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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人力資源管理理論探討 

一、從人事管理到人力資源管理 

對於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一詞，從前專

家學者有多種類似的名稱，如工業關係（Industrial Relations）、勞工關係

（Labor Relations）、雇傭關係（Employment Relations）、人力管理（Manpower 

Management）及人事管理（Personnel Management or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等，其中以人事管理的使用較為廣泛，並為一般管理學者

所接受（黃英忠，1995）。如下敘述各中外學者對人事管理的定義： 

1. 王德馨（1975）：人事管理是為研究一個機構在工作進行中，如何設計、

監督、指揮與協調，期以合作精神，最少的人力，並以科學管理方法來組織

內之一切人事活動，來實現該事業所規定的目的。 

2. 李煥明（1980）：人事管理就是研究企業中人與人關係的調整，人與事的

配合，以充分發揮人力的理論、方法、工具和技術。 

3. 吳靄書（1977）：人事管理就是研究如何為組織有效地進行羅致、發展、

運用並維護其人力資源的科學。 

4. 張清滄（1984）：人事管理就是研究一個機構如何建立良好、健全的人事

環境，使人與事做最適切之配合，發揮最有效的人力運用，進而提高工作效

率，減低營運成本，增加營收。 

5. 謝安田（1985）：人事管理乃是運用科學的原則與方法，來管理企業內員

工的活動，使其納入良好的體制，以提高效率，並達到勞、資與社會三方互

利的目標。 

6. Thomas G. Spates（1944）：人事管理是將從業員之潛在能力作最有效地

發揮，進而獲致最大成果所運用之規範體系。 

7. Wendell L. French（1982）：人事管理是對組織中人力資源的招募、選擇、

發展利用與協調。 

8. Ordway Tead（1982）：人事管理是在組織政策與目標的前提下，有效地結

合組織成員的力量與熱誠，進行組織活動，並使每一個成員獲致最大的滿足。 

綜合以上定義，黃英忠（1995）指出：所謂人事管理是將組織內之所有

人的資源（human resources）作最適當之確保（acquisition）、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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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維持（maintenance）與活用（utilization），為此所計畫、

執行與統制之過程稱之。換言之，即以科學方法，使企業之人與事作最適切

的配合，發揮最有效的人力運用，促進企業之發展。 

根據英國人事管理協會在 1963 年對人事管理所做的界定，人事管理主

要在處理工作中人的問題和人與企業的關係，換言之，它包括所有管理人的

責任。從歐美企業發展的歷史來看，人事管理在十九世紀初才受到重視，在

此之前，一個公司的任用、解聘、薪資等都由單人負責，主要做紀錄、文書

的工作。在 1940~1950 年代，勞工意識開始擡頭，為能爭取縮短工時與增加

工作福利，工人結合一起透過工會的力量與資方談判，而有團體協商或勞資

糾紛等事件的發生。到了 1960~1970 年代，逐漸增多的人事法規，逼使人事

管理工作逐漸趨於專業化，而 1980~1990 年代，企業著重策略發展，人力資

源規劃更成為策略規劃的一個重要環節，使人事管理的本質不但發展成人力

資源管理，而且逐漸走向以行為科學理論為基礎的管理學門（吳美連．林俊

毅，1999）。 

也就是說，為因應組織內外部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以及人員的變

化，勞務管理．人事管理產生了質的變化。近年來更由於「技術革新時代」、

「人員意識與行動多樣化的時代」、與「高度組織化社會」的來臨，企業中將

從業員視為「人力資源」的意識形態也日益高漲，也就是人員是「組織內部

最大的資產」或「執行組織內為因應環境而發動的變革」的見解（平野文彥，

2001；花岡正夫，2001）。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我們瞭解，從人事管理至人力資源管理這名稱的

變革與人力資源管理工作本質的改變有關，在過去人力資源管理演進中，為

採取科學方法的管理方式，且兼顧員工的需求，因而採用巨觀的觀點，從整

體情境和組織層面來考量，將員工的需求和組織的目標相互結合，作長期性

和整合性的處理。換言之，隨著產業轉型與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人」在組

織中所扮演的角色日益重要，人力資源管理由早先的注重「工作」效率，轉

而重視「人」的需求，進而能兼顧「人與組織」的需求。人力資源管理由於

人的價值與重要性，在社會與企業組織中逐漸被肯定而愈受到重視；人力資

源管理也逐漸從輔助性的功能角色轉變為策略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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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力資源管理的本質與涵義 

Sherman, Bohlander & Snell (1996)指出：人力資源管理是傳統人事

管理的延伸與擴展，使得人事功能（如：招募甄選、升遷派任、訓練發展、

薪資福利等）與組織內每一位人員及組織策略性與規劃性目標間形成一種動

態性的互動關係（dynamic interaction）。Beer, Spector, Lawrence, Mills 

& Walton (1985)將人力資源管理定義為所有會影響組織與員工關係本質的管

理決策與行為。而 Dessler (1994)則指所謂人力資源管理是指執行管理工作

中與員工或人事相關的部分所需具備的觀念與技術。Schuler (1992)認為人

力資源管理實務必須與企業的需求及目標相結合，而與人力相關的議題及觀

念，應該以整體的觀點來檢視彼此之間的關聯，及對企業策略需求的幫助。 

日本學者花岡正夫（2001）特歸納幾位專門研究從人事管理至人力資源

管理當中演變過程的學者學說，除更清楚瞭解當中演變的原因，也更釐清了

人事管理與人力資源管理之間的差異，與瞭解人力資源管理的意涵與要素。

其歸納重點如表 2-1。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我們得知，人力資源管理是組織爭取競爭優勢不

可或缺的一環，在企業經營中由被動的配合轉為主動的參與；用以確保人力

資源能與經營策略密切的配合，使經營策略得以順利的推展。人力資源管理

是以專業化、積極主動的態度且富前瞻性及整體性的觀點，將傳統的人事職

務擴大，從以前控制員工的角度轉為員工能夠參與人力資源的規劃、取得、

運用與發展的策略性與操作性的管理。另外，人力資源管理的最終目的，可

說是為了協助企業達成策略目標。執行過程中須先衡量企業的內在、外在環

境，按照企業設定的策略目標，透過支援性和功能性作業促進員工和工作的

最佳搭配，以提高員工績效和心理上的滿足，進而達成企業的策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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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力資源管理的功能與實務 

每個企業在人力資源管理作業上的範疇不盡相同，作業的方向及政策也

有差異，此為考慮到企業內部的需要與變動的大環境因素所致。關於人力資

源管理的主要活動為何？以下特將「人力資源管理」之活動項目與功能，彙

整各專家學者之資料，整理如下： 

（一）美國訓練與發展學會（ASTD） 

在其所出版的『卓越典型』一書中，提及了著名的「人力資源管理標準功能」，

表 2-1 HRM 概念的共通要素 

資料來源：花岡正夫，『人的資源理論』，白桃書房，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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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 

