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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構高效率及彈性化的組織 

第一節 彈性的就業制度 

近年來，由白領階層為中心、非定型的、需要創造性的業務逐漸增加，

也出現勞動者希望在非一律工作時間、非固定工作場所，來執行勤務的需求；

為因應如此的狀況與需求，而受到企業注目的就是「裁量勞動制」。裁量勞動

制下，員工不受限於固定、一律的上班時間，員工各自決定工作時間，是相

當富有彈性的就業制度。裁量勞動制中，又因其適用對象的業務特性、範圍

或適用要件的不同，而分為「專門業務型裁量勞動制」（1988 年施行）與「企

劃業務型裁量勞動制」（2000 年施行）。專門業務型裁量勞動制與企業業務型

裁量勞動制的制度比較可參考表 5-1（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

第 3688 号 2006 年 10 月 27 日）。 

厚生勞動省與社會經濟性生產本部每年都針對裁量勞動制的普及狀況

進行調查，根據厚生勞動省的「2002 年就勞條件綜合調查」結果顯示，2001

年時裁量勞動制的導入狀況為：專門業務型 1.2%、企劃業務型為 1%前後；此

外根據社會經濟生產性本部所實施的「第 9 回日本的人事制度變化之調查」

中，向 254 家上市企業所做的調查中顯示，2005 年已經導入專門業務型的企

業有 17.7%，已導入企劃業務型則有 9.4%（參考圖 5-1,5-2）。 

於 1918 年創業的綜合電器製造商，並以 National / Panasonic 兩大品

牌展開全球化的松下電器產業，於 1989 年便針對研究開發子公司導入專門業

務型裁量勞動制，在彈性勞動時間的制度運用上，實擁有長久的歷史；之後

松下電器產業為促進員工自“時間管理型＂勞動至“成果重視型＂勞動的意

識轉換，以及提升白領階級的生產性，大幅修正了資格制度或薪資制度等，

於 2001 年四月導入企劃業務型裁量勞動制。企劃業務型的對象部門為組織戰

略總公司部門，負責集團全體的策略的立案，對象為「主事」以上，相當於

主任．課長職級，是成為管理職之前的職位，通常大學畢業者，約 7~8 年時

間可升至這職位，目前總社部門中，約有 170 人適用這制度。雖工作時間交

由員工個人的裁決，但深夜．假日的勞動，非經過上司的指示或承認，則不

算入許可的勞動時間內；但只要是上司認可的深夜勞動．假日勞動，則支付

所定的倍增薪資（參考表 5-2，圖 5-3；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

第 3640 号 2004 年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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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專門業務型裁量勞動制 企劃業務型裁量勞動制 

業務對象 ○1 新商品．新技術的研究開發業

務,○2 情報系統的分析．設計,○3

取材．編輯,○4 設計師,○5

Producer．Director,○6 ○1 ~○5 中

由厚生勞動大臣指定的業務 

關於與事業營運等相關事項的企

劃．立案．調查．分析的業務，

對於工作的進行方式．時間分配

等決定，無須接受具體指示的業

務 

導入手續 ○1 締結勞資協定 

○2 向勞資基準監督署長提出勞資

協定 

○3 在就業規則中新設根據規定 

○1 在對象的事業場所設置勞資委

員會 

○2 經由同委員會 4/5 以上之多數

決議，以決議法定事項等 

○3 向勞資基準監督署長提出勞資

協定 

○4 在就業規則中新設根據規定 

○5 取得對象勞動者本人的同意 

勞資協

定．勞資委

員會決定

中的規定

事項 

○1 業務對象,○2 針對業務的執行

手段.時間分配的決定等，無具體

的指示,○3 依據勞資協定計算勞

動時間,○4 工作地點外之勞動時

間,○5 有效期間,○6 健康．福利確

保措施,○7 抱怨處理措施,○8 協定

有限期間期滿後，○6 、○7 的紀錄

將保存三年 

○1 業務對象,○2 對象者,○3 工作地

點外之勞動時間,○4 健康．福利確

保措施,○5 抱怨處理措施,○6 禁止

本人同意的取得或不同意者的不

利益處理,○7 其他於厚生勞動省

令的規定事項 

規定勞動

時間 

勞資協定中所規定之一天的工作

地點外勞動時間。但深夜以及休

假日之勞動不包含在工作地點外

勞動時間之內。 

勞資協定中所規定之一天的工作

地點外勞動時間。但深夜以及休

假日之勞動不包含在工作地點外

勞動時間之內。 

 

 

表 5-1：專門業務型．企業業務型裁量勞動制的制度對照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裁量労働制をいかに活用するか」，労政

時報，第 3688 号 2006 年 10 月 27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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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專門業務型．企劃業務型裁量勞動制的導入狀況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裁量労働制をいかに活用するか」，労政

時報，第 3688 号 2006 年 10 月 27 日，頁 5；本研究整理 

圖 5-2：專門業務型．企業業務型裁量勞動制的導入率推移 

資料來源：同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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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專門業務型裁量勞動 企劃業務型裁量勞動 

實施部門 

（適用者數） 

．總社研究部門 

．半導體社(研究開發部門) 

．Panasonic Mobile(研究開

發部門) 

，松下電子零件(研究開發部

門) 

