，不應該只是為己

身的利潤極大化，而是轉向價值的創造，這個價值也不僅僅是顧客的價值、企業

自身的價值創造，而更應該宏觀的爲環境經營價值：為追求永續的企業，首要條

件是追求永續的環境。因此，「共生」與「合作」的策略思考方向，已然是提升

企業競爭優勢的焦點，讓社會與企業同時受益，就能獲得大眾的支持。本章以兩

個案：Olympus 和 Toyota 所展現的兩種環境價值經營的內涵：社會關懷與環保

使命，並探討其變革的三部曲：策略再思考、組織轉型、變革管理的過程與內涵，

來看永續企業的理念與特質。 

 

第一節 社會關懷(個案：Olympus) 

Olympus 務求為所有的人類帶來健康和快樂的生活型態，透過事業活動來提

供新的價值。Olympus 創立於西元 1919年，員工人數 20,705 人，資本額為 4千

億日圓。公司由社會需求驅動而發展，其發展沿革主要分為四個時期： 

1. 產品延伸時期(1920s~1950s)：1920年在日本生產第一台生物顯微鏡(目前
全球市佔率 30%)、1936年第一台相機、1950年投入內視鏡市場(目前全球

市佔率為 75%)。 

2. 市場拓展時期(1960s~1980s)：開始在各國設立分公司，如印度(1960)、美

國(1961)、歐洲(1963~1979)、巴拿馬(1977)、澳洲(1982)、大陸(1987)、

香港(1988)、新加坡(1989)和台灣(1989)。並於 1984年組織依事業部來劃

分。 

3. 策略轉型期(1990s)：1992年與 J&J 內視鏡部門達成共同開發協定、1993

年岸本正壽擔任總裁，次年開始 Focus21 計畫，開始往消費端前進與研發端

的開發、1996年生產數位相機、2000年技術上的突破投入基因相關事業，

同年環保系統通過 ISO4001 認證。 

4. 組織發展期(2000s~至今)：2001年菊川剛擔任總裁、2001年組織依顧客別
重整、2002年 4 月贊助法拉力車隊，強化品牌，合併國內影像配銷通路，

向下作整合的動作；2003年 4 月與 ITX 合作生產動態可存取 IC、成立未來

創造實驗室、成立生命科學事業群、合併國內醫療配銷通路；2003年 10 月

Olympus Optical Co. Ltd.改名為 Olympus Corporation；2004年 7 月與

Waseda 大學在新加坡共同成立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基因領域；2004年 10

月將影像事業群和醫療事業群獨立；2005年 1 月與 Panasonic 簽訂共同發

展協定。目前有三大事業群： 

1. 影像系統事業群：相機、數位相機、語音錄音等。其目標是達到市場的第一



名，而且是 only one。 

2. 醫療系統事業群：醫療內診鏡、生物顯微鏡、臨床分析儀、基因研究等。其

目標是規劃健康的藍圖，為人類帶來健康的生活。 

3. 工業系統事業群：工業顯微鏡、工業診療器、光學轉換器等。同時也發展資

訊產品，如 PDA、顯示器、磁化光學讀取機。其目標是透過光學數位的核心

技術(OPTO-digital technologies)成為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 

 

圖 5-1 Olympus 價值創造的碁盤 

Olympus 的核心技術在於 OPTO-digital 技術，包含光學、數位、微小製造

技術，所應用的範圍從內視鏡、顯微鏡到數位相機、工業設備等等，並積極發展

基因新事業。在醫療事業方面，目的是提供安全、可信、有效率的價值，儘管醫

療產業的價格持續下滑，Olympus 務求產品的技術提升，改良更有效率的產品。

目前基因事業在分析 DNA 基因、染色體，以及測微技術，目的和現有的技術結合，

如自動化、系統化和光學技術等等，其目標是在 2010年達到一億日圓的銷售額，

並成為世上最受尊敬的品牌。 

一、策略再思考 

Olympus 的事業範圍涵蓋醫藥/健康、影像/資訊、以及工業領域。其主要的

核心價值在於：建立在過去觀念之上並且開創新領域(your vision, our future)

並且將創意和活動導向顧客需求(our vision, your future)。Olympus 的研發

R&D 中心基於此核心價值，比喻將兩隻眼睛放在兩個重要的領域，一個就是未來

(one eye on the future)著重產品開發、以及下一代研發的目標；另一個著眼

於目前的需求(one eye on the current needs)同時追求顧客和新概念的結合。

其基於優越的研發能力，以及 OPTO-digital 核心技術，應用在新領域新事業上，

創造和重新創造未來 

光學數位科技 基因相關事業 

數位(聲音) 光學(鏡片) 微小機械 

(稜鏡、光束、纖維等) 



如基因療法的研究、通訊產業的發展、MEMS 服務等等，有不錯的機會；且 Olympus

以客為尊以及良好的品質、成本控管上，對發展新市場的延伸也有加乘的效果。

儘管面臨 IT 蕭條的威脅，Olympus 走向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的方向更為明確。 