 

 

 

 

（二）Gilley & Eggland（1989） 

Gilley & Eggland 將組織中人力資源的概念如下圖 2-2 表示： 

 

 

 

 

 

 

 

 

 

 

 

圖 2-1 人力資源管理標準功能 

資料來源：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Model for

Excellence, 1989；David A. De Cenzo．Stephen P. Robbins 著，許世雨譯，

人力資源管理，五南圖書出版，1997 

人力資源運用 
․升遷 
․獎懲 
․調派 
․薪酬 

人力資源規劃與預測 
․招募 
․遴選 
․訓練 
․職涯進展 

人力資源發展 
․發展 
․訓練 
․教育 
 提昇/提昇知識、技

能、態度、行為 

圖 2-2：人力資源的概念 
資料來源：Gilley, J.W., & Eggland, S.A. (1989)：Principle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ading, MA：Addison-Wesley；李隆盛．黃

同圳，人力資源發展，師大師苑，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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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y & Eggland（1989）指出：人力資源運用是指人力資源的安置與

運用，包括升遷、獎懲、調派、和薪酬；人力資源規劃與預測指未來人力資

源的預測及其招募、遴選、訓練和職涯進展的適切規劃；人力資源發展指為

準備當前的工作（訓練）和未來的工作指派（教育）以及個人的充實（發展）

的人力資源學習活動。其中，教育是為改善未來工作績效或使個人能更接受

更多責任或新工作指派的學習；訓練是為改善現有工作績效的學習；發展是

為當前或未來的工作有影響，但和工作無關的學習。 

 

（三）Ulrich, Brockbank, & Yeung（1989） 

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分為六個領域：「招募」、「發展」、「評核」、「薪酬」、

「組織設計」及「溝通」，透過招募及發展可以得到人力資源的「形成能力」

（generating competencies），就是取得組織所需要的知識與技能；透過評

核及薪酬可以得到人力資源的「增強能力」（Reinforcing competencies），

就是把形成的能力更加提昇，使更能發揮效用；透過組織設計及溝通可以產

生「維持能力」（sustaining competencies），就是使各項能力能夠持久及體

制化，具人力資源管理實務模型，如圖 2-3。 

 

 

 

 

 

 

 

 

（四）吳秉恩（1999） 

人力資源管理工作最終目的在提升企業內部員工工作生活品質及組織

維持的能力 

․組織設計 

․溝通 

增強的能力 

․評核 

․薪酬 

形成的能力 

․招募 

․發展 

圖 2-3：人力資源管理實務模型 

資料來源：Ulrich, Brockbank, Yeung（1989）；溫金豐（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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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力，組織內部各直線及職能單位均須通力合作，有關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分工摘述詳如表 2-2： 

 

 

人力活動 選才 用才 育才 晉才 留才 其他 

分工項目 

․工作分析

․人力預測

․人力招募

․面談遴選

․人力規劃

․工作指派 

․溝通領導 

․授權協調 

․人力運用 

․指導諮詢 

․始業訓練

․職內訓練

․職外訓練

․教育研習

․管理發展

․調遷晉升

․員工輔導

․前程發展

․職務歷練

․績效考評

․薪酬福利․

勞資協商 

․任免資遣 

․紀律管理 

․內在激勵 

․人事行政研究 

․人力統計分析

․人事資訊系統

  

在整理以上研究後發現，企業的人力資源管理，都擁有類似的人力資源

策略與實務，與組織的策略密切配合，但且其中心價值皆在於把員工視為重

要資產，員工的技能、知識與經驗對公司而言都均有經濟價值。人力資源管

理實務流程是從招募前的前置作業至準備具妥當性與信賴性的選拔計畫，並

做好人盡其才的職務分配；為提高組織效率，開發現組織內部所確保之人力

的能力；最後根據現有人力資源對組織的貢獻度，公正地提供激勵的一種過

程；另外還包含組織為維持員工之間在工作過程中和諧相處，以維持組織氣

氛的過程。透過以上有效的人力資源管理可以提高員工對組織的承諾，可以

使營業額提高、公司獲利且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表 2-2：人力資源管理活動分工表 

資料來源：吳秉恩，分享式人力資源管理，翰蘆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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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成立的經緯 

一、日本式管理的特色 

在各國業界或學界，自 1970 年代開始爭相討論日本式企業經營的特質，

有學者提出日本式企業經營深受日本文化背景的影響，如風土、食衣住行、

歷史、宗教、語言．．．等等特性；其中也有學者特別強調日本民族本身的

特殊性，如命運共同體的意識、穩定導向型、能力平等感、一體感等等。於

是，以文化論為觀點出發，主張管理家族主義、集團主義為日本式企業經營

的組成原理的論點如火如荼的展開。 

而相對於日本式經營，則有美式企業經營；日本學者楠田丘（2004）則

從社會．產業、個人與職業、企業經營、人事管理、活動的社會性公正、對

社會的貢獻等諸領域，來考察日本式與美式企業管理，其所提示的日本式與

美式企業管理的特徵如下表 2-3 所示： 

相對於前述之以資本、技術、市場等經濟學或管理的立場來看日本式經

營，日本一位社會學學者間宏（1971）則從經營社會論及經營文化論的觀點

切入，來探討日本式管理下其員工之間的人際關係、行動樣式或是背後的價

值觀。間宏特別強調：日本人的行動特性來自於集團主義，進而出現在日本

企業當中，構成日本式經營的特質。日本企業中，個人與集團的關係並非對

立，而是融合．一體的關係；日本為使企業全體、職場內的人際關係更圓滑、

透過同心協力的行動使企業業績提昇，延續了集團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和為

貴」成為企業的經營方針；在終身雇用制與年功制為主軸的勞務管理下，企

業的命運可與員工個人的命運畫上等號；在這員工與企業的一體關係中，最

令人注目的是薪資與福利制度。薪資額的大約 50%為基本薪資，其餘為家族

津貼、通勤津貼、住宅津貼等等生活補助型津貼；公司的福利除了公司宿舍、

建設住宅補助金，還有托兒所、育兒茲新、看護等等針對衣食生活的補助，

企業的福利制度可說是涵蓋員工個人至員工的家族。 

而探討日本式企業管理的論點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終身雇

用制度」、「年功序列制度」與「企業別工會」，此三者又稱為日本企業的「三

種神器」。日本式企業經營中，「安定的雇用」乃為企業成功的不二法門，在

此前提下發展出「企業以人為本」、「和諧」的勞資關係。以下就三種神器加

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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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企業管理 日本式企業管理 

