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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於策略制定改革的實際執行 

第六章主要說明對於日式經營策略的制定改革的方向性。主要以「第一節 將

經營目標由成長性轉換為收益性」。「第二節 廢除無相關領域的多角化」。「第三

節 以長期觀點為基礎策定具有獨立性的策略」等要項為出發點。 

第一節 將經營目標由成長性轉換為收益性 

一、重視資本効率 

（一）PANASONIC(松下) 

依照松下的中村改革來看，2002 年 3 月遭受到創業以來最高金額 4278

億日圓的損失。而 6 年後的 2008 年 3 月則創下歷來純盈收最高，2819 億日

圓。可以說是從谷底開始，呈現 V 型逆轉勝的松下復活戰。雖然當時有由

中村邦夫會長所主導的中村改革，但在 2003 年月開始正式運用的財務指標

卻是使整個改革計畫成功的重要主幹。而使用 CCM(Capital Cost 

Management)與 FCF(Free Cash Flow)這兩項指數的主要意圖主在壓縮企業資

產以及提升收益。松下擁有傳統的製造業以及許多特別的上市子公司，在傳

統企業母公司以及子公司的自由發展下，產生了許多業務重複的領域，因此

加重了投資負擔，造成了資產與設備的肥大。當時的中村社長在就任之後，

馬上提出了壓縮資產與削減成本兩項提案。因應投資者的要求減少支出增加

利益，並且加入了 CCM 作為表示企業價值的財務指標。松下將這兩項指數

提升的活動拓展到公司現場，一面縮短生產的前置量(Lead Time)、提升設備

效能，一面減少庫存與降低原料存放，將改革落實到日常工作中。另外在企

業經營方面，CCM 連續三年呈現超支狀況的話，將會撤除該項部門業務，

期待在各小事業版圖下也可有高收益成效。在許多地方過多的資產造成了不

必要的支出，因此藉由壓縮、移管可以提升企業營收的利益。 

（二）旭化成 

旭化成在 2001 年導入 EVA(經濟附加價值)標準，主要檢視各產業的利

益提升以及產業選擇與集中。從 EVA 可以看出企業在扣除股東要求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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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債利息後的資本成本是否獲得利潤、以及增加企業價值一事。藉此可以

在產業的選擇與集中下，列出盈收率高的產業一覽表(Portfolio)。在執行上，

將會裁撤、關閉不斷超支，並且從以前便沒有什麼盈收的「不合算的產業」。

到目前為止，讓超支的產業持續運作的理由多是：在與其他產業部門合併的

共同業績上看不出超支的情形。或是抱持「等到景氣好轉就好了」的心態等，

有保持著期的態度，以及員工的雇用問題等等。但是，財務指數則是肩負著，

提出到目前為止不容易為人所發現的企業問題，並且逼迫著手改革的重要責

任。同時也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盈收的手段之一。旭化成除了 EVA

外，更加入了標示企業可自由運用金額的 FCF 與判斷投資效率的 IRR(內部

收益比)等指數。若產業部門能將這些數字提升，則表示此產業為成長中，

可以優先取得可用資源的使用權。 

（三）麒麟控股公司(Kirin Holdings company) 

身為產業控股公司的麒麟為了評價旗下各產業公司以及內部公司的營

運狀況及業績，推動了 KVA (麒麟版的 Economic Value Added)。透過 KVA，

各產業公司以及內部公司的最高負責人一方面可以自主自律的進行公司營

運，另一方面也可向控股公司做出適切的產業自我評價，貫徹回報的義務。 

  

除了以上提到的旭化成，麒麟之外，花王、新力等公司也在營運系統上導入

EVA。也加入財務指數來表示產業狀況、實際業績等，可以明確了解資本效率的

方法。 

 

二、市場開發策略・高附加價值化・強化開發技術：ROHTO 製薬 

ROHTO 製藥在削價競爭的大眾用藥市場中脫穎而出，展現出其獨特性-開發

了獨特的路線，以提供獨特的高附加價值產品來提升利益。ROHTO 從一般藥廠

變身為消費品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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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新舊產業模式比較 

資料來源：日經商業（2006）「以『美肌』來阻止價格爆跌」，2006 年 10 月 30 日

號 66-70 頁 

 