1993年岸本正壽擔任總裁，次年即實施 Focus21 計畫(如圖 5-2)，此計畫的

精神就是 Social IN，其使命為促進全世界人類的健康與快樂。Olympus 專注 21

管理願景，其以「OPTO-digital 光學數位核心技術」為基礎，擴展事業領域；

並且強調「創新管理」的方式，追求顧客需求與新概念的結合，讓消費端與研發

端結合發展；同時以「全球價值創造」為務，以全球的市場為目的，全球的價值

為目標，擴大自我的胸襟；最後，透過「執行」來達成價值創造，Olympus 價值

創造的企業哲學是從市場導向(market-in) 轉為社會導向(Social-IN)以社會關

懷內化為己身要務，這所謂的 IN 具有三個主要的意涵：Involvement、Insight、

Inspire。分別是：以社會參與(Involvement with society)為己任，並和社會

共享價值(share values with society)，思考本身在社會中的價值，洞見

(Insight)社會人類的需求與目標，發展並促進增進人類福祉的產品與服務，甚

至是以激勵(Inspire)人類美好生活的方式展現新價值(Present new values)。 

 

圖 5-2 社會價值為核心的架構圖(資料來源：Oly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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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ympus 積極參與與社會的互動，如贊助攝影活動、參與社區活動等，並

重視產品生命循環與環境影響的議題，生產環保意識的產品。如圖 5-3 產品生命

循環的設計概念，從能源和資源產生的產品，透過此一循環：材料取得、製造、

包裝配送和銷售、顧客使用的服務、收集分類和回收，再次成為材料的來源，使

資源不至於過於浪費，並且將最後所剩餘的廢棄物也能妥善的處理，不至於造成

環境的污染與負擔。 

 

圖 5-3 產品生命循環(資料來源：Olympus) 

Olympus 的管理哲學為：創造的革新始於現狀的破壞 (the pursuit of 

creative innovation begins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因此講求創造性

的破壞與創新(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innovation)。其認為建立一個廣大、

驚人並大膽的目標 BHAG(Big Hairy Audacious Goal)，轉化為願景，進而擬定

策略，再發展延伸性目標，其有短中長期的進程計畫，再細而歸化行動方案，管

理營運作業，其實際結果並回饋到原來的願景與目標，加強學習的過程。 

二、組織轉型 

轉型策略的原因是為了完成 Focus21 的理念，且事業間顧客特性與產業特性

的不同，需要進行組織的調整與轉型。並藉由授權方式提升領導人的視野。其進

行兩階段的轉型策略： 

第一階段轉型： 2000~2001年的管理結構的改革 

當時的外在環境為升值的日圓、製造能力轉向新興市場、內視鏡市場的成

熟、全球標準的應用，如董事會成員責任的增加、資訊暴露等；而其內部的狀況

為：除了內視鏡外的事業，皆為停滯的利潤、加速新事業的發展、快速反應事業

環境的變化。面臨外在市場的激烈競爭以及內部成長的需求，此階段進行兩個系

統的改革： 

1. 2001年四月：in-house 企業系統是從顧客的角度來劃分市場，根據市場分

隔重新建構，並加強綜效；以更為主動的方式快速反應市場，為加強和顧客

需求的快速反應。組織從鬆散的產品別事業部轉型成為顧客別事業部門，統

籌管理同一事業的顧客與產品服務，務求快速回應顧客需求，並提生生產

力，以加強綜效的功能。In-house 企業系統主要目標為追求速度效率，其



方式以多元化和一致性來管理：以三個主要的事業部為核心(影像系統、醫

療系統、工業系統)，另外有企業中心和企業研發中心進行統籌管理。並積

極發展基因醫療方案的機會，以醫療傘的概念來擴展醫療事業。 

 

圖 5-4 改革前的組織架構圖(資料來源：Olympus) 

 

圖 5-5 改革後的組織架構圖(資料來源：Oly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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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後的組織架構圖中，企業研發中心提供事業群技術支援；企業中心為

Olympus 的中樞系統，提供事業群未來策略，其中，規劃部門(Planning Division)

主要是規劃全球策略並推行製造系統的創新；操作部門(Operation Division)

則是強化全球的製造並專注在人事發展、企業製造與溝通上；支援部門(Support 

Disivion)則是透過監督部門(如顧客滿意中心)來促進快速反應和效率。整地來

說，企業中心目的在加強動機和鬥志，找出顧客所需要的地方，整合資訊匯流，

並同時建立品牌。(OE 為歐洲地區 Olympus Europa,OAI 為美洲地區 Olympus 

America,OJ 日本地區為 Olympus Pro-marketing (Japan),KM 為內視鏡光學 

Olympus Optical 。) 

2. 2001年六月：新管理系統 

i. 引進執行長系統(executive officer system)從 20 位董事會成員縮減

為 10 位，並有 9為執行長。 

ii. 分為兩個主要委員會：董事委員會負責策略與監督、執行管理委員會

則負責執行。 

iii. 全球策略委員會則以策略和評量為主。為化解距離和消弭邊界的障

礙，全球策略委員會的目標是提升獲利力、著重未來的成長、並加強

品牌的力量。以分配盈餘的方式，管理全球佈局。並開啟討論溝通的

管道，增加其透明度。 

 

圖 5-6 新的管理系統(2004年) 