（約 1100 人）

．總公司部門 

（組織戰略本社） 

（約 1700 人）

對象者 ．G5 以上 

．職種：研究開發．設計等 

．主事(舊制度為主任以上) 

．與事業營運相關之企劃．調

查．分析等業務 

工作地點外

勞動時間 

．一日 7.75~8.75 小時(超過

勤務時間相當0~1小時/一日)

．一日 7.75 小時 

(超過勤務時間相當為零) 

評價制度 ．以「Communication Program」

（目標管理制度）為基準的評

價 

．以「Communication Program」

（目標管理制度）為基準的評

價 

實

施

內

容 

津貼 ．裁量勞動津貼（每月） 

基礎月收 X10~15% 

．特別業績獎金（年二回） 

最高約 60 萬~最低 0 円 

．裁量勞動津貼（每月） 

○1 主事 7~12 號（舊主事）：3

萬 9000 円 

○2 主事 1~6 號（舊主任）：3

萬 1000 円 

．特別業績獎金（年二回） 

○1 主事 7~12 號（舊主事）：最

高 70 萬~最低 0 円  

○2 主事 1~6 號（舊主任）：最

高 58 萬~最低 0 円 

除此之外，伴隨科技進度而逐年精密化的情報網路工作技術，從商業至

日常生活各個領域，幾乎成了我們最切身的事務；由於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各

相關領域的快速成長，甚至使工作型態都因而改變，特別是今日，透過活用

情報網路與各種 IT 末端機器，即可共有與辦公室內相同的情報，因此導入辦

公室外的勞動方式：比如在家勤務．TELEWORK 制度1，也逐年增加，也有不

                                              
1 Telework 制度：勤務型態的一種。透過活用情報通訊機器等，使不受限於工作時間或場

所，以增加工作的彈性度。 

表 5-2：松下電器裁量勞動制的實施狀況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企画業務型裁量労働の実際」，労政時報，

第 3640 号 2004 年 10 月 22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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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企業欲透過導入在家勤務．TELEWORK 制度，以提升業務效率或是支援員工

的育嬰．老人看護，以實現員工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 

日本 IBM 以支援員工工作生活與個人生活的調和為目的，於 2000 年四

月導入在家勤務制度，是為使勤務型態具彈性，使人才的維持．活用能夠做

最大的發揮，為「工作彈性化」的施策之一；這也是日本 IBM 推動工作彈性

化以來，繼 1987 年的「HOME TERMINAL 制」、1997 年的「MOBILE OFFICE 制」，

第三個為推動工作彈性化的制度「e-work 制度」。「e-work 制度」的著眼點在

於「追求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員工可自主地選擇制度，以實現勤務“場所＂

的彈性；除部份職種以外，幾乎全公司社員均為實施對象，推算利用者數約

為 2000 人。制度的特徵在於員工可自行申請，再經由所屬長官來判斷其是否

適用，只要情報基礎設備配齊，就如同在公司時的勤務型態，即適用此制度，

且不影響薪資等待遇（參考圖 5-3；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68 号 2005 年 12 月 23 日）。 

HP 為尊重員工的自主性且提升公司的業績，從「場所的自由度」與「時

間的自由度」兩個視點來探討並積極導入具彈性的就業制度（參考圖 5-4）。

認為，導入以成果支薪的制度後，只要確切的對每個員工的業績．成果給予

評價，那工作的過程即可全權委託給員工個人，跳脫「每天一定要在公司內

工作八小時」的想法（守島基博編，2002）。 

 

 

 

 

 

 

 

 

 

時間上的彈性 
 

彈性時間制(flex time system)
裁量勤務制度 

短時間勤務制度 
休職制度(育嬰/介護/教育) 

看護休假 
志工服務休假/休職 

Flesh up 休假 

工作地點上的彈性 

 

e-work 制度 

Mobile Office 制度 

On Demand Work Style 

 

 

 

．推動工作的彈性化 

．e-business 的自我實踐 

Telework 施策 

圖 5-3：日本 IBM 彈性勤務型態的施策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行政の普及促進で注目される在宅勤務

・テレワーク制度」，労政時報，第 3668 号 2005 年 12 月 23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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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企業透過就業型態的多樣化，以提升員工生產效率，並支援

員工以兼顧工作與家庭，達到兩者間的平衡；此外，再加上裁量勞動制於日

本行政上的普及，與官員的促進，裁量勞動制度、在家勤務．TELEWORK 制度，

的確日益受到日本企業的關注。 

基本的想法 ．尊重多樣化（Diversity） 

工作生活與個人生活的調和（Work Life Balancing） 

前提－業績．成果評價主義 

時間上的自由度 

小                                        大 

公司外勤務 在家勤務 

約聘人員 

育兒．介護 

  縮短勤務時間 

每個月清算工作時間 

彈性的 

大                   

小 

場
所
上
的
自
由
度 

圖 5-4：日本 HP 就業制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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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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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力資源的「選擇與集中」 