43 歲就任社長的山田邦夫大顯身手，在 5 年內，採用年輕人才，將活用製

藥公司獨特的技術所生產的化妝品轉變成企業營收的支柱。山田社長以①: 1.學

別人做一樣的事是可恥，2.採用甚麼都不怕的年輕人才作為企業動力，3.不堅持

自製，以彈性的跟外部公司合作等，作為經營的技巧。山田社長說「我不認為公

司的規模決定商場勝利的關鍵。比起擴大規模，追求獨特性與特殊是件更重要而

且要追求的事」。ROHTO在 2001 年 6 月以「Obagi」這一品牌的保養液進入了

化妝品市場。在大眾藥品市場中有許多銷售長達 20 年 30 年的暢銷商品，要在其

他公司的長銷商品的競爭下進入其市場是件困難的事。因此決定開發其他同業競

爭者尚未著手的市場領域。也加上想要以製藥公司的技術來嘗試開發新的高價值

商品，由以上的結論得出的便是機能化妝品。「Obagi」是種能改善肌膚特定問題

且防止老化的機能化妝品。以醫師的建議，透過醫學理論及臨床經驗所企劃、開

發的「Dr.' s cosmetics」，成為國內的先驅。與其說ROHTO加入了現存的化妝品

市場，不如說它開啟了化妝品市場的另一片新天地。 

  另外，為了顧及市場需求以將經營理念迅速實踐，ROHTO 將公司內部組織

扁平化。這樣的結果讓年輕的員工可以接觸到重要的工作，有機會在公司內嶄露

頭角。2006 年與 Obagi 互別苗頭的熱門商品「肌研」，就是由一群進入公司才 2

年的年輕員工所開發。 

在這之外，ROHTO 為了維持領先與其獨特性，將共同研發一事列為重點，

和擁有獨特技術的公司進行合作。ROHTO 認為不但可以提升他人，更能深耕專

門領域、強化獨門技術，透過公司合作，能夠開發了至今從未出現的原料與製程，

也能使企業開創從中小企業飛躍轉型成為全球化企業的康莊大道。因此 ROHTO

舊有模式  現在模式 

・ 以長銷商品為主 

・ 主要於藥局，藥妝店販賣 

・ 在電視廣告上大肆宣傳 

・ 以「多産多死」的短銷商品為主 

・ 主要在大規模的連鎖藥妝店販賣 

・ 在雜誌及網路等多樣的廣告媒體

上宣傳 

http://www.cosme.net/community/top/commu_id/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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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策略，加速和新興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共同研究。也在 2006 年 5 月設置了

「ROHTO 京都研究中心」。在這邊，進駐了許多新興的中小企業以及國內外的

研究機構，就如同字面所述，在同一個屋簷下一起進行共同研究。 

三、小結 

  為了將經營目標由成長性轉為收益性，以及強調經濟成長的資本效率，

Panasonic、旭化成、麒麟控股公司都採用了財務指數來評估企業業績。 

  透過財務指數，以顯而易見的形式，看出企業在扣除股東要求的報酬與負債

利息後的資本成本是否獲得利潤、以及增加企業價值一事，能夠進行裁撤不合算

的產業、提供成長中產業更多的資金，讓經營資源能更有效的活用。另外，將財

務數字化後，不但可以明確的壓縮資產與減少支出，也可讓企業做更細部的調整。

關於盈收欠佳的部門，也可藉此了解過去的營運狀況，以此做出裁撤、開除等決

定也是可行的。財務指數不但指出了到目前為止不容易為人所發現的企業問題，

並且提供了改革執行的明確指示。另外，可以看出企業是否發揮功效，且當作是

提升收益比以及進行適當的產業評價工具。更可以透過嚴格提升資本效率，提升

收益比，提高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從 ROHTO 製藥來看，不但在利基市場中開創新機，更活用新進員工，啟發

新的創意。為了維持領先與其獨特性，重視和擁有本身所沒有的技術的公司合作。

以及加速和新興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共同研究，藉由提供獨特的產品，幫助ROHTO

從同性質競爭中脫穎而出。獨特的發想-開創出特有的路線，給予產品高附加價

值、開創新市場，更加提升企業盈收。 

藉由技術開發、研究開發的促進提升獨特的附加價值，將會開創出新的市場

需求，越加提升企業盈收。 

 