第二階段轉型：2002 中長期計畫執行策略 

Olympus 延續第一階段的管理結構改革，面對新的環境變化為：數位相機獲

利的降低、基因事業的加速成長。其目標為追求企業最長久、最大的價值，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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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三大支柱：成長(growth)、獲利(profitability)、品牌價值(brand values)，

以達成成為全球事業的重要地位，成為一個基於優異獲利力的全球主要品牌。預

計在五年後，銷售額達到八億七千萬日圓，ROE 預期達到 16%。 

中長期計畫執行策略主要期間為 2002年 4 月到 2007年 3 月，基於第一階段

管理結構改革來發展事業部。變革主題為創造性破壞和創新(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innovation)，其討論主要的議題為除舊佈新，重點在 

1. 管理制度的重組：扁平階層式結構，以董事會改革、績效衡量系統和人事系

統管理三方面討論。(於三、變革管理中所討論) 

2. 發展新事業：如基因醫療事業、MEMS 鑄造服務、微細科技應用。 

3. 生產改造：將生產分為內部生產(日本)與外包(中國 In-house EMCS)，加強
和 R&D 中心合作，供應鍊管理，以及通路管道的整合為求顧客為導向，並以

速度為最高指導原則。 

4. 建立品牌優勢：塑造活力(vitality)、成長潛力(growth potential)、與動

態觀(dynamism)的品牌優勢。 

各事業部的目標為： 

1. 影像系統事業部注重高品質、低成本、快速回應，及週邊產品及新事業發展。 

2. 醫療系統事業部則是強調全面系統服務的提供者(Total system 

supplier)，以及務求成長及新事業擴張(如 2003年 4 月生命科學事業部的

成立)。Olympus 和兩類的醫療公司(醫生)合作開發，一種為發現新領域的

醫生(finding new frontiers)共同研發新的產品，另一種為發現新的步驟

(finding new procedures)改良精進產品，以制定價格。合作者主要是看上

Olympus 能夠提供 one-stop shopping 的能力，以及保密的信用關係。 

其產業特性為價格持續下降，但內視鏡的價格仍在上升中，Olympus

提供的價值為安全、可靠、有效率，目標是成為世上最受尊敬的品牌，從

提供設備到提供顧問服務，不僅同時提高顧客價值，也增加公司營收。 

3. 工業系統事業部則是明星事業，定位為「解決型態事業」(solution-style 
business)。 

另外，於 2003年成立未來創造實驗室，研究發展對人類福祉增進的產品。

因此，整體的決策部門包括企業中心、企業研發中心，以及目前的未來創造實驗

室。2004年 10 月，將影像事業群與醫療事業群獨立，影像事業群為 B2C，產品

變化快；醫療事業群為 B2B，有各自不同的顧客與產品研發速度，獨立的事業(生

產與銷售)仍有共同的全球策略(資源、財務、人力)和共同的研發單位。新的組

織依事業群以及地區成為矩陣式組織。 



三、變革管理 

Olympus 的企業策略中，涵蓋了四個構面：(如圖 5-7) 

1. 財務構面：其策略主題為追求財務成長，所擬定的策略目標有資本運用報酬

率、現有資產利用、獲利成長與成本優勢，所使用的策略量表包括資本運用

報酬率、現金流量、淨毛利與競爭者比較、銷售量成長(並與競爭者相比)⋯，

利用這些量表來檢視其財務達成率。 

2. 顧客構面：其策略主題與目標都是重視讓顧客有愉悅的消費經驗，並建立雙

贏的經銷商關係，其使用的策略量表為：目標市場佔有率、神秘客訪查評量、

經銷商問卷調查⋯等。 

3. 內部流程構面：策略主題強調建立經銷優勢、掌握具競爭力的供應商、注重

品質、並積極成為社區的好鄰居，而策略目標則著眼於創新的產品與服務、

庫存管理的效率、符合規格與交期的信用、提升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衛生，所

使用的策略量表為新產品的投資報酬率、存貨水準、缺貨率與不良率，以及

社區服務的成果。 

4. 學習與成長構面：策略主題在訓練有素及士氣高昂的工作團隊，目標為創造

利於行動的組織氣候、加強員工核心能力與技術、獲取策略性資訊，所使用

的策略量表為員工滿意度調查、策略性員工技能考察、策略性資訊完備率等

等。 

 

圖 5-7 Olympus 策略地圖(資料來源：Olympus) 

1. 事業部系統管理：進一步發展事業部系統，並統合 Olympus 先行行銷

(pro-marketing)方式，負責國內的行銷和業務。將事業部獨立出去的目的為

提高股東價值 

營收成長策略 生產力提升策略 

開創經營優勢 提高顧客價值 改善成本結構 提高資產利用率 

 

價格 品質 時間 功能 服務 關係 品牌 

 
顧客價值主張 作業優勢 

顧客關係 
產品優勢 

 
開創經營優勢 

(創新流程) 

增加顧客價值 

(顧客管理流程) 

建立作業優勢 

(作業流程) 

成為企業公民 

(法令規範、環境) 

訓練有素且士氣高昂的工作團隊 

策略性能力 策略性科技 組織氣候 

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內部流程

構面 

學習與成長

構面 



增強其獨立自主性，加快反應速度與彈性處理各自的環境與顧客，並強化知

識的累積；而由總公司統合所有的資源與運籌，進行研發、資源分配等功能，

使其更具有效率。 

2. 董事會的改革：任期從兩年縮短為一年，報酬由成就來看，成員中沒有階級

制度，只有主席和總裁之分，成員中也沒有資深的位置如：資深顧問或顧問。 

3. 績效評量系統：「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和「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 Card)的導入 