〈產業．社會〉 

․多民族的國家，當中混雜著異文化、異

言語，這些文化則相互拉扯對抗。 

․存在強烈的個人主義。 

․對契約的概念相當發達。 

〈產業．社會〉 

․同質性的社會文化。 

․集團主義色彩強烈，重視協調性。 

․注重默契的社會，契約概念相當薄弱。

〈個人與職業〉 

․個人訂定生涯目標，也積極投資自我的

成長。接受高等教育是晉升至上流社會的

手段。 

․在大學就訂定將來的目標並進入相關

的科系；就職是達成個人生涯目標的手

段，比起企業的目標比較重視個人的生涯

規劃。 

․研究所課程對個人的生涯規劃是舉足

輕重的角色，企業中大多數的管理者．經

營者都是碩．博士學位。 

〈個人與職業〉 

․大多數的員工的生涯規劃與公司之間

有高度的依存性。接受高等教育是晉升至

上流社會的手段。 

․大學的就讀科系不會對生涯規劃造成

直接的影響；相對的就業時業界．公司的

選擇卻是生涯規劃時的關鍵。 

․研究所畢業者大多數是研究．技術類，

文科的研究所畢業佔少數。 

〈企業〉 

․因應經營目標．經營策略訂定組織架

構、職務體系、新設職務或削減、廢除。

由於職務的削減．廢除，其責任者也會跟

著被削減、解雇。 

․依據各職務別來進行採用、配置，依據

其職務內容，明確劃分出各個執行職務的

責任與權限。 

․不進行職種間的異動，就在單一職能內

累積經驗，專門職的專門領域範圍比日本

狹窄得多。 

․讓高階管理者負責數個部門，或使其管

理子公司，使提昇其全面性的管理能力。

․升遷的速度比起日本大約快十年。 

․重視董事長與執行管理者的角色。 

․各職務的薪資水準受到外部勞動市場

的薪資水準強烈的影響。 

〈企業〉 

․雖因應經營目標．經營策略訂定組織架

構或業務內容，但不細分至個人的職務；

而是依照員工的能力來分配其職務。 

․採用後將員工分配至各部門，因應其能

力分配部門內的工作，決定其工作內容。

․人事權力集中在人事部門，管理者的人

事權與責任較薄弱。 

․雖會在固定的職務中提昇其專業性，但

也有不同職務間的輪調。 

․經驗主管各個部門過後，可晉升至董事

會成員，但董事會成員與執行管理者的角

色是重複的。最近這兩者角色有逐漸分開

的傾向。 

․由於終身雇用與重視年資上的歷練，因

此升遷速度緩慢。 

․除了初任用時的薪資以外，外部勞動市

場的薪資水準的影響較微弱。 

 

 

 

表 2-3：美式管理與日本式管理 

資料來源：楠田丘，日本型成果主義，生產性出版，2004，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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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神器的語源來自於古事記，最先是指作為天皇皇位象徵的三種寶物，

也就是鏡子、劍與玉珮（八咫の鏡、草薙の剣、八尺瓊の勾玉）。但當日本在

1955 年代（昭和 30 年代）進入高度經濟成長期時，當時景氣大好，當時的

好景氣被譽為「神武景氣」、「岩戶景氣」，由於各個家庭內逐漸走向電器化，

當時黑白電視、冰箱及洗衣機這三種電器製品也被稱為「三種神器」。又三種

神器成為「日本式雇用制度」的特徵而膾炙人口的契機，乃是經濟協力開發

機構（OECD）的勞働力社會問題委員會在 1969 年 11 月至 1972 年 6 月間對日

本進行調查後所出版的勞働力國別檢討報告書（勞働省譯,『OECD 對日勞働

報告書』,日本勞働協會, 1972）。在此必須說明的是，在這報告書的本文當

中雖指出日本式雇用制度的三個主要要素為「終身雇用」、「年功薪資制度」

與「企業內工會」並分析其長處、短處，但並未使用「三種神器」此詞彙，

將日本式雇用制度的三要素稱為三種神器，乃出現於是此報告書日文翻譯的

序當中，由勞働事務次官．松永正男所提出。 

茲將日本式雇用制度的三項要素－三種神器逐項說明如下： 

（一）終身雇用制度 

「終身雇用」，由 J.C. Abegglen(1958)在『The Japanese Factory-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一書中以“permanent employment＂及

“lifetime commitment＂，提出終身雇用的概念。J.C. Abegglen 認為日本

的終身雇用制度的特徵為「員工自學校畢業後立即進入特定的企業，持續雇

用直到屆齡退休為止。企業不得以沒有效率或是不適任的事由解雇員工，即

使在不景氣時也不暫時解雇員工。對員工而言，即使薪資低微，員工也不會

往高薪資的企業移動。因此，對於新進員工的聘僱，與其說重視員工本人所

擁有的特殊技能，不如說是重視員工個人的教育、認知能例、思想背景等，

來決定人才的聘僱。」（J.C. Abegglen， 1958） 

日本的終身雇用，並非完全不解雇員工，當然也不是明文規定對員工的

雇用保障；但日本企業中的終身雇用習慣，有以下幾項特色：○1 企業聘僱剛

從學校畢業的新鮮人，員工自學校畢業後立刻進入企業服務，通常直到屆齡

退休為止皆在同一企業服務。○2 企業以永續經營與雇用安定為經營理念，企

業不因經營困難等理由而任意解雇員工，員工保障員工的雇用直到屆齡退休

為止。○3 在勞動契約中，並沒有明文規定終身雇用的雇用保障，而是在勞資

雙方的默契下而達成。此種雇用型態可視為一種雇用慣例。○4 終身雇用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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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單只有終身雇用關係，尚包括年功制此配套措施與福利制度等等。員工對

集團的忠誠心、責任感的相互關係，取代經濟性的基礎。○5 企業規劃內部教

育制度措施，以長期雇用為原則，員工隨著資歷增加而技術漸純熟。 

 

