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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變革系統的實際作法 

第七章主要介紹日本式經營的組織與制度變革的方向。分別以「第一節 組

織結構」、「第二節 經營效率」、「第三節 長期雇用」、「第四節 獎勵計畫」、「第

五節 人才培育」、「第六節 企業内工會」等項目來呈現此主題。 

 

第一節 組織構造：中央集權的強力管理和穩固階層結構的變革 

 

一、Domain 公司: Panasonic (松下電器) 

   在中村改革之下，Panasonic 2002年進行事業重整，相關企業的5家公司完全

子公司化，不僅如此，松下電器集團全體14個事業領域全部重整。在此新體制下，

各事業領域公司各自負責開發、製造、銷售等功能，從消費市場到自行完成專案

的組織，完全自負事業部的盈虧。 因此，需加快決策速度，有效地去運用經營

資源。事業領域公司和總公司之間，徹底「授權」和 「資本管控」制度。Panasonic，

由於實行授權，因此組織將擁有徹底的執行力，和擁有明確決定的體制。各事業

的公司對其事業領域握有權限和責任，總公司由股東的觀點來監督經營。為了提

高事業重整的實效性，組織也一併重整，建構資本管控的結構，加強總公司的管

理能力，改革內容如下 :  

1. 過去按營業額比例分配的變動成本，即是總公司向各事業領域公司所收

取的成本，變更為總公司提供相對勞務的固定成本。 

2. 支付總公司的分紅基準為按各公司連結股東資本的一定比率，即使是經

營有損失也要徵收，取消虧本事業免徵收資金的要求。對海外製造商的出

資基準而言，若由總公司或地區總公司出資100％、各事業公司旗下的海

外分公司出資部分100％交由總公司信託，設法將事業公司的出資和經營

責任在實質上一體化。 

3. 總公司實施業績評價基準，以資本收益性的Capital Cost Management

（CCM）和 Cash Flow (現金流量)的資本市場2項結果為指標（每項都是

基於連結到全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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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營結構的改革，事業Domain公司一掃過去單獨和以國內為中心的思

維，轉為連結全球的現金流，更為重視自主責任的經營。此體制下總公司的功能

變得相當重要，總公司擔當以下任務： 

１. 全公司可以採取扁平式領導。 

２. 建構集團全體的成長策略。 

３. 檢討其他公司做策略連盟及併購。 

４. 充實全公司經營基礎如轉售業務及尖端技術的研發等等。 

５. 支援集團内各公司的經營。 

 

資料來源：Panasonic Annucal Report 2004  

圖 7-1 Panasonic 事業 Domein 別體制  

 

二、控股公司：Kirin Holdings 

Kirin Holdings 2007 年 7 月改為控股公司的體制，以麒麟啤酒為核心，成為

公司内部子公司制，旗下的子公司、啤酒、飲料、醫療等等事業子公司之下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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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也設立集團共同的行政等等間接事務承包的子公司。集團職員約 2 萬 8000

人而控股公司的員工約 250 人，此小集團經營企劃和財務策略、併購的個案等。

以控股公司的型態而言，麒麟是日本企業多數的「計畫管理型」，控股公司集團

全體的中期的策略決定以後，由各事業公司確定其執行方法。在財務方面，側重

收益目標和定性目標兩方面，麒麟每季計畫達成狀況要確認。Kirin Holdings 的

特徴，有以下 5 點： 

1.事業公司的董事原則上不可兼職。 

2. 設置併購専門團隊。 

3. 100％吸收事業公司的利益。 

4. 對事業公司投資以 EVA(Economic Value Added) 經濟附加價價值管理。 

5. 品牌也列為經營目標。 

麒麟式的做法，明確地加入控股公司和事業公司的職務分擔的架構。最大的

特徴為控股公司和事業公司的董事原則上不可兼職，斷絕董事兼職管道。讓事業

公司的董事能各自專心執行其業務，控股公司的總經理是由集團全體的策略檢討

為主，避免董事成為利益代表，比集團全體的成長策略優先考慮事業公司利益的

錯誤。在資訊的交流上，以從事業公司派遣人才到控股公司，考慮持股公司的決

策不能脫離現場。資金回流系統與控股公司的營運成本，除按各事業公司營業額

比例徵收，事業公司獲得純利益可分紅的 100％由控股公司拿來管理。控股公司

給股東的分紅和做購併投資，轉為對事業公司的再投資。在此結構下，集團的資

金統一管理可以有效的運用。事業公司的利益若超過集團全體的成長，考慮優先

投資。麒麟各事業公司的業績以 EVA 評價，並給予獎賞。若有必要將發行公司

債，擔任財務的佐藤副社長說，麒麟控股公司吸收利益，將其資金大膽地進行投

資。有關資金的窗口由控股公司單一化處理，優點為可迅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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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7-2009年麒麟集團中期經營計畫 