4. ERP(SAP)導入 

5. 發展一個能被全然了解的管理政策：總裁和初級員工開會，將管理訊息發表

在 Lotus Notes。 

6. 人員系統管理：＂free agent＂制度讓員工可以在其他部門申請工作。2004

年公司社長菊川剛提出「次世代幹部育成計畫」，預計在十年後，培育出 30

歲事業部長以及 40 歲社長的人才。其制定了十年期的研習計畫選拔年輕人作

儲備幹部，其中有三種歷練：調至海外子公司、分派重要專案任、以及調至

關係企業擔任高階主管。Olympus 人才選拔、培育及晉升，都有一條明確的

路徑。因此，每年拔擢一次潛力人才；定期提供擴大知識與專長的研修課程；

在不同工作階段中，賦予重要單位或職務、專案的工作實戰歷練；透過考核

績效，評估是否值得納入長期培養及晉升的對象。 

7. 加強數位相機市場：和 Olympus 先行行銷部門結合，並使國內的工廠更加效

率化。投資中國大陸市場，三年六百萬日圓。與 R&D 中心合作開發新產品。

加強供應練管理(SCM)，導入 MRP 系統。重建和零售業者的連結關係。 

8. 整合通路管道重點放在：以顧客觀點為出發點，專注在顧客的認知。一致性

的、無接縫的企業流程，從上游到下游的整合管理。速度是最高原則，快速

與彈性的反應顧客要求和市場需求。其整合的優點反映在：發展新產品的科

技能力強化，專注在國內市場，其對新科技的敏感度高，能建立優勢的地位；

基於市場需求彈性適應的製造能力，以致於能掌握從零售商到市場的存貨；

與行銷能力的整合使事業部擁有主導權。 

 

 

 

 

 



第二節 環保使命(個案：Toyota) 

豐田汽車(Toyota)為汽車產業重新定義，汽車不再只是一種交通工具，而是

一個「舒適的移動空間」。其沿革大致可分為三期： 

1. 草創期(1930-1950) 

1926年，豐田佐吉創立豐田自動織布機工廠(Toyoda Automatic Loom 

Works)，是豐田集團(Toyota Group)的母公司，迄今仍然是豐田集團企業中的要

角。1933年，豐田喜一郎在豐田自動織布機工廠（Toyoda Automatic Loom Works

成立於 1926）內成立了一個研究室及一個汽車部門，並於 1935年完成 A1 型小

客車及 G1 型貨車的試驗生產，更在 1936年生產出 AA 乘用車，開始供給日本國

內的汽車市場。1937年，從豐田自動織布機工廠所分離出來，成立日本豐田汽

車。推出新的生產概念『即時化生產』(Just in Time)，包括：「沒有一個汽車

要用的零件應該在被需要用前就做好。」、「錢不應該花在存貨及倉儲上」；1938

年第一個工廠舉母(koromo)，每一個人需要為改善負責，包括：「小組的組長必

須計算出最好的訂貨來符合車輛製造流程」、「每一個小組組長必須與其他小組組

長一起去改善製造流程順序」。 

2. 成長期(1950-1990) 

繼任者為神谷正太郎(Shotaro Kamiya)，並領導公司進入未來：「建立第一

個經銷商系統」、「將車輛導入美國市場」。到了 1960年代，豐田生產制度已經成

為所有種類的事業與流程可以學習應用的理念，不過，經過一段時日後，企業界

才普遍應用豐田生產制度。豐田公司本身首先主動宣導「精實」的概念與做法，

把豐田生產制度的原則傳授給它的主要供應商，此舉使豐田從個別的精實製造工

廠邁向全面延伸的精實企業──價值鏈上的每個廠商都採行相同的豐田生產制

度原則。然而，1957年第一次出口到美國，並成立 Toyota Motor Sales, U.S.A., 

Inc.，Toyopet 皇冠在美國大大失敗，因為在美國高速公路上因馬力不足、過熱

及用油兇而失敗。豐田章一郎(Shoichiro Toyoda) 發展品質控管專案：「每一個

員工必須為品質負責」、「專案包括工廠、生產計劃、製造、引擎及銷售」。1970-1980

所遇到的新危機為美國西方港口工人罷工，加上美國政府對進口產品課 10%的額

外稅，以及日圓貶值。公司在美國遇到嚴重的問題所反應的行動為：「公司降低

成本及利益，並且改變廣告策略」、「石油危機下銷售額增加」、「在 1975年成為

美國第一的汽車銷售的國際品牌」。 

3. 轉型期(1980-至今) 