（二）年功序列制度 

所謂年功序列制度，日本學者藤村博之（1994）指出：一般來說，年功

制是指隨著年齡、資歷的增加，薪資提高且職位也跟著升遷。可以解釋為：

薪資的提升與職位的升遷是由年齡與服務年數來決定。但是日本企業未必嚴

密的採用年功序列制，也就是未必完全按照年齡與服務年數來自動決定其當

年度的待遇與職位升遷。每年的定期調薪當中即反映了來自人事部門考核的

結果，當然升遷也不是就按照年齡、服務年數而「自動的」決定。因此，若

廣義來說，在年功序列制下，薪資與年齡、服務年數是呈正比關係的，也就

是基本上薪資曲線應該是會隨著服務年數的增加而持續上升。 

年功序列制度由年資升遷及年資薪資所構成。在年功制度下，各學歷階

級內每個人的升遷是以年資為基礎，加上職務業績作為考核的基準。各學歷

階級別的升遷有一定的限度，如大學畢業者最高升遷至上級管理職（部長階

級），中學畢業者升遷至初級管理職（課長階級）。同期進入企業者，其中大

部分的員工經過一定的年數後便相繼地自動升遷，讓同期進入企業者，升遷

至某一限度為止。倘若無法讓所有同期進入企業者同時升遷時，將選拔同期

中表現較為優異者，讓其升遷，但原則上，不可能超越前輩而升遷至更高的

職位，若萬一發生此種情況時，被超越的前輩將會自動辭職，轉至相關企業

服務。在年功序列制度的機制下，員工只要持續在企業服務，薪資及職位將

會持續上升。 

J.C. Abegglen (1958)將年功序列制定義為「以年齡及年資為基準的升

遷制度（promotion system based on age and length of service）」。但花

岡正夫（2001）指出，這解釋容易招致外界對日本的年功主義的誤解，因為

所謂的年功並不單指年齡或年資，還包含有伴隨著年資所形成的工作熟練

度、職業知識、人際關係、領導能力、忠誠心或責任感等等之一定的成熟度。

因此，年功序列制也有回饋員工過去業績的涵義。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歸納出年功序列制有以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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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獎勵長期對企業的服務貢獻與回饋員工過去對企業的業績，採取定期

加薪，以服務年資所增加的部分來決定每一個人的薪資水準。 

2. 作為獎勵長期工作的報酬制度（industrial reword systems），職等的

升遷除將人事考核納入考慮之外，服務年資增加的部分也是基準之一。 

3. 為了培育員工對工作的熟練與具備特殊技能，自備一套企業內的訓練制

度（in-plant training systems）。 

 

（三）企業別工會 

所謂工會，係指薪資勞動者為改善勞動生活之各種條件而組成之自主性

的經常性團體。至於工會組織首次成為社會團體，起源於市民革命後的英國，

它其實可說是工會運動的起源地；不過，初期之工會組織亦受到「團結禁止

法」這類法律的強烈阻擾。產業革命末期，英國以機械工為首，由熟練的勞

動者組成了新型工會（new-model union）；亦即所謂的「職業別工會（Craft 

Union）」；這些工會組織則於 1868 年成立「工會總評議會（TUC，Trade Union 

Congress）」，正式地譜下了工會運動史（張瑞雄．林顯宗，2000）。 

相較於世界各國多採行產業別工會，日本的企業別工會可說是獨樹一

幟。張瑞雄（2000）指出戰後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從廢墟中迅速甦醒，並成

為經濟大國，事實上和日本基於企業別工會所形成獨特的勞資關係密不可

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政府長期壓制勞動運動；戰後日本政府在

GHQ 指揮下進行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民主方面之改革，在諸多改革中，

勞工運動也佔有一定地位。 

日本戰後勞工運動之起源，實肇因於 GHQ（聯合國軍最高總司令官總司

令部，General Headquarters）在對日佔領政策中所採用的「保護並協助工

會之成長」，由於日本政府積極協助工會，而各種政治與經濟制度之民主化亦

相對地提升了勞工意識，再加上戰敗後通貨膨脹造成人民生活陷入困境，勞

工運動因而一舉爆發出來。同時，基於長期性雇用以及年功制等影響，個別

事業單位（或企業）之員工組成了「企業別」工會，而這項屬於日本工會組

織最大的特徵就是在此時期形成。 

日本學者久本憲夫（1994）歸納出日本企業別工會有下列幾項特徵：○1

型態上都是單一組織、○2 不論職務．學歷，都會被歸入單一的企業別工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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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工或時薪工等非正式員工，則從工會會員資格除外、○4 一般規定 Union 

shop 的雇用制度，一旦從工會除名，也得隨即離開職場，一成為正式員工即

自動入會、○5 課長階級以上者則喪失會員資格、○6 工會會員當中，若為專門

的工會的員工，則在其專門工會員工任期期間，也納入企業的年資計算。 

 

二、日本式雇用制度的歷史沿革 

日本學者楠田丘（2004）表示，概觀日本戰後企業的人事制度，大概十

五年為一期在進行著改革，也就是說，每一個人事薪資制度都以十五年為限

即發生制度疲勞，制度將喪失適應新經濟環境的能力。戰後日本的人事制度

就如同圖 2-4 所示，將各時期說明如下： 

戰後，一九四五年至一九六０年的十五年間為生活主義；一九六０年至

一九七五年間，為日本經濟的高度成長期，年功主義在此時登場；一九七五

年之後至一九九０年間，企業內開始重視員工能力的開發與累積，於是年功

主義漸轉換成能力主義人事制度；這能力主義人事制度進入九０年代之後，

隨著日本社會從成長期進入成熟期，也面臨了新的課題。 

 

 

 

 

 

 

 

 

1. 【生活主義期】一九四五－一九六０ 

此時日本正從戰敗之後復甦，百廢待舉的當時，如何使企業生產上安定

軌道成為首要課題。當時企業思考若能支援勞動者的生活，使員工生活安定，

生活主義 

（以年齡給薪） 

年功主義 

（以年資給薪）

 

能力主義 

（職能給薪）

 

能力主義 

加 

成果主義 

（以職務給薪） 

（昭和 20 年）

1945 年 
（昭和 35 年）

1960 年 
（昭和 50 年）

1975 年 
（平成 2 年） 

1990 年 

圖 2-4：戰後日本式雇用制度的沿革 

資料來源：楠田丘，成果主義賃金，經營書院，2004，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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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員工即能無後顧之憂地為公司貢獻、與企業一同成長，在這狀況下，企業