第二節 廢除無相關領域的多角化 

一、旭化成 

旭化成在2001年開始著手進行中程經營計畫「ISHIN2000」，加速企業本身

產業結構轉變。其中優勢競爭產業的銷售比率從1998年的56%到 2001年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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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高度的成長。「ISHIN2000」重視「安定性」、「收益性」、「成長性」，

為了強化擴大優勢競爭產業以及週邊事業，積極的投入經營資源。另一方面，不

屬於優勢競爭的產業則進行其收益性的再次評估，以重新擬定策略以及改進組織

結構來將之轉換為優勢競爭產業，或是奠定具有穩定盈收的產業基礎。最後若是

不能成為盈收穩定的產業的話，則果斷進行縮減、轉讓、甚至裁撤，以進行經營

資源的再分配。旭化成以從ISHIN2000、ISHIN2005、到POSTISHIN-05 這樣逐

步擴大成長的方式，重新整理無法順利發展的產業，擴大優勢競爭的產業，另外

進行以市場導向的多項產業領域融合來開發新的商機。 

 

旭化成產業改革的過程： 

1999-2002  ISHIN2000 執行選擇與集中 整理負債資產 

2003-2005  ISHIN-05 朝向特選多角化 累積現金流量 

2006-2010  POSTISHIN-05 擴大、成長的轉型 擴大投資策略 

 

 

 

 

 

 

 

 

 

 

 

資料來源：旭化成官方網頁 http://www.asahi-kasei.co.jp/ 

圖 6-1 ISHIN 全體架構 

 

 ISHIN2000 與 ISHIN05，主要以下列幾點來進行產業的結構改革。 

․對於需求增加之產品的生產能力提升，設立工廠 

․與國外企業合併取得國外生產點 

․收購國外據點，確保技術開發、產品供應與技術支援的全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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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合併統一 

․產業的裁撤、轉賣 

․依產品類別停止自行製造，轉由 OEM 提供生產 

二、 総合商社 

從 1999 年起綜合商社的業務範疇有了很大的轉變，從前的商社基於經濟成

長的企業投資及所經營的業務， 「有如盛開的花朵」，也就是拓展整個企業集團， 

形成生意好的部門(利益) 彌補生意差的部門 (虧損) 如此的結構，可是為了追求

「擴大目標」的結果，卻成為低成長時期的重擔，因此著手進行企業及產品的選

擇 (核心，非核心的) 。 

自 1999 年以來，綜合商社新業務大致可分為;「網際網路，電子商務」、「農

業，食品」、「環境與能源」、「醫療，護理」、「物流、金融」等相關 5 大類。

商社選擇有成長性的領域，從此可看出商社是預測今後的變化，然後投入經營資

源。 5 大分類當中，「物流、金融」並非是「新的產業・事業領域」，但綜合

商社可運用累積到目前為止的知識技能，應該提供一種比以前更低成本，更高附

加價值的服務，組合各種業務要件，其目的是要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另一方面，根據 1999 年 11 月的新聞報道， 8 大綜合商社營收全部減少，

因重整而產生的損失，廣泛地壓縮負債，退出無利可圖的業務，表示將重點放在

成長領域。根據東洋經濟週刊的調查，被整頓的關係企業為上市公司的數量的排

名，綜合商社依序為第一，第二及第九，被評論為「擁有龐大子公司的綜合商社

迫切的整頓關係企業」。(『東洋経済週刊』2000 年 1 月 29 日)  

另外， 綜合商社最近也採取下列措施： 

（一）三菱商事 

中期經營計劃：創新 2009 年   〜 開拓未來 〜 

願景：掌握世界的日新月異，創造新時代的潮流，隨著社會，與社會共同永

續成長 “新產業創立者” 

基本方針是 成長性・效率性・健全性、在此 3 特性平衡下的永續成長

為目標， 1. 成長性—整體淨利潤的持續擴大 （把經營資源的分配重點放

在高成長性的領域， 目的是要達成永續成長），2. 效率性---經營指標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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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權益報酬率(ROE)，中長期達到平均 15 ％以上為目標， 3. 健全性

―投資性資產和計息負債，控制在股東資本一定比例內。 

全公司投資計畫的基本方針為「健全的財務和維持投資組合的平衡， 同

時慎選能貢獻 15%股東權益報酬率的高収益性的優良投資項目，創新 2009

年以後也要朝向持續成長」。投資領域分為 ( 1 ) 資源， 能源領域，( 2 )