日本愈來愈多企業將非核心競爭力的工作，如會計、人事工作外包出

去，為了強化企業競爭體質，甚至將某一部門獨立出去，成為承包公司。例

如日本東芝企業成立東芝文件公司，專門負責製作產品說明書及規格說明

書。以往這種工作佔用技術開發人員許多時間，而且也被認為只有開發人員

才能製作，無法假手他人。但由於產品責任法自 1995 年七月始正式實施，說

明書的記載必須依循一定的格式，該公司將培養一批能了解產品特性又具備

責任法知識的專業人員，進軍市場（吳怡靜，天下雜誌，第 170 期 1995 年 7

月 1 日）。 

日本 IBM 公司在 1993 年就將人事部門獨立，成立 Awaz 公司，負責員工

教育訓練、人事設計、員工意見調查、薪資計算等人事相關業務。除了來自

IBM 委託的業務外，還積極爭取外部的客戶。1995 年時每年五億日圓的營業

額中，就有 15%來自 IBM 以外的企業（吳怡靜，天下雜誌，第 170 期，1995

年 7 月 1 日）。 

片山拔型製作所，是一個只有七十多名員工的小工廠。公司負責人一直

苦於會計部門作業緩慢，影響公司整體運作。經人介紹，將會計業務委託一

個名為「會計部」的公司全權處理，每個月工廠只要提出當月的買賣紀錄和

現金出納帳，一至二週後，就可完成廠內的會計業務，使整體作業流程迅速

順暢（吳怡靜，天下雜誌，第 170 期，1995 年 7 月 1 日）。 

橫河惠普電腦公司每年平均都會有一百多位員工赴海外洽商，四百多人

到日本國內出差，光是為出差員工安排住宿、訂機票，就是一項龐大的行政

事務，但是自從 1994 年年底將員工出差相關業務外包給日本旅行公社（簡稱

JTB），出差員工只要在公司內的電腦網路上得到上司的批准後，再傳真給

JTB，JTB 就會把租車、外幣兌換、旅館及機票安排妥當（吳怡靜，天下雜誌，

第 170 期，1995 年 7 月 1 日）。 

一九八五年 Pfizer 創設中央研究所當初，就強烈意識到「選擇與集中」

的課題；雇用的員工幾乎是研究職務，總務或人事等等所謂的間接部門的雇

用，只有佔全體的百分之十左右。間接部門的業務大部分是管理性質，總務

方面雇用派遣的員工；研究所的設備管理則委外給外部的專業公司。此外，

也盡量將研究部門中研究職以外的員工雇用降到最低，輔助研究職的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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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職務，則仰賴外部的專業人才派遣公司（土屋進，NIKKEI BizTech 

No.006，2005 年 4 月 26 日）。 

日本最大空調設備製造商的 DAIKIN，基於“混合型（hybrid）雇用＂的

想法，於 2002 年 9 月導入新契約社員制度，為能快速地因應事業構造的變化，

以約定期間的方式，聘僱社內缺乏的專業的人才。DAIKIN 又將契約社員分

為：○1 Specialist 契約社員、○2 Expert 契約社員、○3 Senior Skill 契約社

員、○4 Support 契約社員，四種類型。 

DAIKIN 於 2000 年開始針對人事待遇制度的根本改定，進行勞資協議；

基於環境的變化，從管理方法、薪資、評價、雇用．採用、總額人事費館鋰

等等各面向，對今後的方針進行探討，依次推出許多新施策，2002 年開始的

契約社員制度也是其中之一。DAIKIN 認為，今後的業務不單只委任給正式員

工，將不論社內外，只要求有效地活用人才，以與人事費的變動互相連結，

這就是“混合式雇用＂最中心的思維。DAIKIN 將社內多樣的業務共分為：○1

核心業務（內部蓄積型）、○2 專門業務（外部供應型）、○3 持續的定型業務、○4

定點的(spot)的定型業務，並決定當中將照舊由正式社員擔任的業務部份與

將委外的部分（參考圖 5-5）。DAIKIN 所聘用的契約社員的職種，則為進出新

領域時，所必須的專業性較高的職種，當中大多簽定一年契約，整體契約期

間大約為 3~5 年的程度，暫沒有錄用至正式社員的制度，但可視案例進行檢

討（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39 号，20004 年 10 月 8 日）。 

電通，於 1901 年創業，在日本廣告業界，是帶領世界潮流的廣告公司。

電通聘僱契約社員的目的，便是「採用擁有優秀營業資質或專門技術的人才，

聘僱不用經過訓練即可馬上投入戰場的經驗者」。電通也強調，聘僱契約社員

並不是以代替正式社員，抑制人事費用成本為目的，聘用具備“即戰力＂的

人才，才是關鍵契約社員的採用完全依據各部門每半年訂定一次的採用計

畫，因此針對各個職務是否聘僱契約社員，完全依據各部門的需求（表 5-3）。 

在電通，契約社員的雇用最長為五年，且有改錄用至正式社員的制度，

欲申請的員工得通過書面審查（論文的提出），通過的員工再參加筆試，若有

適任的人選，電通則錄用為正式社員；當然，也會將員工作為契約社員期間

的評價、或其上司的推薦等等納入審議的標準，另還要通過人事委員會的審

議（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39 号，20004 年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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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合理性與專業技術的活用上，派遣社員的利用或委外給外部的專