採取以年資、生活型態為基準敘薪的薪資制度。也就是說，年輕、單身的員

工的薪資水準較低，但隨著年紀、年資的增長與家庭的組成，因應其生活費

負擔的加重，薪資的水準也會相對提高。 

  生活主義下的薪資制度以謀求勞働者的生活安定為目標，從此時就可看

出日本的薪資制度內含終身雇用制度的意味。於一九四五年日本剛戰敗的當

時，年輕人從戰地返回工作崗位，因此在當時日本企業內部員工普遍都很年

輕的狀況下，採取這種以生活費為基準的薪資制度，對於經營者一方來說，

可以維持低勞働分配率與高收益率，這也因為如此，企業當時才能對於日本

經濟．經營．社會的重建、累積與發展，給予相當大的貢獻。 

2. 【年功主義期】一九六０－一九七五 

戰敗後經過十五年的日本，企業中針對同一年齡即同一薪資水準，與工

作內容或能力毫無關係的生活主義薪資制度，開始出現反對的聲浪，認為這

是不平等的薪資制度，因此漸漸有企業始對薪資制度進行改革，取代於年齡，

使薪資制度能夠因應個人的能力。當以年齡為基準的薪資曲線漸被與能力基

準複線型發展的薪資曲線所取代時，也反映出當時評價制度的不完備，企業

內出現以學歷．性別．年資作為能力的代理指標，這代理指標可說是「疑似

的能力主義」。 

企業內雖提倡要注重員工的能力，但以年功因素（學歷．性別．年資）

作為能力的代理指標，這年功式的能力主義雖可說是一種差別主義人事制

度，但在當時正處於高度經濟成長期的日本，企業中的「年功因素」並未發

生太大的問題。學歷、性別與年資的確都突顯、證實了員工的能力。 

3. 【能力主義期】一九七五－一九九０ 

一九七五年在日本有三個事件對企業人事制度造成衝擊，使得年功主義

漸轉換成能力主義。首先第一個衝擊就是高度經濟成長的結束。受到一九七

三年石油危機的影響，一直以來的八．二%實質年利率成長的高度經濟成長及

與同利率成長的貨幣膨脹，此時走向盡頭，驟減為年利率四．一%的經濟成長

與同利率的貨幣緊縮。年功主義由定期調薪佔四%、定期調薪之外的薪資調升

佔二%，是一條以六%幅度提升的薪資曲線；但四％的經濟成長無法支撐六%

左右成長的薪資曲線，貨幣膨脹才是薪資水準提高的基礎。總之隨著高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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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的結束，日本企業也難以繼續維持年功主義的敘薪制度。 

第二個衝擊是微電子革命的登場。由於 ME 革命的登場，體力勞動者漸

被知識及感性勞動者所取代，勞動漸趨多樣化，以往的「男主女副」的職場

環境也漸改風貌，企業內開始積極雇用女性員工與重視女性員工的培育。由

於 ME 革命的到來，取代於透過年資的經驗累積，是否能在第一時間獲取最新

資訊、技術成為致勝的關鍵。如上所述，性別、年資等漸不適用成為能力的

代理指標。 

第三個衝擊是升學率的攀升。一九七五年當時，職場內員工大學畢業的

比率不到三%，大學畢業就可說是大家眼中的菁英份子；但一九七五年左右之

後，升學率卻急速攀升，職場內大學畢業員工的比率忽然一舉超過三十個百

分比，學歷也逐漸喪失成為能力代理指標的意義。 

如上所述，一九七五年之後受到高度經濟成長速度的緩和、ME 革命的登

場、及升學率攀升之三大衝擊，學歷．性別．年資喪失作為能力代理指標的

可信賴性，亦表示年功人事主義失去了其當初成立的基礎。一九七五年日本

的人事．薪資制度完全轉換為能力主義人事．薪資制度。 

4. 【能力主義加成果主義】一九九０之後 

日本的能力主義人事．薪資制度至一九九０年之後再度面臨新的課題，

就是日本社會漸從成長社會邁入成熟社會，產業結構邁入高知識密集型；員

工勞動意識、價值觀的改變，日本企業依循高度經濟成長時期的人事做法，

已無法維持企業的競爭力。而所謂的能力主義人事．薪資制度，是不將學歷．

性別．年資納入考量，確實掌握每個員工的能力且給予其能力應得的待遇。

這能力主義仍重視員工的成長，也就是仍以日本式雇用制度的理念為基礎，

帶有相當濃厚的能力開發主義的色彩。而成果主義，指的是企業的薪資制度，

從以往的重視員工隨著年資累積而應具備的能力，改變成依員工的工作表現

來分配，一九九０年日本泡沫經濟結束之後，日本企業開始導入歐美企業中

的成果主義導向人事制度，日本企業內部因兩制度的融合，產生了一連串人

事制度上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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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探討 

由上述之日本式企業經營的特色探討與日本式雇用制度的歷史沿革發

展可得知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有下列特點：(1)軟式的經營組織，職務

範圍劃分不明確(2)組織內部注重協調性，且契約觀念薄弱、(3)經營策略是

從長期．永續經營的角度出發、(4)人事制度的主軸為「終身雇用」、「年功序

列」與「企業別工會」的管理體制、(5)在人才的確保與分配上，重視應屆畢

業生的選用與內部升遷為主的雇用模式、(6)關於員工開發，為了培育員工對

工作的熟練與具備特殊技能，自備一套企業內的訓練制度。在整理出日本企

業人力資源管理的特徵之後，要從其現行制度面著手，分析討論日本企業人

力資源管理制度的型態。 

在此章節中將依循 (1)人資規劃、(2)雇用配置、(3)考核、(4)薪資報

酬、(5)訓練與發展這五項分類，來分別探討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的型

態。 

（一）人資規劃 

日本學者楠田丘（2004）指出：日本企業中的員工對組織的「貢獻意志」、

也就是無形的「與組織的承諾」，的確是為日本企業帶來競爭優勢的主要原因

之一，但這並不能追究於日本企業中的集團主義或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因

為支援員工行動的是包含公司人事制度與待遇的人力資源管理．而這人力資

源管理的基礎就是「薪資與職務的分離」與「升遷與升格的分離」這兩項職

能資格制的特色。以下為職能資格制度的介紹。 

職能資格制度為形成與評價員工「能力（competence）」，也就是「執行

職務的能力」。大家都瞭解，企業的成果依附在各個員工的執行職務的能力

上，但問題是：能力或技能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對這能力進行評價；員工

的意志與動機攸關能力的形成，又這員工的意志與動機又依附在企業的評價

方法上。我們可以透過職能資格制度來瞭解日本企業中，員工技能、能力形

成當中的過程。以下依循圖 2-5「職能資格制度的構造與機能」來詳加說明。 

1. 職能資格制度有兩項特性：一是「薪資與職務的分離」、二是「昇等與升

遷的分離」。前者將因應職能等級的薪資（依年資敘薪的職能薪資）制度

化；後者將職位的升遷與職等的昇等分離，設計不同的兩種體系。 

2. 以這兩項特性為基礎所形成的人事制度的日本式人力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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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者形成「薪資與職務的分離 彈性的職務編製」這樣的機動過程;後者