全公司擴張領域，( 3 )機械，化工，生活產業等其他等領域。由於投資金額

的差異，三菱商事的業務計劃，專注在具成長性與高收益的項目的選擇(精

挑細選)。 

此外，放眼於建構支撐未來收益的支柱，全公司擴張領域以（新能源，

環境， 醫療周邊，金融）為中心的事業也正在著手培育。 

 

 

 

 

 

 

 

 

 

 

 

 

 

 

 
資料來源：三菱商社官方網站 中期經營計畫 2008 年 http://www.mitsubishicorp.com/jp/ 

圖 6-2 投資計畫之基本方針 

 
（二）伊藤忠商事 

中期經營計劃：Frontier+2008   〜  目標挑戰全球性企業 〜   

基本方針 : 「 1. 全球視野: 提升全球性收益，真正的展開全球化， 2.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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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變化的掌控、挑戰，新領域的開拓， 3. 人力資源的磨練: 向全世界尋求

人才，培育人才，活用人才。」 

伊藤忠商事，和其他商社相比， 除了「資源，能源相關」以外還有 「生

活消費相關」，「汽車，資訊產業，金融，化學品相關」等等，而事業結構

為取得資產和收益雙方的平衡。「Frontier+2008」的計劃，預定總投資 500

億日元（毛額），在「生活消費相關」、「資源 ，能源相關」及「汽車、

資訊產業、金融、化學品相關」等等其他領域，並且很均衡的分配到各領域。  

2007 年度的投資實績與生活消費相關約 500 億日元，資源能源相關：約 900

億日元，其他領域約 1100 億日元。2007 年來看，雖然「資源，能源相關」

稍為突出，但是伊藤忠商事，正以大多數的資源投資在「生活消費相關」領

域。 

另外，公司一昧的向開發新事業領域推進，現以「創新」為主題，當做

未來的收益基礎，如生活護理領域（Life Care），開展機能基礎建設等策略，

及社會基礎建設業務等等的基礎建設領域 (Infrastructure)，生物、奈米等的

尖端科技領域（New Technologies & Materials），環境與新能源領域

（Environment & New Energy）取以上各領域的頭一個英文字 L-I-N-E 為總

稱當做目標領域來開拓。 

三、小結 

Abeggren（2004）、Porter(2000)提出企業経営的成功是專注在公司握有競爭

優勢的少數領域，並集中公司的經營資源來達成。多數的日本企業進行的多角化

曾有一個很大風險。做為策略取捨必要性是多角化企業要達到與個別企業同樣的

水準，而個別企業的水準是一個重要課題。(Abeggren，2004） 

以前進行多角化的旭化成，綜合商社: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伊藤忠商事株式

會社等的案例中 2000 年左右，實施企業整頓（撤回、清算），儲備力量後在能

夠活用核心能力的領域集中經營成長事業，並執行「策略的取捨」―「選擇與集

中」。日本已從「對所有的客戶提供所有的產品等的思考模式」中蛻變出來。  

日本的企業以整頓事業部，專注於有核心能力的事業來能夠：(1)匯集經營

資源、(2)明確企業的掌控領域、(3)核心技術，再確認及其演進、(4)儘量簡化

組織等進行，並可進行鞏固經營基礎及提高盈利能力。現在，更進一步擴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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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投資，並進行優質的投資事業的增強與多角化，也同時在未來收益基礎的

創造、培育，都注入相當大的心力，以實現了持續成長，並向前邁進，前面 3

個公司的案例說明了這些事實。 

第三節 基於長期觀點建立獨特的策略 

 一、Panasonic (松下電器) : 環保 + [造物(Monozukuri)] 

Panasonic (松下電器)揭開企業的 2 大願景，「實現無所不在的網絡社會」、

「與地球環境共存」， 並率先實施。其中，越來越嚴重的地球溫室效應為人類共

同的優先課題已被現今社會所認同。 2007 年 10 月、基於企業的發展和環境負

荷的削減能的思考，增加一項以「環保思維(eco ideas)策略」為中心的中期計畫。 

具體的 GP３計画提出「在全部的企業活動裡削減對環境負荷」。此目標認為

與「伴隨著穩健的收益成長」像汽車的雙輪般同等重要，全體企業集團需全力以

赴。 

 