業公司的優點不少。只是前提是在活用外部人才之前，需先明確定義內部的

業務分掌，有不少導入契約社員制度的企業表示﹔必須明確區分開應該委外

與應該在公司內部實施的工作；在機密保持上，更應特別在公司內外設立一

明確的區隔。但 Pfizer 的研究所所長長久先生在 2004 年改變這樣的想法，

自 2004 年起打破正式員工與外部員工的區隔，標榜全員一同來提高生產性的

方針。因此，外部人才所擁有的異能，將超越原來業務的範圍，獲得更大的

發揮空間。而打破正式員工與外部員工之區隔之後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名為

「行動目標二○○四」的研究人事．管理統括部內的業務改善活動。這個改

善活動以「生產性二倍」為目標，包括間接部門在內設定共通的目標，預定

在一年之內達到成果；組成一個橫跨人事、經理、業務等部門的橫向組織，

從不同於以往的業務目標為出發點，來謀求業務改善。這活動持續了一年，

藉由參與這活動，正式員工意識到外部人才的豐富知識與專業，成為業務改

善時的線索；另藉由參與這跨部門的組織活動，不論是派遣社員或正式社員

都接收到許多新刺激（土屋進，NIKKEI BizTech No.006，2005 年 4 月 26 日）。 

如上所述，一直以來實施終身雇用、年功序列制度等雇用體制的日本企

業，也意識到「選擇與集中」的課題，開始雇用派遣員工、契約員工或將業

混合型雇用（概念圖） 

業務委託．兼職 正式社員 

 
 
 

人才派遣、季節工、時薪工讀

 
 
 

契約社員．承接諮詢業務 

持續型定型業務 核心業務（內部蓄積型） 
地點的定型業務 專門業務（外部供應型） 

圖 5-5：DAIKIN 的混合型雇用的推動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戦力化進む契約社員制度」，労政時報，

第 3639 号 2004 年 10 月 8 日，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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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外等等，雇用型態逐漸呈現多樣化。例如為全球企業的 Pfizer 稍早一步

活用公司外部的人力資源，且提升了核心業務的研究開發的效率，展現相當

不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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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創造價值為導向的人力資源發展架構 

1998 年，西武百貨為能夠成為二十一世紀真正達到顧客滿足的高收益體

質的企業，由勞資雙方共同設立了「能力開發計畫」。計畫中欲創造一個員工

間能互相切磋琢磨技術的「學習的環境(Learning Culture)」與將習得的能

力「彼此教授的環境(Teaching Culture)」，並向全體員工灌輸，令其認同這

樣的環境。員工必須累積在現場的實務經驗，活用各種培育計畫自我開發，

以養成「不論何處都通用的專業技術」為目標來磨練自己。 

如圖 5-6 所示，可發現西武百貨的能力開發體圖以倒三角形呈現，其頂

端為顧客即表示，西武以顧客為師，為了追求顧客的滿足而不斷地追求進步

的態度。最貼近顧客的最前線的營業員位於三角形的最上方，以這些員工對

象的基礎課程，又被細分為幾個項目，員工必須自主申請想要學習的項目。

其中有取得公司內部資格的課程，也有自修公司開發的教材後再接受考試的

「Master Try」課程等，諸如「Master Try」這樣的課程，間接也使公司內

部養成一股員工自主學習的風氣。 

西武百貨為推動新人事制度的導入與落實，於 1994 年在人事部門內創

立了「能力開發室」，這能力開發室於 2000 年 9 月自人事部獨立出來，成為

「Career On Service 部」；於 2001 年 4 月更以「Career On 株式會社」自西

武百貨獨立，成為西武百貨的分公司之一。在這分公司裡專門培育服務業指

導員、生涯規劃指導員等，推動員工能力開發的專家。在百貨公司除了正式

員工，也聘用了相當多的派遣員工或短期工作者，在這種混合型人才的業種

型態中，西武百貨認為一切應以顧客至上為出發點只要是顧客所需要的技

術，應該跨越部門別、雇用型態別，一同來習得技術。 

此外，就服務業的觀點來看，來自客戶的評價就代表一切，為了獲得來

自顧客的肯定，認定其為服務業的專家，如同管理職中有「組長 課長 部

長」的等級區分一般，在專業的服務業中，也需要有相似的認證標準與證書。

為達成此一目的，能以客觀地評量員工程度，並判斷其市場價值的「Pro 

School」有其必要性。若無法公正評量，判斷員工的市場價值，縱使給予認

證也將失去其的意義；因此，一個開放給各個服務業來學習的專門學校

(Professional School)是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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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部門成為一獨立事業體獨立之後，每一項培育計畫都可計算價

值，如此一來西武百貨能充分考量成本並決定誰接受哪些培育計畫，且更精

密的決定優先順序。成為獨立事業體之後，將接受來自授課者與顧客（西武

百貨）更嚴苛的評價的同時，也是 Career On 提高品質與專業性的原動力，

將有助於西武百貨積極培育具備專業服務水準的服務員且朝頂尖服務業公司

之路邁進。基於上述理由，西武百貨中的人才培育部門自原本的「社內人事

行政」切割，成為「獨立事業體」而獨立，販賣服務領域中的專業化。 

 

 

 

 

 

 

 

 

 

 

 

 

 

 

 

 

 

 

 

 

 

 

 
增強銷售能

力的課程計

畫 

 
以革新管理

模式為目的

的課程計畫 

 
培育專門家

的課程計畫 

強化管理

能力．培育下

一代幹部的

課程計畫 

Ⅰ Ⅱ Ⅲ Ⅳ

基礎課程 

販賣最前線(販賣人員~販賣主任等) 