形成「升遷與昇等 協力的勞資．員工關係」的機動過程。 

4. 前者特性下，職務的變更可能不會帶來薪資的變更，因此可提高職務編

製的柔軟性與彈性，擴大職務的範圍。 

5. 相對於前者升遷至管理階層的拔擢，後者的職能等級上的昇格，則只針

對其達成度進行評價。於是，即使在升遷上造成員工之間對彼此的競爭

意識，但在等級上的升等與調薪則能夠規避掉員工之間的競爭關係，以

維持員工相互間的合作協力關係。 

此外，柔軟富彈性的職務編製與合作協力的員工關係，可以促進透過工

作學習（OJT）的技能的養成。前者可以加深與拓展技能的深度與幅度；後者

能使以職場為單位的教育訓練更趨組織化。 

 

 

 

 

 

 

 

 

 

 

 

如上所述，職能資格制度藉由兩個機動過程使員工培養技術與能力，且

由三個層級所構成，分別為產生職能資格制度的「薪資與職務的分離」與「升

遷與昇格的分離」兩個層級，及依循這兩個層級所形成的人力資源管理層級

「柔軟彈性的職務編制」與「合作協力的員工關係」。 

職能資格制度 

薪資與職務的分離 升遷與昇等的分離 

柔軟彈性的職務編制 合作協力的員工關係 

技能的形成 

HRM 

組織承諾 

圖 2-5：職能資格制制度的構造與機能 

資料來源：楠田丘，日本型成果主義，生産性出版，2004，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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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撐第三層級「柔軟彈性的職務編制度」與「合作協力的員工關係」，

尚需要員工具體的行動。在「柔軟彈性的職務編制」上，員工為能接受職務

的變更，對於 須對新工作具高度的學習慾望，且更投入於工作流程或改善；

同樣的在「合作協力的員工關係」上，員工必須事先理解公司的經營方針，

與同事進行工作上的合作，密切傳達與共有工作上的資訊情報，及更積極的

參與職場上的教育訓練。 

（二）雇用配置 

雇用是依照管理者的指揮命令來提供勞力，而約定給予其所應得的薪資

報酬，雇用可說是人與企業之間最原始的關係。因此關於雇用管理

（employment management），若狹隘的說，是指從企業活動的觀點來考慮，

為確保最合適的雇用量與質，所進行的所有關於勞動力的供應以及調整；也

就是招募、甄選、職位安排、人事異動、退休、解聘等領域的管理。當然，

人力資源的供應．調整是以能夠活用勞動力於職務上為目的，因此雇用管理

若廣義的解釋，亦包括配置、異動、晉升等等領域的管理。 

雇用管理的架構請參考圖 2-6。雇用管理是為達成經營目的的活用勞動

力體制，當然也與上級經營目標、事業目標、達成策略，硬體部分的經營實

踐方式與軟體部分的組織文化有相當密切的關聯。 

日本雇用制度的設計是為了滿足企業內的勞動需求，又要調解外部勞動

市場的運行，而設計出適合日本社會的雇用管理制度。其特點如下：（1）學

歷別的雇用、（2）定時、定期的雇用、（3）無就業經驗、重視一般、潛在能

力的雇用。絕大部分的日本企業其招募方針為「應屆畢業生、定期的招募」。 

關於員工的採用，大致有兩項原則，一項是確認其是否具備執行勤務的

能力，以合理的選拔具備能力的人才為原則。此項原則須先針對職務的定位：

責任與權限的範圍、行動特性、組織中的定位等等詳加定義，此為適才適所

的採用原則。另一項原則則是採用時並不企圖其具備的能力及與職務間的合

適度，而以長期雇用為前提，衡量其是否具備執行公司內部各項職務的能力，

以培育一個通才為目標，此為人才培育型的採用原則。此原則下，基本上以

招聘應屆畢業生為中心來展開採用活動（參考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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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管理的領域 

員工集團 （1） 

擔任職務 

（2） 

招募對象 

（3） 

雇用慣例方法 

（4） 

契約型態 

綜合職 

 正式

員工 一般職 

 

非正

式員

工 

臨時工、季節

工兼職、長期

打工 

 

基層業務 

 

 

 

輔佐業務 

 

應屆畢業之

學歷別招聘

 

 

學歷不論 

 

定期雇用或不

定期雇用 

 

 

不定期雇用 

 

無固定期限

 

 

 

有雇用期限

 

大多數國家都併用上述兩項原則來進行採用，但日本，特別是大企業卻

高階管理體制 
經營策略的種類（事業策略、競爭策略等等） 
組織構造．組織文化 

人力資源管理體制 

 
雇用管理體制 

採用 
        
 

退休 

（人才活用） 

勞動市場 
․需要要素 
․供給要素 

社會的規制 
․勞動基準法 
․雇用機會均等法等 

社會的要素 
․價值觀 
․職業觀 
․生存價值等 

圖 2-6：雇用管理的定位 

資料來源：服部治．穀內篤博，人的資源管理要論，晃洋書房，2000 

表 2-4：日本企業雇用制度的方針與運作 

資料來源：今野浩一郎，人事管理入門，日本經濟新聞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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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後者的採用原則，也就是在每年四月一舉大規模採用應屆畢業生，對於

文科畢業生，則選拔基準並非判斷其是否具備執行勤務的能力，而是集中在

是否有執行勤務的潛力（potential），是否有熱情、常識與理解力，且由上司

來判斷是否有穩定長期工作的特質。只是最近企業有逐漸重視創造性、企劃

能力或人格特質等的傾向。關於日本大企業採用時的重視事項請參考表 2-5。 

 

 

大企業中採用時的重視項目 

 應屆畢業者（事務職－綜合職） 中途採用者（事務職－綜合職）

第 1 具備熱情．動力 職務經驗 

第 2 具備行動力．執行力 具備專業的知識．技能 

第 3 具備創造性．企劃力 具備熱情．動力 

第 4 具備理解力．判斷力 具備協調性．與周圍的平衡感 

第 5 具備一般常識．教養 具備行動力．執行力 

第 6 具備協調性．與周圍的協調感 具備理解力．判斷力 

第 7 具備獨特的個性 具備一般常識．教養 

第 8 具備國際觀 具備創造性．企劃力 

第 9 學業成績 具備健康．體力 

第 10 具備專業的知識．技能 具備國際觀 

 