圖 7-2 麒麟控股公司體制 

 

三、扁平化組織：ROHTO 製薬、豐田汽車 

ROHTO製藥，在短期間將新商品上市，公司内部組織重整，取消處理中高

年齡為目的而設立的職位，減少管理職，將組織扁平化。為了研發的新商品，公

司內部的橫向組織專案團隊也已建構。重大的交易由年輕職員參與的情況也增

加，因此年輕員工成為公司成長的原動力。 

豐田汽車1989年自行破壞傳統的「金字塔型組織」，此舉驚嚇整個業界，但

在2007年把當時導入的「扁平化組織」又再度破壞。在1989年的改革，豐田汽車

為了提高「個人的力量」加速組織決策的傳遞，全部廢除課長和組長級等的中間

管理職。雖然決策效率增加，但木下光男副社長在公司報上憂心地表明「另一方

面以加強溝通和人才培訓為基礎的『職場力』與『團隊合』 都在逐漸減弱」，

豐田汽車07年7月導入「小集團化」，目的為「職場風氣的重建」以及「前輩－

後輩關係」的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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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Panasonic、Kirin Holdings、總公司和Domain公司、持股公司和分公司等形

式，讓執行業務、接近市場、製品與服務最精通的Domain公司和分公司有著明

確的判斷力、執行力，因此能夠迅速、有效的做決策。此兩案例，都有以業績評

價基準，統一而透明性高的財務的指標，加強資本控管，也強化了總公司與控股

公司的管理能力。總公司取得領導地位，架構企業和集團全體的成長策略，防止

事業公司各自以自己的利益為優先，以技術研發、資本分配、同盟和併購等等來

提高全體效率，每個公司都導入全體最佳化的經營方式，增加厚實企業全體的經

營基礎。接著，指導各事業專注執行自己的業務。而且，根據總公司以財務指標

來強化事業的管理能力，明確化個事業和全體的目標朝同一方向前進，由於增加

平等性，其他各自附加的動機，成為一種提高企業全體的原動力。 

  有關組織階層，小峰（2006）根據内閣府的企業調査，當時(2000)的研究主

流有 65.3％為「組織階層:多階層」、有 34.6％為「組織階層:簡單」。其後 5 年以

提高重要性方式調查結果，前者為 13.3%，後者為 86.6%。日本的企業組織過去

中間管理層有很多階層，今後以上層和現場直接連繫的簡單企業組織為目標。此

簡化的階層，可迅速下決策，確定責任的所在，對於事業的重整與業務的效率化

有益。（小峰，2006）簡化層級的 「扁平化組織」在迅速環境變化的狀況下，速

度，是經營的有效必要因素，此種組織階層構造變革的方向性，在泡沫化後的日

本也被廣泛採用。但從豐田汽車的案例可看到，最近扁平化組織已被重新考慮。 

在扁平化組織，由於職場的溝通減少，資深職員負擔相當多的職務，並且由於扁

平化，要掌控比過去更多的下屬，因此產生無法發揮充分的能力和時間做培訓的

問題。在扁平化組織，對企業培育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的養成，以及長期培訓人

才等方面的困難漸漸浮上台面。以人才培訓的觀點，「扁平化組織」並非最佳形

態，今後，像豐田汽車樣的同時採用扁平化和金字塔型的小集團型等等為例，各

企業可能會考慮同時採用簡化階層和多階層組織的混用。 

 

 

 

 

 