Ⅰ 

管理課程 
販賣組長、課

長等等 
Ⅱ

專門家課程 
採購、訓練者

等等 
Ⅲ

高階主管課程 
 

Ⅳ

顧客 

以結合了組織策略的「職涯創造」為目

標，與”營業準則”相互連結，並將”學習

準則”體系化。這就是階段性的四種課程

（Seibu Total Educational Programs） 

圖 5-6：西武百貨能力開發計畫所提示的能力開發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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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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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n 是背負著＂For Seibu＂的使命自西武百貨店集團中成立的人

才培育公司，因此對於顧客的西武必須提供優質的教育，對於股東的西武也

必須帶來更多的利益，除此之外，Career On 還有另一個更重要的「社會使

命」。透過人才培育事業的經營，欲推動販賣服務業的價值提昇、素質提昇與

創造服務業明星。這除了給欲專精於服務業的人才一個追求的夢想之外，也

能給予欲從管理職過剩組織轉型至增加與顧客接點創造價值的扁平化組織的

企業一個方向。 

CAREER ON 

PRO SCHOOL

提供合乎各個

員工不同階段

的研修計畫、自

修課程 

● 培養專業服務員基本講座 
● 考取證照講座 
● 特別講座 

● 針對企業訂做研修計畫 

● 自修計畫 

● 基礎研修  

● Debut 講座 

 
 
 
  

提
昇
技
巧 

 
 
 
 
 

提
昇
動
力 

CAREER 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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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西武百貨 Career On 分公司的 Professional 培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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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ebut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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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n 為培育具備高度專業性與服務熱誠的服務業專家，於 2001 年

四月創立公司的同時，也創立了「CAREER ON PRO SCHOOL」（參考圖 5-7）。

在一直缺乏專業教育的販賣服務業中，增加擁有「培養專業性」、「成為市場

通用的專業人才」志向的員工，乃是 PRO SCHOOL 的使命（守島基博編，2002）。 

 

 

 

 

 

 

 

 

 

 

 

 

 

 

 

 

 

 

 

 

從軟體服務至科技，能產出解決方法的，就是人才，而人才的力量將成

為品牌的價值、也就是公司的企業價值的泉源。富士通認為，員工教育訓練

的最大的目的，乃是透過促進各個員工的成長，培育一個能夠回應來自客戶

的信賴，且支撐富士通這企業品牌的員工。 

為使員工教育的策略性更加明確，富士通設定了「企業變革」與「知識

創造」兩條員工教育的主軸，再將焦點置於「領導者風範 / 價值教育」、「組

支撐品牌的

人才培育 

企業變革 知識創造 

 

全球學習體制 

“Fujitsu Net Learning Campus＂

 
領導者風範 /

價值教育 

 

組織變革

教育 

 
專業技術

教育 

 
知識管理

教育 

【組織變革】

【技術】 【知識】
【領導者風

範/價值】

項目 

培育項目 

方向性

目標 

圖 5-8：富士通的教育體制願景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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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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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變革」、「技術」與「知識」這四個培育項目。建構一全球性的學習體

制＂Fujitsu Net Campus＂，以能全球性地推動 E 化學習以及知識管理（透

過最佳提案的共享、情報．意見交換的知識創造．共享）。特別從集團經營．

連結經營的觀點來看，以富士通集團為出發點來實施各種教育，謀

求＂Fujitsu＂企業品牌的確立、企業價值的提升。同時也藉由教育的實施，

來強化．推動「集團全體的同心協力」、「價值觀的共享」（參考圖 5-8；守島

基博編，2002）。 

上述西武百貨與富士通的案例，皆顯示了其人力資源發展活動引導企業

價值往「創造顧客價值」、「創造品牌價值」的有效傳遞。在知識經濟時代，

知識及擁有知識的人才成為創造價值最重要的來源，企業有必要全盤思考人

力資源的發展策略。首先要把以前重視人力或勞動，把人看成一種資源的想

法改變為人才是資本的觀念。網羅人才就是為企業打基礎、開創機會的重要

工作。人才和專業知識的結合，達成企業預期的績效、創造價值，才是人力

資源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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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選擇型研修制度 