由上述得知，日本企業在人員的選用上，基於「終身雇用」的設計，以

選取協調性佳、配合度強的員工為第一要義。在人事安排的政策上也分成「固

定長期的員工」與「短期不固定的員工」，兩者適用不同的人事管理制度。此

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日本高齡化社會的來臨，企業為因應此種變化，在雇

用制度上除減少新進人員的雇用外，也鼓勵中高年齡的員工能提早退休，而

提早退休後的中高年齡就業者反受到中小企業的環應，近一步轉至中小企業

的就業市場，在日本將此現象稱為「高齡者再就業」，是日本特有的雇用現象。

根據 1987 年「中高年齡雇用福祉協會」所做「中高年齡者雇用實態報告書」

中顯示，中小企業主之所以雇用他們的原因最重要的是：（1）借重他們的專

業知識與技術（70.5%）、（2）因其有豐富的社會經驗（40.2%）、（3）借助他

表 2-5﹔日本大企業採用時的重視項目 

資料來源：日本內閣府『平成 7 年版雇用管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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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固有、廣大的人脈系統（38.5%），由此可見，中高年齡層的勞工也有其一

定的市場需求。 

（三）人事考核 

人事考核的制度的要點大致分為四個部分：（1）考核目的的確立、（2）

人事考核施行要件的制定、（3）考核基準的設置、（4）評鑑結果的運用。但

人事考核制度不是單以人事評價為主，應該囊括各項測試、適應性的調查、

自我申告、人性綜合評價（human assessment）等，適切且多樣的評估與判

斷才符合人事考核的目的。在方法上則有 5W1H 的設計模式。 

有關日本企業的人事考核的設計大致分成「對象別的人事考核」與「目

的別的人事考核」兩大部分，有關日本企業人事考核制度的原理與概要，以

5W1H 模式探討，說明如表 2-6。 

 

 

評價項目 評價內容 

Why 目的 升遷、獎賞、異動、調派、能力開發、能力培養 

Who 執行考核者 

考核對象 

一次考核者、二次考核者及以評價等級區分 

1. 新社員、中間幹部等的層級別 

2. 營業、技術、事務等職種區別 

When 觀察期間 六個月至一年 

What 評價區分 

評價要素 

能力、業績、工作態度、慾望等 

1. 知識、技術上的具體成效 

2. 企劃力、判斷力、協調性等 

How 評價等級 

評價方法 

7 級、5 級、3 級等 

絕對評價、相對評價、自我評價 

Where 動作地點 執行工作的職場 

由上可知，人事考核是組織對員工的正式的評價，且將考核結果反應在

人事待遇（薪資、升遷、升格）、能力開發面（教育研修、OJT 等等）、配置．

異動面等，是互相連動的關係。因應各種目的所進行的人事評價，可大概分

為○1 人事考核、○2 人才活用（自我申告制度、適性把握制度、多面評價制度）、

表 2-6：日本企業的人事考核原理 

資料來源：松田憲二，『絵解版、考課者訓練のすすめ方』，產業勞働出版協

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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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assessment）、○4 適性．考試制度等等。評價由考核者（直屬上司）

與被考核者（員工個人）共同進行，進行評價之後所得到的結果將用來評估

員工個人在從事職務活動時的能力與預期的達程度。 

（四）薪資制度 

所謂的勞動費用是指企業對勞工所付出的勞動所給予的報酬，其中包含

了薪資的管理與員工的福利等。就薪資部分而言，具有兩大特性：對勞動者

是「維持生活基本所需的所得來源」；對企業而言是「固定的成本支出，企業

必須擁有支付薪資的能力，才能維持公司的營運」。有關日本企業的勞動費用

的構成要素分析如圖 2-7。 

 

 

 

 

 

 

 

 

 

 

日本的薪資體系中又分為「所定內薪資」與「所定外薪資」。「所定內薪

資」是指在勞動企業所規定的上班時間內，針對勞動者所付出的勞動給予的

報酬，通常包括了基本薪資與種種津貼；反之，「所定外薪資」指針對勞動契

約內規定的勞動時間之外的勞動，給予應得的報酬，也指上班時間外、假日

勞動的薪資。於勞動契約內也針對所定外薪資規定了最低基準，以保障勞動

的權益。 

企業對於每位從業員，除給予以現金支付的人事費用外，也支付其他的

勞動費用的構成要素 

薪資管理 福利管理 

個別薪資管理 總額薪資管理 

基本薪資 紅利等機

動薪資 

社會保險與

住宅補助 

退休金的管理 

圖 2-7：勞動費用的種類與構成 

資料來源：何幼欣 『日本企業人的資源の改革の研究(1990－1996) 淡江大

学日本研究所修士論文、199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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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給付」；特別是包含了醫療保險費或個人保險費等等的「法定外福利費

用」，或包含了職場外的教育訓練．能力開發費用的「教育訓練費」。關於日

本企業的薪資項目與其構成比例，可參考圖 2-8。 

 

 

 

 

 

 

 

 

 

 

 

 

  如上圖所示，基本薪資佔了薪資的大部分，且是計算獎金或退休金時的

基礎額度。基本薪資通常由數個薪資項目所構成，其構成基本薪資的項目中，

最為代表的是依照年齡、學歷、年資給薪的「屬人薪資」、依照職務或執行勤

務能力等工作上要素給薪的「工作薪資」與屬人薪資加工作薪資綜合給薪的

「綜合薪資」。 

  「屬人薪資」是依照年齡．學歷．年資等個人因素來調整薪資的薪資制

度，以日本獨特的社會風土（也就是終身雇用制、年功序列制）為基礎，歷

經歷史歲月而形成的制度。屬人薪資在二次大戰結束，全體薪資水準都較低

的當時，的確具有時代意義，但目前伴隨高齡化．高學歷化的進展，其存在

所造成的問題也漸由日本企業所重視。 

為了彌補屬人薪資的缺點，於昭和 30 年代左右以大型鋼鐵企業為中心，

現金支付：100% 

每個月基本支付：77.1% 每個月特別支付：22.9%

所定內薪資：

69.1% 

所定外薪資：

8.1% 

基本薪資：

57.9% 

補助津貼：

11.1% 

業 績 津

貼：1.2% 

勤 務 津

貼：3.3% 

通 勤 津

貼：1.9%

生 活 津

貼：3.4%

其 他 津

貼：1.0% 

圖 2-8：日本企業的薪資項目與其構成比例 

資料來源：勞働省「平成 8 年勞働時間制度等綜合調查」及 

勞働省「平成 10 年勞働時間制度等綜合調查」；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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嚐試導入直接對應職務的「職務薪資」。當中將職務依重要度、困難度分級，