108 
 

第二節 經營效率：擴大対象範圍 

一、Panasonic (松下)：行銷＋開発＋生産 

Panasonic， 2001年以前公司内部的人提到，即使有業務，也沒有行銷。

Panasonic以高技術力當武器，銷售高品質的商品。可是當消費成熟以後，一定要

投入能滿足顧客需求並激起他們需要的商品，在此方面松下落後了。因此，2001

年Panasonic新成立 「Panasonic 行銷總部」和「National牌行銷總部」，行銷總部

為了創造「強勢商品」，能將消費者的期望傳達到產品研發的部門，讓研發部門

和行銷總部能夠擁有相同的眼光，瞭解消費者，讓「強勢商品更強化」。在經過7

年後，配合需要的最大時期投入商品的「逆算行銷」，新集中製品銷售時生産和

行銷，「世界同時販賣/垂直著手(垂直立上げ)」(不只在日本販賣, 也在歐美, 亞

洲等各地區同時販賣統一產品 / 開始銷售後儘早推出更多相關產品)，在店面充

滿松下的新產品「一夜城作戦」等等創造出獨特的銷售手法。以國内養成的行銷

力當武器，今後Panasonic可攻佔歐洲的白色家電市場加上BRICs（巴西、俄羅斯、

印度、中國）和越南的家電市場，此行銷和研發、生產等聯合，致力於迅速提供

滿足需求的商品。 

過去（事業部制）           現在 

 

 

 

 

 
           強調技術能力             滿足期待 
        銷售                提供製品。 

 

 

 

 

  資料來源：日本経済ビジネス（2008）「極意は「組織」に組み込む」, 4月28日号P41-42 

圖 7-3 Panasonic (松下)的行銷                 

消費者 消費者 

很少瞭解顧客需求，熱賣

的商品也是只有一個就結

束。 

根據顧客需求來活用技

術，開發琢磨出熱賣商

品。 

反映到企劃

瞭解顧

客需求 

產品研發 

 

 技術能力＋概念 

 

行銷總部 

產品研發 

 

技術能力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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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果美(KAGOME)：導入課別客戶利益管理系統 

   可果美 2006 年 4 月開始，以利益指標做為營業上的判断「課所・客戶利益

管理系統」在全國營業據點實行。此新系統從全國 10 個分店和分支店内的營業

課別、商品別、客戶別等各種切入口，銷售額、銷售總利益、行銷費、邊際利益

等等可以呈現出來。各種數據可從公司內部有的 ERP（企業流程整合）系統等的

既存系統取得。營業分店據此判定自己部門内的關鍵商品和客戶等，例如「客戶

A 的行銷費花費過多，應加以管制」等。可果美從以前就提高經營門市的利益意

識，進行修改過去依賴零售店頭的「特売」和降價的營業手法的活動。銷售營業

額利益率從 2004 年 3 月降到 3.02％，到 2006 年 3 月回復到 4.36％。新系統的導

入，更可以提高利益率，而現場對利益的敏感度，也促進地區性採取營業對策的

速度。 

三、資生堂: 導入行銷系統 

資生堂導入，新行銷系統從 2008 年 6 月國内化妝品事業開始全面活動。資

生堂擁有約有 10 萬個店鋪的出貨 POS—Point Of Sales（銷售時点）的數字整合，

在品牌主軸、產品主軸、地區主軸、銷售通路主軸的銷售額、損益、庫存等經營

資訊，幾乎可以即時掌握，因此可以期待業務的迅速化。資生堂過去使用多個各

別系統，擁有分析指標和技能、使用者介面的不統一、零亂的伺服器、系統資産

的增加、經營成本的擴大等問題。現公司計劃現在培育的 27 品牌當中，有 6 個

大品牌，包括 5 個地區性品牌再集中建立成共 21 品牌，需要建立從銷售員到經

營團隊皆可即時地分析市場的系統。資生堂考慮今後海外事業和化妝品以外的國

内事業，也能擴大利用同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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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田汽車：進化版改善活動 