資料來源：Panasonic Annual Report  2008 

圖 6-3  “eco ideas” 宣言 

實施「GP3 計画」的 3 年裡生產活動所排放的 CO2 的量，以全球總量減少

30 萬頓為目標，發表「環保思維宣言」（2007 年 10 月）。在所有活動以「環保優

先」為前提下，有 3 項環保思維，即是「商品的環保思維」、「造物的環保思維」、

「擴大的環保思維」等的切入，在製造方面不只削減 CO2、還要廣泛地開展環保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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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環保思維，擴大普及擁有節省能源卓越效能的家電製品，減低家庭的

能源消耗，將關係到整體CO2排放的降低。「防止地球暖化」、「資源的有效利用」、

「減低化學物質」等 3 方面綠色商品(Green Products)的開發，製品貼上可回收的

環保標籤及目錄，讓消費者購買時，鼓勵其選擇環保製品，因此在促銷產品同時

也能促銷綠化。  

造物的環保思維，是從商品的企畫、製造、銷售、服務、到資源回收，「造

物整體的製程」用以提高全體的生產力，達成 CO2 排出量總量的降低。實行綠

色工廠（減低環境負荷的工廠）、物流的綠化（運輸方式、提高燃料效率、排氣

量削減、使用環保燃料等等）、產品的回收（使用完的產品的回收，建構回收系

統）、環境能源 ー將其列為重點事業、對環境風險採取對策等。 

擴大的環保思維，對公司內外傳達簡單易懂的 Panasonic 環保活動，公司職

員及社會大眾對「環保」活動要從地區社區擴大到全球性的展開。  

實踐以上活動、在所有職場明確設定目標數值，將結果反映在業績的評估上，

並加強事業結構。 

Panasonic 開發出節省能源技術、商品的輕薄短小化、經營成本的降低等也

是加強商品的基礎，因而加強推動環保，此即是加強其整體競爭力。近期在考慮

環保本身具有價值的「echo-premium」的思維漸漸擴大，因此不使用有害化學物

及設計回收、將直接關係到消費者的購買動機。製造、銷售、服務、回收等在「造

物的流程」全程的各階段考量環保，使消費者在接觸商品時會有意識到環境、推

動選擇環保商品，在如此有促進環保概念的提示與教育下，消費者在產品用完後

到產品的回收等，就是說從產品的產生到消失為止，整個過程都能徹底環保。 

   Panasonic 90年間持續保持創業者的經營理念，在「企業是社會的公器」、

「透過本業貢獻社會」基礎下，「造物」的強項和與地球環境共存的方向集中，

加強獨特性、公司為全員擁有、「環境保護和全面的經營改革、改善相結合」的

認知下持續成長。 

二、 豐田汽車：貢献社会＋Mobility  

「透過汽車創造富裕社會」以此基本理念對社會做出貢獻的豐田汽車，2007

年，正值創立 70 周年，重新思考企業創立的原點，考慮什麼是豐田汽車能做到

的事，進而提出「研究開發」、「造物」、「貢獻社會」來組成的「３項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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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的理念來向整個社會傳遞。  