依照職務等級來給付薪資。但導入之時，必須對職務分析．評價，職務等級

設定等訂定一套的規則，礙於日本國內曖昧的職務概念，曾有一段放棄導入

的時期。而代替職務給而登場的就是職能給，昭和 40 年代初期有較多企業導

入，將「職能給」定義為因應執行勤務能力與程度所支付的薪資。在日本企

業職務定義不明確的狀況下，既不用增加職務，只要能力提升即能調升薪資，

再加上也能夠繼續維持年功式的薪資體制，具有導入的便利性。 

綜合上述，可知日本企業的薪資制度，雖以「年功制」為表徵，實際上

是配合「職能資格制」的薪資體系。根據「職能資格制」的階級特性，日本

員工的薪資管理大致可分為兩大部分：「一般社員」與「管理職」的薪資階層，

其中一般社員的基本薪是採「職能+年齡」的「年功薪資」；而管理職則採用

「職能+職務」的「能力主義薪資」。此外七０年代初期日本的基本底薪較其

他先進國低，企業為使員工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在薪資制度的型態上又加

入了各項津貼的設計。 

（五）訓練與發展 

組織是由人力、物力、財力與情報，這四種資源所構成。人是使整個組

織動作的主體，也是四種管理資源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在組織中，為能有

效活用人力資源，對人才的投資與培育也是人力資源管理中重要的施策之

一。日本企業由於導入「職能資格制」，重視工作能力提升的「能力主義」又

融入日本人事評價制度中，因此日本企業的教育訓練也特別重視員工能力的

開發。關於日本企業內部的職能開發體系，請參考圖 2-9。 

如下圖 2-9 所示，職務擴大是追加額外新工作的意思，職務充實指將現

有工作再升級，為了活化組織，員工除了完成上層賦予的工作之外，還得隨

時接受追加的工作，以及接受提高工作層級的挑戰。唯有員工對目標達成有

強烈的慾望，組織才能充分運作。而透過異動．升遷，可調整員工在組織構

造中的量與質，透過在新職務上的學習，以企圖開發員工的能力。 

為使員工能達成公司所計畫的個人職務開發，以及進行高程度的職務開

發，職能開發體系中的能力開發就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在日本企業的

生涯雇用習慣中，偏好在公司內部培育、開發人才，因此為確保勞働力與長

期展望下，計畫性的能力開發更顯得重要。能力開發中有自我啟發、主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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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職場內研修、公司內研修與公司外研修這五個項目。O.J.T.是依上司或前

輩的指導，進行職場上的技能培訓工作。自我啟發是員工自發性的學習，此

時企業扮演訂定時間表、提供資料、跟蹤、意見交換以及給予建議、排除障

礙等援助的角色。職場內研修是將員工分小組進行研究討論以解決問題，具

體有部門會議的出席、讀書匯、研究發表會等等。 

 

 

 

 

 

 

 

 

 

 

 

 

 

Off J.T.是指離開職場的研修，又分為階層別研修與職種別研修。階層別

研修是橫斷組織的研修，職種別研修則是縱斷組織的研修。不論階層別或職

種別研修，都可再區分為公司內研修與公司外研修；當然此時企業須扮演追

蹤、紀錄、監督的角色。 

綜合上述，茲舉一日本企業的教育訓練體系事例如下圖 2-10： 

 

職能開發 

職務開發 

能力開發 

職務擴大 

職務充實 

異動．升遷

自我啟發 

主管指導 

職場內研修

公司內研修

公司外研修

圖 2-9：職能開發體系 

資料來源：花岡正夫，人的資源管理論，白桃書房，2001，本研究整理 

O.J.T. 
(On the Job Training) 

Off J.T. 
(Off the Job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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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討論中可以得知，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體系不論在雇用配置、

薪資升遷、人事考核及教育訓練上，都依循著「職能資格制度」的體制來設

計。職能資格制度在保障高齡員工的勞動的同時，讓員工對企業產生了一體

感與忠誠心，但也阻礙了年輕員工向上發展的機會。雖然在七０年代導入了

能力主義的薪資評鑑制度，但只限於管理職階層，由於其適用員工的比例仍

然有限，無法動搖大環境的運作；其次由上級所作的人事評價，由於工作職

務劃分的不明確，其評價結果也未能盡信之。

教育訓練體系 

自我啟發 

職場內訓練 

職場外訓練 

通信教育、講座 

執照取得 

圖書等購入 

其他 

業務指導 

訊息傳達指導 

集合研修 

手冊指導 

知識、技術、技能的訓練 

朝會、晚會 

部門會議 

部門諮詢 

知識研習 

技能研習 

體驗研習 
外部小組派遣 

集合研修 

其他（參觀、視察等研修） 

圖 2-10：日本企業教育訓練體系（例） 

資料來源：平野文彥，人的資源管理論，稅務經理協會，2001，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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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今日日本企業人力資源管理之課題 

1990 年代日本泡沫經濟瓦解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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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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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力量逐漸增強，科技的進步帶領企業進

入大競爭時代，企業改以顧客的角度重新思考，利用科技的進步來進行組織

的再造。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所需求的員工也產生了變化：企業將需要雙

勞動型（知識與勞力）的員工；不再是終身雇用，而是非永久性的員工；以

及需要多樣化技能的員工。日本企業面齡這一波大環境的變化與新工作情

境，所進行的這一波企業改造中，也重新調整了人事的組織。 

日本學者楠田丘（2004）指出，日本企業正面對高附加價值型市場所帶

來的競爭力，新事業領域的轉換是當務之急，為打破企業業績低迷的組織變

革更無法避免。而針對職能資格制度將面對哪些問題、變革，提出下列見解。 

1. 日本企業中的年功式經營，造成勞動成本增加，且限制了勞動過程中的

成果表現。因此須導入成果主義。 

2. 導入成果主義的過程當中，是直接放棄職能資格制度，亦或是維持職能

資格制度本身運作，但抽離當中的「年功因素」，企業將面臨這兩大方向。 

3. 從技術觀點來看，職能資格制度造成既存的技能、能力形成的有效性的

低落，快速的事業轉換與科技的進步，使得「能力．年功主義」下透過

經驗累積的技能或能力沒有效用，因此急需培養新型態的人才。 

4. 從市場的觀點來看，若以職能資格制度為基礎的日本人事制度為日本企

業組織的競爭力，則也將成為日本企業之市場戰略、製品戰略或事業戰

略之經營競爭力的弱勢。因此，必須要建構出比職能資格制度更適合日

本企業的人事制度。 

5. 若從員工對組織的心理的契約觀點來看，因應市場與技術的要因，員工

對組織必須要有更高度化的組織承諾，因此，若職能資格制度造成企業

內員工勞動動機的低落，則職能資格制度勢必面臨變革。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日本企業人事制度目前所面臨的問題乃是針對

職能資格制度的變革所執行之人力資源管理制度上的調整與成果主義的導

入。再下一章節中，將探討九０年代日本經濟泡沫瓦解之後，企業如何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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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資源管理制度上因應這波不景氣的持續，以及在人力資源管理制度上的革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