近年日本企業的員工能力開發對策，漸從以階層為區分的“一律型研

修＂，轉變為以“目的．需求＂為區分的選拔型．選擇型研修制度。為提升

員工的能力．技術、企業的競爭力等目的雖仍然相同，但受到環境變化與員

工意識改變的影響，企業也開始修正員工能力開發的方法。 

選擇型研修，是讓員工從複數的研修課程當中選擇必要的課程，能在必

要的時期，提供給需要的員工一個學習的機會。選擇型研修制度主要是建構

一個由員工自發學習的學習組織，因此能與重視自律．自我責任的“成果主

義＂導向人事制度搭配無間。根據勞務行政研究所於 2005 年所實施的「教

育．能力開發實態調查」，企業實施選擇型研修制度的比率達到 51.0%，幾近

半數的企業皆導入；已實施選擇型研修制度的企業，在針對「今後的方針」

項目回答時，有 52.5%表示將繼續充實制度內容，維持現行制度佔了 47.5%，

而「縮小．廢止」項目的回答比率為０。此外，尚未導入的企業中，有 31.5%

的企業回答「今後預計導入」，由此可見，企業活用選擇型研修制度的趨勢。 

NTT Communicationsｍ於 2005 年 11 月大幅修正了社內的人才培育體

系，將人才培育體系分成資淺社員、一般社員及管理者，這三個層面；舊制

度中，入社未滿三年的資淺員工，其培育體制完全為「企業主導，企業背負

培育的責任」，入社四年之後的員工的培育體系中，才有「依據自我選擇，自

我責任的自律型生涯開發」課程。新制度中，同樣區分為資淺社員培育與一

般社員培育，但資淺社員的基礎教育期間由 3 年縮短為 2 年，且大幅擴充了

入社後馬上進行的「Start up 研修」。資淺社員的培育期間之後的「選擇型

研修」則更改為「Skill up 研修」，仍維持從多數課程中選擇必要的課程，

但員工本人必須與上司討論，為培育職場上所必要的技術或職涯規劃，訂定

修習所必要的技術的研修修課計畫。另外，以鍛鍊管理能力為目的，於針對

一般社員的課程中新設「調查主任等任用時研修」，於管理者課程中新設「第

2 年課長研修」。整體能力開發課程中，NTT Communications 更加強了對員工

職涯開發的支援，可說是新制度的特徵（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

第 3693 号，2007 年 1 月 12 日）。 

1915 年創業以來，在計測．控制．情報領域中，發展核心技術，展開事

業的橫河電機，2000 年 1 月策劃了長期經營計畫「VISION-21 & ACTIO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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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5 年度為一里程標，致力於構造改革；2006 年又將 2010 年定為第二里

程標，發表新的目標與戰略，目的要大幅提升經營效率、全球化，以及新需

要的創出。橫河電機為實現長期經營計畫，首先於 2001 年 4 月對管理職層、

2003 年 10 月以一般社員（工會會員）為對象，導入以職務為基礎的，又稱

「MISSION STANDARD（MS）制度」的人事制度。橫河電機廢除職能資格制度，

依據因應各擔當職務的角色與成果的“附加價值貢獻＂來敘薪。以對一般社

員的制度擴大為契機，橫河電機也從根本修正了人才的培育方法，為培育「能

進行改革且在競爭中勝出」的人才，從原本的階層型研修中心的體系，改變

為以 MS 制度為基準，致力於以各個員工為主體的能力開發體制。以 MS 制度

為基礎的待遇．活用．培育政策當中，人才培育策略也是其中一環（圖 5-9）。 

 

 

 

 

 

 

 

 

 

 

 

 

 

 

 

 

 

 

 

 

橫河電機的教育體系區分為○1 選拔型、○2 必修型、及○3 選擇型，三種項

目。○1 「選拔型」研修，以發掘．培育將來擔當橫河集團管理者的人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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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橫河電機的 MS 制度中的報酬(以一般社員為例)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選択型研修制度の最新事例」，労政時報，

第 3693 号 2007 年 1 月 12 日，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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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培育能夠因應海外事業的人才（全球化的人才）。○2 「必修型」研修，全公

司員工都必須修習，每個階層或職務應該學習的知識．技術；全公司性質的

研修，則透過網路學習，其他則為以階層．職務來區分的研修課程，特別加

強管理教育。○3 「選擇型」研修教育，則每個社員自我規劃，選擇自己認為

必要的研修課程，相對於「選拔型」與「必修型」，只要有修習意願的員工，

都可以報名（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93 号，2007 年 1 月

12 日）。 

如上所述，有許多企業導入成果主義導向之人事制度後，為使成果主義

更滲透於組織內，也開始著手人才培育制度的改革。選拔型．選擇型研修代

替了以往階層別研修制度，這是由於大環境的精密化與複雜化，企業對員工

要求的能力．技術也呈多樣化傾向，因此企業改以提供多樣化的研修課程；

另也開始以培育下一世代領導者為中心，提供選拔型研修制度。 

人才培育的基本原則是了解一個員工，給予適當的職務，再提供適切的

支援。了解員工就是「評價」，給予適當的職務就是「適才適所的配置」，研

修制度就是提供員工「適切的支援」。人才培育制度是否有所成效，就看企業

如何搭配這些要素（參考圖 5-10；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93

号，2007 年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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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地提升水準，朝未來邁進 

圖 5-10：研修制度在人才培育體系中的定位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選択型研修制度の最新事例」，労政時報，

第 3693 号 2007 年 1 月 12 日，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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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選拔型領導者的培育制度 