在美國引進 TOYOTA 式生產管理，建立成功的豐田汽車工廠。1986年豐田肯

德基工廠開始動工，並全屬於日本豐田；1986年豐田汽車成為美國第一個銷售

100 萬台汽車的國際公司；1988年 Lexus 品牌成立，TOYOTA 用 Lexus 進入高級



車市場，Lexus 綜合歐洲及美國最好的車輛，包括：高品質、風格、舒適、便利

及性能。1990 東京設計中心成立；1993年保護環境行動開始；1994年中國豐田

開始營運；1995年豐田宣布新全球經營計畫;1996年保護環境行動計畫更新。因

此在次年推出混合能源車(hybrid car, Prius)；2000年四川豐田開始量產 (豐

田在大陸第一家量產)，Prius 全球銷售 5萬台。2002年 TMC & Nissan 同意在

混合能源上合作，北美生産累計 1,000 萬台達成，Prius 銷售累計 10 萬台突破；

2004年度銷售量超過 750 萬輛；2005年 Prius 獲選為歐洲年度風雲車。 

表 5-1 Toyota 沿革過程所面臨的挑戰與做法 

 創業(30＇s~40＇s) 成長(50＇s~80＇s) 轉型(90＇s~00＇s) 

挑戰 美國、日本汽車製造實

力懸殊 

環境變動引發國際化

動能 

環保意識的覺醒與產

業疆界的模糊化 

焦點 尋找利基 

懂得別人沒有的技

術、資源 

掌握獨特市場 

有良好的人際關係 

國際擴張 

外國製造、外國銷售 

建立品牌形象，如：萬

國博覽會、奧林匹克 

市場變大支撐規模 

環境關懷 

開發混合能源車 

投入生物科技與森林

培植產業 

經營永續事業 

TOYOTA 能提供最好的，包括：最好的顧客服務，可靠信賴的名聲及高階的

工程師。現在，豐田是全世界第三大汽車製造及銷售廠商，每年製造超過五百五

十萬汽車。在日本當地，Toyota 是一個橫跨所有消費市場、旗下擁有從平價到

豪華、從房車到跑車、無所不包、擁有超過 100 種車型、市佔率超過 40%的超大

公司，其 2001 會計年度的獲利更超過 1兆日圓，成為日本歷史上最賺錢的公司。 

Toyota 的業務範圍包含： 

從本業汽車(Automobile)出發，利用核心能力，以汽車經驗做研發，開發建

築工程(Housing)設計建構耐震的建築物，以及將研發技術延伸到潛艇(Marine)

設計。為方便消費者可以直接選擇車款、訂購想要的功能，推出 GAZOO，此為一

種線上訂購系統(E-Tower)原本只有 Toyota 經銷商現在已經推廣至全國便利商

店。另外，和日本通訊業者 KDDI Corp.合作，發展資訊和通訊領域(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將 GPS 和下一代行動電話服務導入汽車系統，讓汽車產業

與通訊產業正式結合。同時，跨足金融產業(Financial Service) 提供汽車借

貸、出租服務；以及開發智慧運輸系統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使得車子和社會能有更好的溝通，重新界定汽車產業定義，讓汽車成為一個移動

式的生活空間，結合多元的服務與功能。(如圖 5-8) 



 

圖 5-8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值得一提的是，Toyota 也跨足生物科技和森林培植的產業(Biotech & 