（一）白領版改善活動 

豐田汽車為了白領階級培訓，在世界各地的據點導入訓練問題的解決方法

「TOYOTA Business Plactice（TBP）」。TBP 為從提問開始，到發現原因、做出對

策、執行、評估等的循環，將其整理為 8 個階層。TBP 從個案研究開始，在研習

時給與案例，若為新進職員，從自身的問題，照職位高低，問題範圍提高為小組

單位、室、部、事業體等，提升問題架構與範圍的水準。每年，在各部長前報告

也同時接受評估，此稱為白領版的改善活動。 

（二）VI 活動：技術+採購+生產+海外 

豐田上下都致力於成本(原價)改善活動「價值創造（Value Innovation，VI）」。

這並非從來的「削減浪費」（ムダ取り，elimination of waste）的延伸，而是以新

構想來降低成本的的「進化版」改善活動。由於豐田亟思這個原價改善活動，2008

年 6 月對幾乎整個技術開發部門進行大規模的組織重整。追本溯源，藉由成本(原

價)改善活動的 VI 活動，首次促進事務局，移到技術開發部門，擴充處理具體改

善策略的分科會，使這個活動反映了工作的進行方式、組織的型態等公司的各方

面。在這個計畫中，管理階層強力參與，隔月召開的「VI 委員會」，副社長並其

他幹部都必須出席，而成為促進事務局的 VI 促進團體中，聚集了從各部門選拔

而來的部、課長級人才，除了監督各個工作現場之外，還制定了能夠快速反應的

體制。另外，透過這個計畫，豐田也持續進行「意識改革」及「人才培養」。並

非仰賴採購，而是藉由提高設計的品質，來對原價改善有所助益是研發該有的原

本作用，因此除了培養具有那種意識及能力的人外，即使處於原物料價格大漲的

緊急事態，仍以年輕新血的員工為中心來進行計畫，讓所有員工共享 know-how，

目標是為將來預做準備，蓄積企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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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之前的原價低減活動「CCC21」與「VI」之間的不同之處 

CCC21  VI 
供應部門 主導部門 技術開發部門 
以低價買進 手法 制度的效率化 
零件單位 處理對象 系統單位 

現行的同一模式 比較對象 豐田的全模式 
供應費的削減 目標的設定方法 停工、工程數的削減 

（結果就是成本削減） 
資料來源：日經 Business（2008 年）「豐田的執著」，9 月 1 日出版 26-37 頁 

 

五、小結 

綜上所述，由以上提到的企業個案，可見各企業都致力於經營效率的提升。

如同 KAGOME、資生堂般，導入 IT 系統，在遍及全日本的分店、店面，提升管

理、行銷能力，又如同 Panasonic、豐田般，將不同的部門加以連結，強化相互

之間的溝通，提升效率，並同時致力於與市場、產品接近的安排、實行，藉此提

高速度，且擴大影響所及的範圍。如同最近所耳聞的「全體最適」的說法，企業

及企業團體不僅提升了採購、生產、物流、販賣等個別業務功能的生產性，還考

量了業務功能全體的效率，以及謀求將生產性最適化，全體最適。另外，如同前

述，從重視人才培養及豐田的白領職員的改善活動這兩個例子來看，可見各企業

都致力於提升人的效率。行銷、研發、IT、白領職員的改善活動等，生產以外可

以提升經營效率，並強化生產效率的作為，顯示日本企業的經營還有許多向上提

升的空間，而在高度經濟成長期，日本藉由提升生產經營，確立了日本企業的競

爭優勢，藉由提升其他領域及企業全體的經營效率，日本才得以保有競爭力，並

進一步提升。 

 

第三節 長期僱用：終身僱用 

 

一、佳能（Cannon） 

佳能的會長御手洗富士夫提到「佳能始終採取終身僱用的人事制度。那是由

於所謂的終身僱用制度是植基於日本的文化及傳統，就導引出日本人的特性而

言，是最適當的制度。」他還認為，佳能業績持續成長的最主要理由，是出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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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擔心自己遭裁員」這樣的安心感，每名職員都努力工作，活力十足。佳能從創