在日式經營的特徵之中，除了終身雇用、年功序列之外，OJT（在職訓

練，On Job Training）也是一大特色。但是隨著環境對於企業應變速度與效

率的要求愈來愈高，這種宛如「十年熬成婆」般緩不濟急的舊招式，已經無

法對企業幫上太大的忙。知識翻新、科技進步，對許多人而言是莫大的威脅；

但對在這知識經濟時代的工作族群而言，也是個技術升級、自我翻修的大好

機會。 

根據勞務行政研究所的「人事勞務管理諸制度調查（2003 年）」結果，

顯示實施作為人才培育．能力開發體制一環的「為培育管理幹部候選者的選

拔型研修」的企業，佔了全體的 23.5%；企業規模別的排序上，則 3000 人以

上最高為 42.3%，其次為 1000~2999 人的 39.7%，與 1000 人未滿的企業的

12.2%。另該研究所也於 2003 年末針對各企業的人事課長進行問卷調查，在

「認為早期選拔管理幹部相當重要」項目中，表示肯定的人事課長就高達

76.4%，當中企業規模為 3000 人以上的人事課長的回答更達到 90.5%，可一

窺目前日本大企業的人事部門對此幹部選拔制度的關心度。 

2001 年，日本精工愛普生集團（EPSON）當時的總裁安川英昭交棒給給

下一任總裁草間三郎時，新總裁即對人事課提出以下四項課題：○1 EPSON 的

行動規範的修正、○2 專門職制度的修正、○3 業績連動型薪資制度的全公司展

開、○4 支撐將來的領導者的培育，以這四項課題為契機，愛普生當時的人事．

人才培育部門即協同合作，且接受來自董事會成員的針對意見下，檢討了下

一世代領導者的培育制度。在制定選拔制度時，大量聽取了來自董事會成員

與各部門部長的切身經驗，調查董事會成員們所寄望的領導者該具備哪些特

性、資質、知識、技術，該對公司產怎樣的貢獻等等，以事前調查為基礎，

再輔以具體的施策探討，終於設置了 FLIC（Future Leader Incubation 

Committee），這委員會的執行責任者為社長，常務以上的董事會員及各事業

部門長數十名，則成為社長的諮詢機構。而對於領導者候補者，將從○1 事業

經營、○2 集團內企業經營、○3 集團全體經營與、○4 獨創性，這四個大方向來

進行領導者培育（參考圖 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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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個人的目標管理 
【Management】 

．Management/Leadership 研修 
．聰明活動 
．管理職的演講 

EPSON WEB CAMPUS 
【學習環境】 

．e-Learning 

綜合人才培育本部 人才培育活動的全公司性展開 
 

．集團中期人才培育施策 
．人才培育勞資委員會/教育研修部門聯絡會 

領導者培育體制 
【價值．策略的共有】 

．Global Executive Seminar 
．Future Leader 培育委員會(FLIC) 
．領導者培育 Seminar 

專家的培育 
【Creativity．專業技術基礎】 

．研修推動委員會．部會活動 
．異業種間交流，外部研修 
．MBA 留學 

圖 5-11：EPSON 的人才培育活動圖 

資料來源：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次世代幹部育成の先進事例」，労政時報，

第 3645 号 2005 年 1 月 14 日，頁 8 

Future Leader 培育委員會（FLIC） / 以常務以上為中心 

〈第一回 FLIC〉 
．EPSON 今後的方向 
．寄望的領導者像 
．今後所需要的人才像 
．要如何進行培育 
．FLIC 的角色 

〈第二回 FLIC〉 
．第一回 FLIC 的總結 
．領導者培育 Seminar 的進行

方式 
．以 EPSON 方向性為基礎，

對領導者所期待的貢獻 

實施領導者

培育的

Seminar 

任務：身為領導者培育體制的諮詢機構，對社長針對下列事項進行諮詢 
 
○1 EPSON 將來的方向性 期待的領導者像的落實 
○2 人才論的滲透（領導者的資質，型態，組合） 
○3 培育位置配置方案的製作與對社長的諮詢 
○4 領導者培育 Seminar，聰明活動時候補人選的發掘與直接指導．評價 

圖 5-12：EPSON 之 FLIC 的活動  

資料來源：同圖 5-15，頁 9 



 99

EPSON 將 40 歲前後具備管理意識的人才稱為次次世代，又稱 F2（Future 

2 的簡稱）；30 歲前半，只要加以磨練就會嶄露頭角的人才稱為次次次世代，

又稱 F3（Future 3 的簡稱），以這些社員為中心，透過董事會會員．事業部

門長的推薦．指名，列出了全公司共 230 位的名單（每年均修正人次）。針對

F2 首先展開的就是領導者培育 Seminar，邀請董事會會員與外部的講師，進

行一個月 2~3 日，半年為一期的研修；參加人數一期約 25 人，一年大約有

50 人的參加者。Seminar 中，以「考慮 EPSON 的將來」、「考慮自我的生涯規

劃．貢獻」為主軸，由董事會成員按照主題提示課題，再由外部講師提示思

考的框架，做理論的補強，最後針對每個課題，全員與董事會成員．外部講

師進行討論。 

透過這些在 Seminar 中的討論，開發設計、技術、生產、營業、管理等，

來自各個部門的參加者活用來自各自職場的經驗，參加者相互學習，發揮了

相當大的綜效。因無背負管理的責任，可以有頗具創意的發言與想法；關於

管理者基於怎樣的觀點來產生問題意識、提出哪些課題、又描繪怎樣的願景

等等，參加者在參加 Seminar 之前早已進行過深入的討論，這個場合對正處

於戰場上的管理者們，實具非凡的意義。 

以培育支撐將來的人才為目的，而展開的領導者培育體制，上級階層的

管理者們也給予相當多的意見與參與，也促進了社內的熱絡；上級管理者透

過與參加者之間，密集且深入的接觸，以發掘卓越的人才；這是最直接與戰

場連結的工作場合，其效果也相當顯著。Seminar 參加者當中，被任用至副

事業部門長或 Business Unit 長、海外當地法人責任者等級的管理者等等重

要職務，至 2005 年為止就有九位擔任要職的案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透過培育 Seminar 而獲得晉升至要職的人才，比起正常晉升管道獲得要職的