Afforestatoin)，其成立於 1998年，鑒於全球人口逐年增加，每人食物的消費

量也逐年攀升，農場以及森林因為工業化而減少，因此，Toyota 以生物科技的

方法研發快速成長的植物，以綠化地球與提供健康的食物來源。因應其環保行動

計畫的推動，積極在在澳洲種植可以快速吸收 CO2 的植物-Eucalyptus，種植食

用以及花卉植物；2003年發表的 Raum 則有用到生化塑膠製造的零件，以減低對

環境的衝擊。 

一、策略再思考 

全球的豐田式生產管理系統均致力於製造完美的產品，同時節省時間、付出

的心力及原料。這也是 Toyota 為 何能使顧客滿意，並保持競爭力，贏得世界各

地消費者讚賞的原因。許多年以來，豐田式生產管理藉著加入許多新想法、模式

並一再創新、測試而得到強化。舉例來說『及時化生產』(Just in Time)、『自

働』及『不間斷的流程』等，都已經建立在豐田式生產管理中。 

豐田模式的形成源自豐田佐吉，在那個年代，發明家必須凡事自己來，沒有

大型的研發部門可以代勞，當豐田佐吉發明出第一架動力織布機時，還沒有電力

供給，因此，他必須把心力放在解決供電問題上。在當時，最普遍的電力來源是

蒸汽引擎，豐田佐吉買了一部蒸汽引擎，用以試驗發動他的織布機，他從辛苦的

反覆實驗與錯誤中學會如何使他的動力織布機運轉，這種從嘗試與錯誤中學習的

方法成為「豐田模式」的基礎之一 ─ 現地現物(genchi genbutsu)。在豐田佐

吉的眾多發明中，有一項是當紡線斷掉時，織布機會自動停止運轉的特殊裝置，

這項發明後來逐漸演進成更廣泛應用的制度，也就是「豐田生產制度」的兩大支

柱之一 ─ 自働化(jidoka)。基本上，「自働化」意指在市場原料的過程中內建

品質控管或「防止錯誤」(mistake-proofing)，同時，也指作業與設備的設計不

會使員工被機器「綁住」，可以自由執行創造價值的工作。「即時生產」則是豐



田喜一郎創始的概念。豐田喜一郎曾經觀摩位於密西根州的福特汽車公司工廠，

也走訪美國的超級市場，觀察它們在顧客購買的同時即時補充貨架的情形，這些

觀摩對他後來提出的概念甚具啟發作用。他在 1938年就說了這句話：「我打算

盡可能地縮減工作流程與輸送零件、材料流程中的鬆散時間，為實現此計畫，基

本原則是採取『即時生產』的方法，指導原則是不要太早或太晚輸送貨品。」 

豐田家族成員抱持類似理念，他們從做中學習，他們學習創新精神，了解企

業貢獻於社會的重要性，同時，他們全都懷抱創立一個有長遠未來的公司的願

景。戴明也鼓勵日本人採取有系統的方法以解決問題，此即後來所謂的「戴明循

環」(Deming Cycle)，或「規劃—執行—檢查--行動」(Plan-Do-Check-Act，

PDCA)，是持續改善的基石。「持續改善」的日語是「kaizen」，是漸進、增量

式的改善(不論改善有多麼小)，以去除與杜絕只增加成本、卻未能創造價值的所

有浪費。「改善(kaizen)」教導如何在小團隊中有成效地工作、解決問題、記錄

與改善流程、收集與分析資料的技巧，以及如何在同儕團隊中自我管理，它把決

策或規劃提案的工作下放給員工，要求他們在作出及執行任何決策之前，必須開

放討論，並達成團體共識。「改善」是追求盡善盡美、並在日常運作中維繫豐田

生產制度的大原則：改善流程、減少浪費，每一個人需要為改善負責。 

豐田式生產管理不僅是生產管理的工具及技術，更是 Toyota 將理念付諸於

行動的完美範例。換句話說，豐田式生產管理反映出： 

1. TOYOTA 的態度：不浪費、保持高品質、專注於顧客需求，並且持續且不

間斷的找尋改善的方法 

2. 組織的承諾：成為最好的，每個人可以在工作崗位上，去強化工作效率，

並且在所有工作流程上找尋更好的工作流程。 

「豐田模式」可以扼要總結為兩大支柱：「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與「尊重員工」(Respect for People)。一般把「持續改善」稱為

直譯自日語的「改善」(kaizen)，是豐田汽車公司經營事業的基本方法，它挑戰

所有事，其精髓含義不僅是個人貢獻的實際改善，更重要的是創造持續學習的精

神，接受並擁抱變革的環境。要創造這種環境，就必須尊重員工，此即「豐田模

式」的第二個支柱，豐田汽車公司提供員工就業保障，透過促使員工積極參與工

作之改善而達成團隊合作。「身為經理人，我們的職責是發展與強化團隊成員彼

此之間的互信與了解，我個人認為，管理者最重要的角色是激勵並促使所有員工

團結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定義與說明共同目標、共同理解達成此目標的途徑、

激勵員工和你一起展開這趟目標之旅、移除這條途徑上的障礙以幫助他們秤這些

就是管理者存在的理由與目的。管理者必須獲得員工全心全意的支持，鼓勵他們

對組織貢獻構想」(豐田汽車肯塔基製造部門總裁蓋瑞．康維斯(Gary Convis))。 



面對 21 世紀的經營挑戰，作為 21 世紀領導者 Toyota 具備的敏感嗅覺，促

使他向更宏觀的世界瞭望，在成長期的過程中，即以世界為腹地，就地生產製造，

將豐田模式成功的移植到世界各地；同時，提早預見汽車業的未來，發展新事業，

將觸角延伸到與汽車連動的產業，如通訊產業、智慧型運輸系統等，或是由核心

能力出發，發展相關產業如建築業、潛艇製造等等，因此，跨產業的競爭以及產

業的融合，都是未來所不可避免的。更值得注意的是，Toyota 跨足生物科技和

森林培育產業，試圖欲扳回汽車業在世人的評價中污染環境的形象，擴大種植有

助於 CO2 吸收的植物、解決沙漠化的問題、運用生化的塑膠零件減低對環境的衝

擊，在在都突顯出 Toyota 永續經營事業的企圖心： 

表 5-2 豐田 2010年所定位的未來世界及其企業做法(資料來源：豐田汽車) 

21 世紀所期待的社會(豐

田所定位的未來世界) 

所對應的企業做法、企圖心 

再利用、循環的社會 堅守對地球的承諾：與地球共生、愛惜地球，以技

術創新關懷地球再生(kind to the Earth)  

運用科技創新 開發智慧運輸系統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使得車子和社會能有更好的溝通，創造安全

的、舒適的移動空間(comfort of life) 

世界規模的進展 建造自動車的魅力，為了提升形象，利用展示中心，

與 dealer 的關係良好穩定;F1 賽車的形象建立，提

供車隊關鍵的零件，並對車子的性能作 R&D 的投資

(excitement for the world) 

成熟的企業受到人們的

喜愛 

作為世界化的企業，為世界各個人種所敬重的企業

(respected by the people) 