豐田汽車的渡辺取締役社長，在 2008 年 8 月的企業年報中，對有關今後中

期的成長策略的問題，以「透過對社會和地球做出貢獻的事業的拓展，目標成為

永續經營的企業集團」做出回應。基本的概念以「能為這個世界做出多少的貢獻」

為主軸進行企業活動，具體的對策為「３項永續性」―「研究開發」、「造物」、「貢

獻社會」，追求永續的應有狀態、讓地球環保和經濟成長能併行，實現「富裕且

低碳社會」。 

․研究開發: 以實現「持續性（Sustainable），機動性(Mobility)」為目標，進行

技術創新活動。促進内燃引擎對環境性能的提高、開發油電混合車的核心

技術、以「環保汽車的極品」為目標，環境・能源、技術、安全、提高乘

坐舒適性的技術等，致力於研究汽車的進化。 
․造物:「永續工廠 」的努力讓生產製造現場、製程永續進行。並以「活用自

然、與自然協調的工廠」為概念，讓太陽能、風力等等的自然能源能夠被

活用。工廠内部緑化的生態保護，永續地致力實踐節能活動。  
․環保領域的社会貢獻

以獨特性的研究開發，2008 年後半，豐田汽車集團豐田紀念醫院（位於愛

知県豊田市）引進護理機器人。豐田汽車到 2020 年的經營願景，電池、生物等

之外機器人也為今後的核心領域。到 2009 年 3 月，広瀬工場（豊田市）將設立

: 豐田汽車以「可被社會信 頼，優良企業市民」為目標。

所謂環境、交通安全、人才培育、藝術與文化、與社會共生等４項領域創

造富裕的社會及其永續發展，全心致力於全球化。 

  豐田汽車在研究開發、能源使用的多様化，不只油電混合車、柴油和替代石

化、燃料電池等等，而是全方位的促進開發。柴油的排氣清潔化技術已經是世界

頂級，油電混合車「PRIUS」在世界累計銷售台數於 2008 年４月末突破 100 萬

台。「PRIUS」於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國内銷售，2000 年在北美和歐洲等也開始

銷售。 現在世界有 43 個國家、地區在銷售。「PRIUS」在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

心程度尚低的時候銷售，起初營業額未見提升，但隨著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高漲，

業績也逐漸好轉。此處豐田汽車顯現了它的先見之明。另外，豐田汽車全長

2,985mm，可 4 人乘座的轎車為世界最小的小型車，即使在環境面也採用最新技

術的超小型車「iQ」於 2008 秋季開始銷售，在 2009 年在美國開始銷售。因除了

精緻獨特的設計，對於環保方面的性能也非常優越，是可瞄準超越日本的歐洲市

場的新型車，豐田汽車把「iQ」定位在與油電混合車「PRIUS」同樣的“ 市場創

造型 ” 的商品，以低燃料費及實用性高的小型車，在以年輕族群為中心的層級

普遍受到大家的歡迎，並期待市場能擴大需求。 

http://www.toyota.co.jp/jp/vision/sustainability_for_future/technology/index.html�
http://www.toyota.co.jp/jp/vision/sustainability_for_future/manufactur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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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的綜合開發據點，今後 2~3 年裡現在原有 100 人的研究開發團隊將計画增

加一倍。這表示豊田汽車下定決心要超越汽車產業、進而成為提供行動裝置的企

業。 

三、 日本的能源・環境策略 

地球的環境問題和能源問題，被稱為硬幣的表裡兩面，經濟產業省事務次長

望月晴文先生宣稱到 2050 年為了要使溫室效應排氣減半，太陽能發電等創新技

術的開發是不可或缺的技術。日本擁有優良的環境與節能技術，握有各式各樣豐

富的人才和資金等，活用各項優勢，成為國際社會的前導，取得關鍵的領導地位。 

世界原子能製造工廠共有 6 廠，其中的 3 廠（東芝、日立製作所、三菱重工

業）是日本企業，也代表日本的原子能技術位於世界的頂級。 除此之外，與表

現節能能力 GDP 相當的 CO2 的排放量，日本在世界上也是最低的，歐盟（EU）

和美國的排放量大約是日本的 2 倍、中國為日本的 8 倍、俄羅斯為日本的 18 倍。

因此，中國和印度強烈要求日本移轉此高效率的節能技術。三菱重工經過長年持

續在環境領域的研究開發，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發電效率燃氣輪機的技術，可吸收

從發電廠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的裝置，擁有排出量可降低的煤氣化發電設備等有

潛力的產品，這些都位居世界的領導地位。其他像太陽能電池是日本的當家本領，

夏普、京都陶瓷、三洋電機等三公司從 1970 年代開始研發，擁累積厚實的技術，

2004 年日本在世界占有率超過 5 成（日經 Business9 月 21 日号,2008）  

2008 年的原油價格飆漲，世界對資源價格高漲和擔心資源枯渇的問題時，

日本已累積有關資源開發的多項技術。在技術研發方面，領先世界的能源・環境

領域技術，對今後的日本來說，與他國技術合作將成為日本不依靠財力而確保權

益的重要關鍵能力。 

 
（一）神戸製鋼 

由神戸製鋼研發的技術，使利用價值很低的煤炭，改變質量為高價產品。

過去被認為沒有資源價值的褐煤，由於技術革新之後，有可能變成為有價 値

資源。由於此等技術能力穫得與發掘新煤炭資源相等的成果。世界第二的煤

炭輸出国―印尼，它的埋蔵量近6 成是有利用價值低的褐煤，因此褐煤的改

良是印尼的宏願。神戸製鋼的技術成為印尼政府期待的資源專案，目前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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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際使用。若此改質技術的能夠普及，將能利用到全世界的褐煤，此成果