立以來，始終堅持終身僱用制度。該企業目前的業績表現亮眼，但即使在過去業

績低迷的時期，也未調整僱用策略，而是將所有職員的薪資減薪，但仍不進行裁

員。由佳能的人事本部部長所說：「僱用最優先考量的與其說是施行策略及方法

論，不如說是作為企業的覺悟。一直以來，業績變差的話，就說要大家共體時艱，

但要是今後企業的業績就算變差，只減薪而共體時艱不裁員，這是僱用的最優先

考量。」業績變差時，全體分擔薪資，不裁員這樣的「覺悟」，就成為佳能的價

值觀、文化。 

佳能克服了終身僱用所潛藏的弊害，如何提高職員的動力及資質，進而提升

生產性，這些課題的根本，就是 2000 年之後，進行以 JK（人事革新）為名的各

式各樣的改革，來貫徹終身僱用。 

佳能從創立時開始，就同時採用了終身僱用及「實力主義」，為了達到貫徹

實力主義的目的，於 2001 年導入了獎勵制度（役割給:），年此制度下年齡及經

驗都沒有關係，有人年紀輕輕就升遷，但只要「不適任」，往往也會被降級。該

制度導入之後 3 年，每年有 300 人獲晉升，也有 150 人被降級。升遷、降級當然

也會影響薪資的高低，而終身僱用產生的弊害，就是因為職員不愁被裁員，而造

成工作效率下降，因此獎勵制度也有導正這種弊害的功能。另外，只看工作的成

果，就決定全部獎勵金的制度，容易招致職員的不滿，為了紓解這些不滿，而設

立職員向公司提出建議的人際關係中心（Human Relations Center，HR 中心），從

工作上的談話，乃至於對現在從事的業務的不安，或是個人將來的生涯規劃，都

可以加以利用，還有在公司內部網站上，隨時刊載各部門事求人的消息，有意的

職員可以透過這個企業內部公開招募的制度，給與能夠獲得更佳工作成果及待遇

的良機，或是選擇符合自己生涯規劃的職務。另外，在全球化經濟之下，為了繼

續保持成長，所不可或缺的要件，佳能也於 06 年設立稱為「Cannon Global 

Management Institute」（Cannon Global Management Institute）培養經營幹部的研

修管設施，著手經營者的培養工作。佳能以終身僱用為中心，繼續摸索佳能式日

本的經營。 

 

二、豐田汽車(TOYOTA) 

豐田是以將「職員的能力」、「思考能力」、「創造力」活用到最大的經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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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礎，將人才視為重要的經營資源。豐田仍維持終身僱用制度。豐田生產方

式得以適當運作，也是因職員被滿足了。不是從經營階層發布的命令，而是職員

自己提出可以提升生產效率構想的制度，這種制度的運作是建立在職員具有「不

會被裁員」的安心感，不會被裁員的安定感上，也讓職員願意進行改善活動。 

豐田定義：「輕易就裁員的舉動，不僅有損勞資之間相互的信賴關係，也有礙職

員發揮其主體的能力。對豐田而言，最根本的 philosophy（經營哲學），往往是

考慮中、長期的經營狀況，講究運用人事勞務策略的所有手段，來繼續實現僱用

的穩定」（豐田年報，Toyota Annual Report、2004 年），「勞資之間相互信賴、彼

此負責」是職員與豐田之間的基本理念。以 1996 年由勞資雙方簽屬的「21 世紀

勞資的意志決心」理念，豐田定下了有關人事勞務的基本原則。在「21 世紀勞

資的意志決心」中，明文記載：「企業繁榮的根源在於人才，企業必須基於對此

的理解，以建立能夠讓員工充分發揮創造力的企業為目標，並致力於維持、提升

作為生活基礎的僱用的穩定性及工作環境。」綜上所述，豐田的經營方式上，依

然是以「人」為本，而在勞資之間的相互信賴、彼此負責上，從企業對職員的長

期僱用也可以了解。「製造產品就是培養人才」這句話，象徵的就是豐田透過製

造產品，致力於人才育成，培養人才考量的是「價值觀的傳承」，延續「對事物

的看法」。 

 

三、UNIQLO 

UNIQLO 採取將部分工時職員等契約職員，轉任正式職員的制度。一般而

言，在不景氣的情況之下，為了平衡企業因業績變差的收支，契約職員及派遣職

員對企業的經營策略的運用很方便，2008 年 11 月景氣進入衰退期的現在，進一

步削減人事成本的企業很多，UNIQLO 卻以建立體質更強的企業組織作為對策，

將契約、派遣職員轉任為正式職員。從 2007 年 4 月，共以 5,000 人為對象，根

據這些職員個人的意願，來進行轉任，現在該公司的正式職員人數達 2,200 人。

如此效果極佳，因此縮短了拔擢職員的招募及職訓費用與時間，也提升了職場員

工的力量。另外，積極僱用身心障礙者也是 UNIQLO 的特色，相對於身心障礙

者法定僱用率的 1.8％，UNIQLO 則高達 8％。每家分店至少都僱用一名身心障

礙者，現場也產生了對這些同事的體貼之心，以及更寬廣的心態，結果也活絡了

工作現場。認為「對費用效果」（cost performance）並非好的企業經營策略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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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似乎提高了企業的潛力。 

 