二、組織轉型 

90年代之後自動車產業競爭關鍵因素： 

1.對於全球市場有無適當的對策：其是否能調整產品配合各當地市場。 

2.對於汽車有無革命性創新並完成產品開發：注重不污染環境的設計。 

3.確保收益性，並達成前兩點：規模重要，但非絕對。 

邁向世界第一大車廠的全球策略： 

草創時期，豐田從 Honsha 廠起家，自從東西冷戰結束之後，世界經濟完全

改變的面貌，從過去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對立的結

構，事業經濟全球化也急速進展起來，世界市場成為一個迎向大競爭的時代，隨

著世界市場一體化的向前急速推展，即使是實力雄厚的企業，如果不追求跨國規

模的利潤，也無法生存下去。在 1957年，為確保收益性，擴大規模效益，Toyota

決定出口至美國，看中美國廣大的消費族群；後來，儘管遭遇了兩次石油危機、



日幣升值，豐田強化企業的體質，建構可以因應變化的動能組織，有能力在各地

自產自銷，1984年開始在美進行生產，並且和GM合資成立公司NUMMI，由於 NUMMI

的成功，豐田在 1988年又成立了獨資事業 TMMK(肯塔基豐田汽車工業)。 

早在 1990年春，豐田因應 21 世紀的到來，著手於組織改革方案--「Future 

Program 21」其目標為迅速傳達必要的資訊、將調整縮小到必要的最小限度、迅

速下達行動方針、培養人才、提高業務上的達成感、排除無謂的浪費。為了實現

這些目標，統一了組織改革的步調，將技術部門重新編組成四個研發中心，在各

研發中心建立制度，於內部完成新車的概念創新、構想、設計、試製、試驗評定

等，一連串的研發過程；全球研發組織的佈局，各地有設計中心、研發中心、發

展中心，都呈報回日本的總部核心技術中心，例如 1989年將 EPOC(Europe Office 

of Creation)設立於比利時，其目的為一、收集歐洲的設計資訊、展開與設計傾

向和將來動向有關的資訊；二、前衛設計，也就是與外觀和內部的裝潢樣式、顏

色有關的前衛機能；三、生產協助機能，例如協助在法國生產的汽車設計。 

企業重組的巨浪湧向全世界汽車業界，汽車大改革的時代到來，1998年德

國 Daimler‧Benz 與美國三巨頭之一 Chrysler 大合併，正式企業大改革的象徵；

豐田因此覺悟到，若不實施全球性的經營戰略，就無法生存下去。因此成本的降

低與全球化策略佈局，是豐田首重的。豐田首先為「成本的降低」推動 Toyota 

CCC21 活動(Cost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21th Century)，欲減少 30% 零件

成本；面對鋼價上漲（由於煤、礦等原物料上漲）考慮淘汰並尋找取代性的材料。

鋼材零件由平均 610 件降至 500 件/車，取代品有鋁材、耐重先進塑膠、樹酯等，

其效果可以增加燃料效並增加抗腐蝕性。以及「全球生產網路相互供應」的概念，

豐田另推動一項採購策略，重點在於加強與中國及南韓鋼鐵公司的關係，這項決

策主要目的在確保豐田的日本及東南亞廠能取得足夠的原料。IMV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Multi-purpose Vehicle)專案提供五款全球統一規格的車，IMV

據點廣佈曼谷(以此為據點擴展至中東、中國、歐洲)、印尼(可擴展至中東、印

度)、阿根廷(擴展至南美)、南非(擴展至非洲、歐洲)。 

「精實生產」的觀念是將重點從「經濟規模效益」改放在「時間規模效益上」，

讓每個員工都成為品管員，負責找出瑕疵並立刻改正；以「即時」生產的方式，

再需要的時候才將零件「即時」送上生產線；以「需求導向」的原則節省時間，

工廠只有訂貨才會獲得零件，將這個原則延伸到顧客身上，由顧客來決定他們想

要的樣式，量身訂做。因此，藉由精實生產的觀念，公司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應

該控制到哪裡，與供應廠商之間應該維持什麼樣的關係，供應商即時供應製造商

零件，以換取長期的合作關係。製造商則將公司中的中階幹部派遣至零件製造商

的公司中擔任管理工作，因此，整個供應系統可以聯合資源、分享資訊、減少時

間上的浪費。 



 

圖 5-9 邁向世界第一大車廠的豐田的策略演變過程 

在全球化策略佈局上，主要可分為三大區塊：美國經濟區、擴大的歐盟、東

亞經濟區。在北美地區，計畫擴展混合能源車、進入各種規模的卡車市場(2006

年在 Texas 廠開始生產)、並且利用 Scion 品牌主打年輕族群為目標客戶。在歐

洲的部門則是加強在地化(Localization)，目前英、法、葡、捷、土都有車廠，

且未來欲前往中東歐發展。中國部分，2000年四川豐田開始量產，這是豐田在

大陸第一家量產，只在中國生產小型轎車的豐田（Toyota），也因為估計高收入

階層的中國消費者的汽車品味將進一步提升，因此計畫 2005年開始在中國生產

高級房車。觀察家預測，正準備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的俄羅斯，也將會和

中國一樣，成為一個有活力的汽車消費市場。 據瞭解，隨著歐美的汽車行業已

經大舉在俄羅斯建設工廠，日本豐田也在 2001年在當地開設了“俄羅斯豐

田＂。就整個全球市場來看，美國、中國、印度都是消費人口急速成長(population 

increase)(箭頭向右)的市場，而在中國、印度、俄羅斯和巴西設廠，將有助於

成本的降低(motorization)(箭頭向左)，與就近市場銷售。 

 