將等同於新發現 1,576 萬億噸高品質炭。 

（二）三菱重工業 

一直重複討論石油會枯渇的現在，被推測若利用二氧化碳的增產原油的

技術，原油的回収率可以增加1 成以上。但問題是如何供應高純度二氧化炭

的大量供應。三菱重工稱在回收技術上有壓倒性的戰績，2005 年和荷蘭皇

家殼牌石油締結策略的合作契約中，以中東地區為對象的發電廠從其設施排

放出來的氣體分離出二氧化炭，並用做回收，注入附付近的油田，此計 画已

在進行中。隨著石化燃料燃燒引起的地球暖化和石油資源枯 渇的二大課題，

此解決的技術不久將會被實際應用。 

（三）三井造船・三井物産 

三井造船將含有甲烷和乙烷等成分的天然氣冷卻作成高質化天然氣

（Natural Gas Hydrate ;NGH），並致力於實際應用上。因甲烷和乙烷等成分

的天然氣運搬方法是有限的，而且氣田的建置初期需巨額的投資。NGH 実

用使運搬不變的考量而沒有開採放置的中小天然氣田能夠有效利用，因此三

致力於 NGH 実用的配套措施。天然氣與石油和煤炭比較燃燒後產生的二氧

化炭較少等，此資源是一種對環境低負荷的能源，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

預計今後 30 年年平均 2.4%增加此項能源的需求。 

（四）大金工業(Daikin)  

世界排名第 2 位的空調製造商大金工業，不只是為擴大市佔率，當做環

境策略的一環，毅然決然地和中國空調機器最大製造商珠海格力電氣技術合

作。合作的主軸是，變頻器的環境技術和低生 産成本的融合。此合作對大金

而言，在中國市場急速擴大下，承擔提供競爭對手的中國製造商變頻器的技

術很大風險，但不怕技術的流出，即使是競爭對手也需與他們技術合作。大

金工業井上会長確信「朝向世界第一，環境經營具有很大的競爭力」。 

 

四、小結 

Panasonic 的願景「與地球環境共存」的理念下，中期計畫的核心「環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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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策略―全部企業活動都要降低對環境負荷」。豐田汽車的成長策略，「透過拓展

企業對社會及地球做出貢獻，成為永續經營的企業集團」，以此代表擁有與社 会

和環境共存的長期觀點，經由企業活動做出貢獻。結合現今社會意識到越來越嚴

重的地球暖化，是人類共通最優先的課題。企業透過各有的核心能力―Panasonic

是其中最拿手的「造物」，經由其全部循環。而豐田汽車藉由行動的技術的加強、

提高，結合與社會和環境共存的集中策略。 

基於長期觀點的經營「可持續的（Sustainable）」、「持續性（sustainability」

和「持續可能」等關鍵字常被使用，經濟新語辭典做出以下說明。  

「持續可能性和永續可能性的意思，不只經濟的成長，也考慮環境和社會、經

濟、環境、社會均衡性的、持續成長、並且拓展的想法。當做先進企業的環境活

動經營的重要主題、CSR（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觀點來提出「永續經營報告」的

企業也漸漸增加。從過去的「環境報告書」，更進一 歩和地區社會的互動關係及

勞動環境、法規遵循體制等也逐漸加入報告書的內容。」 

迄今的發展與擴大模式，並非不能持續的系統，而是即使沒大發展也沒關係，

僅希望不要浪費有限的資源，以此為目標，希望能好好地持續下去，並且聚集了

創立經營體系的關懷。今日豐田汽車、日産汽車、佳能、富士全錄、三菱商事、

日本製紙、愛普森、三多立、北電等各式各樣企業年報(annual report)之外，也增

加從 CSR 的觀點的相關做法的永續性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  

   以永續經營的觀點，Panasonic、豐田汽皆得出「與地球環境共存」是世界共

通的課題。能源與環境是日本在國際上具有的強項領域，今後在全世界取得領導

地位是重要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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