人，平均要年輕三歲（労務行政研究所編集部，労政時報，第 3645 号，2005

年 1 月 14 日）。 

富士通廢除原本內部的教育體制，以階層為分別的教育只剩下新入員

工、六級職等（股長．主任等級）、新任課長研修這三個級數。而數年來投注

了相當大的心力於 2000 年設立的「Global Knowledge Institute (GKI)」，

是一個與管理策略緊密結合的人才培育組織。這不同於以往統一的研修制

度，而是透過選拔來培育將來的領導者。 

GKI 曾於 2000 年 4 月選拔出國內部長級幹部 10 人、非本國籍幹部 5 人，

在舊金山舉辦大型研修，活動當中除邀請了國內外知名學者的參與，全程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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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進行。該研修的中心人物為公司高階顧問—一橋大學大學院教授野中

郁次郎；此外還邀請了日本國內一橋大、神戶大、東大、慶應義塾大的教授，

與海外麻省理工學院 (MIT)、史丹佛大學等教授。GKI 透過與公司外部一流

精英人士的交流，來鍛鍊員工，培養其除了富士通之外也通用的才能，此次

研修活動的口號便為「超越 MBA」（參考圖 5-13）。 

富士通內部員工以工程師佔大多數，優秀即能晉升至技術課長、部長，

但一旦晉升至事業部門的部長，非但要擁有一流的技術，也必須要具備與海

外企業溝通的能力、廣泛的管理知識等等。於是 GKI 成立之初便以培育能夠

成為管理幹部的事業部部長為目標，從 30 歲後半至 40 歲前半的事業部部長

當中選出將來事業部部長的候選人，開發其實踐知識管理（知識創造）的能

力，使成為一位全球化的領導者（守島基博編，2002）。 

一直以來所謂的「人、物、資金」的經營資源，今後將加入「資訊或知

識」，而 GKI 早一步意識到此趨勢，發現關鍵在於如何使員工具備獲得實用且

具差異性的知識或智慧。針對公司內部員工進行一律相同的教育已經喪失其

意義，培育一個能夠時時活用多樣資源資訊的領導者，才是當務之急。 

目前在日本的人力資源管理當中，「選拔」的風氣正日益盛行，甚至連

將左右企業未來方向的高階管理者也透過選拔的方式培育；選拔型的人才培

育已逐漸一般化。這代表著以往人人都有機會的「培育之後進行選拔」方式，

已經逐漸轉變為從領導者候補者當中來「選拔以進行培育」的方式。 

Olympus 就設計了培育下一世代幹部的模式，分別以中堅管理職(40 歲

前半)與 30 歲前半的員工為對象，培育其成為將來的高階管理人，更喊出了

「培育 40 歲的社長」的口號。一個徹底的選拔型的教育體制，其特徵是透過

研修，重要職位與計畫案的人員採用搭配下，培育將來的高階管理幹部；人

才的培育就是經驗（體驗知識）與研修（理論知識）的組合的想法，即涵蓋

上述特徵。此選拔型高階管理幹部培育計畫，同樣也被其他企業所採用。此

外，Olympus 式的選拔型領導者教育還有另一個特徵，就是認為培育下一世

代的管理幹部，應該由現任的管理幹部來執行。因此，上述兩種培育的過程

都是由現任的管理幹部所進行；而由現任的管理幹部來培育下一世代、下下

世代的管理者的企業也日益增加當中（參考圖 5-14）。 

當然也有對選拔型培育訓練感到抗拒的企業，即使選拔的實施可以提升

員工的動機，但也必須考慮到那些沒有被選拔上的員工的處置。例如在 EPSON

就廣大定義領導者培育中的「領導者」的定義，並不是一定要成為高階管理



 101

人才需要發揮領導者風範，而是嘗試在各種場合都培育一個領導者人才。在

EPSON 並不是一開始就選出領導者候選人進行培育，而是列出許多有能力與

動力的人才，使經歷許多過程以從中再發堀人才。會定期修正選拔出的候補

者名單，另其不單以晉升至高階管理者為前提的生涯開發是其特色；其稱為

FLIC(Future Leader Incubator Committee)（參考圖 5-12），由社長直接管

轄的人才培育委員會負責運作人才的候選與培育，這種模式與 Olympus 雷同

（守島基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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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Global Knowledge Institute 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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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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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年三洋電機在兵庫縣洲本市召開的「入社式」為例，新進員工兩百

零五人，每一位都以緊張的表情列席，表面上，他們好像站在一樣的起跑線

上，實際上，其中十名卻是在面試時就被指定為「管理者預備軍」，他們將被

交付一個又一個重要的任務、專案，順著一條不同於其他新進人員的晉升階

梯登龍門（孫曉萍，天下雜誌，第 305 期，2004 年 8 月 15 日）。 

 

 

 

 

 

 

 

 

 

 

 

 

 

 

 

 

 

 

 

日本經濟新聞在 2004 年指出，雖然今年大企業都紛紛增加雇用新進人

員的人數，但與以前高度經濟成長和泡沫經濟期不同的是，有些企業在面試

時不將新進同仁列為同一等級，不再用長遠的眼光、相同的方式栽培新人，

新進人員在就職前悄悄被分了等級。 

圖 5-14： Olympus 下世代幹部培育課程的模式 

資料來源：守島基博，人材マネジメント入門，日経文庫，2004，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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