降低成本 

日幣升值擴大規模 

 

日本內地生產 

出口 

各地自產自銷

全球生產網絡 
相互供應 

1938 
 

2005

Honsha 廠開始

第一部日本車

出口至美國 

1957 1984

TOYOTA-GM
合資成立公司

IMV專案之成立 

有經驗廠帶新廠 

有經驗人帶新人 
精實生產 (Lean Production) 
持續改善 (Kaizen) 

圖 5-10 Toyota 全球佈局策略



三、變革管理 

豐田原廠經驗學習人的重要性。企業績效的提升不只光靠科技的總合，亦得

靠人的參與、系統的整合，豐田的模式包含了：「自働化」、「即時生產」、「持

續改善」其最終都是建立在人機系統的整合上。以人力資源制度推動 Toyota way： 

1. 以 ICT (Intra-company Transfer)達成工作輪調，現場管理者與員工親

近，分享來自不同市場的消息與經驗，給予相互溝通機會，並共同解決問

題，使得各國集團能夠互相合作。 

2. 利用 GKC (Global Knowledge Center)培育管理人才，建立公司知識研發

中心、智囊中心，使員工了解環境，分享知識、累積經驗，減低進入的障

礙。目前將總公司搬回名古屋，主要目的是進行整合，把視野擴大為全世

界，而非僅以日本為中心。 

3. 各個現場經驗則由 GPC( Global Production Center)所累積，讓第一線

員工可以充分表達所知，發揮現地現物的精神， 

下圖表達 Toyota 藉由知識的創造與累積來建立企業的模型：內圈為現場知

識的交流場域，藉由驅動目標的建立，促使人員相互對話，並實踐計畫與步驟，

將客觀的形式知明確地傳達給每位員工，而主觀的暗默知則是透過實地的體驗，

現場的互動交流默契讓員工深深感受，透過不斷地溝通與實踐，讓還在員工腦袋

裡的創意、發想、經驗，可以透過「動的文脈」塑造員工的知識場域，以達到最

終的願景目標，和公司所期待所擬定的願景目標相互連動；而將外圈形諸於文字

與檔案的「知識資產」，儲存、蓄積、傳遞，讓知識永遠地傳遞下去。 

 

圖 5-11 知識創造企業模型 野中郁次郎 NIKKEI BizTech 

 



Toyota 於 2005年的組織重整則強調年輕化，執行副總以上有十人獲得晉

升，並且在高績效表現條件下，以能力決定升遷。如 Peter Drucker 所言：績效

表現好，以獎酬鼓勵；但能力來決定位置。總裁則由張富士夫更換為渡邊捷昭，

渡邊捷昭擔任過集團零件以及原料採購、經營企劃部長，了解熟悉企業的運作模

式，素有“成本殺手＂之稱(五年省了 100 億美元)，且在管理跨國發展的同時維

持良率及速度，頗受敬重。除此之外，與豐田章男關係良好，成為過渡人物之最

佳人選。 

豐田認為 21 世紀的重點是節約能源，以更少的能源製造汽車，考慮建構更

瘦體型的生產制度，例如用小型設備生產汽車、製造小型的空調設備等等。且資

源再生利用的問題也是豐田所重視的議題，1998年設立了專門進行資源再生利

用的工廠，在那裡製造各式各樣的汽車材料，利用廢棄物再生品製造汽車，欲達

成 90%的資源再生利用率。豐田在 1994年即開始研發電力汽油兩用車(Hybrid 

system)，「PRIUS」因而誕生，不論是低公害車、善待地球這種汽車形象因而建

立，在 2000年全球銷售五萬台，2005年贏得歐洲年度風雲車。「主宰環境的人，

就主宰了 21 世紀」，豐田把保護地球環境當作最重要的課題，豐田將領導業界，

使環保與經濟成長並存。因此，跨足生物科技研發和森林培育產業的豐田，其用

心可見，由於人口、食物的消耗量的逐漸攀升，地球的資源越趨減少，豐田環保

計畫的推動以綠化地球，防止沙漠化的擴張，並提供健康食物的來源。 

第三節 小結 

企業在扮演了創新者與整合者角色，提升了自我的獲利能力以及競爭力之

後，則應思索更進一步地將本身的資源與能力回饋到社會，藉由社會的參與，洞

見社會的價值所在，和社會共享價值，並且透過其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創造新的社

會價值，不僅有益於企業的形象建立更有益於社會環境的永續經營，而因此企業

可獲得更長遠的持續力。從減少對環境的污染更提升至爲環境創造價值，關懷地

球的再生，是企業責無旁貸的使命。 

表 5-3 環境價值經營之企業轉型個案 

 策略再思考 組織轉型 變革管理 

Olympus Social IN 社會關懷

社會參與、共享社會

價值、創新社會價值

創造式破壞 管理制

度重組、發展新事業

並建立品牌優勢 

策略地圖四構面  

學習與成長、內部流

程、顧客與財務 

Toyota 移動式的生活空間

利用科技的創新與

整合關懷地球再生 

邁向世界第一車廠

因應全球化的發展

拓展事業規模 

知識創造企業模型

以動的文脈塑造員

工的知識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