四、LOFT 

LOFT 徹底以獎勵制度為目標，將正式職員、契約職員、部分工時職員等的

僱用區別打破，只有一種「LOFT 職員」，改採去所有職員的薪資由其職務內容

及工作時間來決定的制度。（2008 年 3 月）正式職員及部分工時職員從光臨消費

的客人眼中看來，同樣都是職員，評價的觀點也相同。由於工作內容既然相同，

薪資卻不同這樣的疑問，該公司決定更改制度。只要不是每週工作時間 40 個小

時的正式社員，就無法升遷主任以上的職務，即使是主任以上，工作時間也有

32 至 40 個小時的選擇，因此，現在即使是部分工時職員，也有擔任主任及組長

的機會。另外，部分工時職員每半年就會更新一次契約，這是到 60 歲為止的無

期契約，也確保了僱用的穩定性。這樣的制度改變，並非只是單純地將職員以「成

本」的觀點來看，有意塑造有利於提升生產力的環境的經營者，在想法上的轉換

是不可或缺的。如同 LOFT 般，將「部分工時職員」這樣的區別取消，貫徹平等

待遇的嘗試雖然很少見，但其他也漸漸實施致力於消除企業內部階級差異的作

為。 

 

五、小結 

代表日本的大企業豐田及佳能，仍繼續採取長期僱用。『佳能業績長紅的最

大理由，就植基於「不擔心會被裁員」的安心感，職員每個人都努力工作，充分

發揮所長』、豐田也了解：『不是從經營階層發布的命令，而是職員自己提出可以

提升生產性的構想的制度，這種制度的運作也讓職員具有「不會被裁員」的安心

感，不會被裁員的安定感，也讓職員願意進行改善活動。』足見兩家企業都以「人」

為企業競爭力的根本，重視「人」的因素，另外，將長期僱用作為非常重要的制

度。Abegglen（2004 年）舉朝日新聞於 2003 年 7 月進行的調查為例，針對許多

產業中的百大企業，其中有 88 家企業表示，仍維持終身僱用制度，顯示豐田、

佳能、HOYA、新日鐵、本田、信越化學等在日本屬於獲利頗豐的企業，都大多

維持日本的經營的僱用制度。 

然而，現在的日本社會是，部分工時職員及契約職員人數增加當中，長期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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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以正式職員作為主要的體系，從目前的狀況看來，短期僱用者是充做僱用的

緩衝。2008 年秋季，從美國開始蔓延的金融危機，原本堅持終身僱用的豐田、

佳能也發表了以下的對策。 

․豐田汽車：部分工時職員於明年 3 月之前，決定從 6000 人減半為 3000 人

（2008 年 11 月 06 日、日經產業新聞） 
․佳能：佳能的子公司「大分佳能」（大分 Cannon）決定削減請負職員（契約

職員的一種，計畫）1000 人以上（2008 年 12 月 10 日、共同通信） 

在自由競爭之下，左右企業競爭力的是創造、策略、研究開發、行銷、創新

等「知力」，「知力」的經營就決定了企業的生死。（川端、1998 年）承擔這個大

任的基本上就是正式職員，因此增加了勞動的流動性、擴大了柔軟性，基本的長

期僱用就得以繼續保持，不是屬於攸關企業競爭力核心的業務，就繼續進行流動

化。日本被認為可能將繼續同時維持長期僱用的核心職員，以及契約職員這種流

動的職員，這兩個主要的就業族群。 

根據市場調查，希望獲終身僱用的勞工持續增加。根據勞動政策研究、研究

機構（2008 年）的調查，支持終身僱用的人已達史上新高的 86.1％，勞工愈來

愈有志在工作穩定的傾向（2008 年 3 月）。不過，處於世界自由競爭的環境中，

企業維持終身僱用也並不是非常簡單的事。 

另一方面，日本企業以泡沫經濟破裂之後努力採取的合理化對策作為槓桿，

將業績擴大，卻難以確保人才，在泡沫經濟時期，增加對學校剛畢業的社會新鮮

人的採用等對策，以及其他如同 UNIQLO、LOFT 的例子般，將非正式職員轉任

為正式職員的策略。 

第四節 激勵的制度：組織內部的制度變革 

一、人才（後輩）培養、定性評價 

（一）三井物產 

三井物產以價值觀共有、人才育成、恢復傳統、企業風土為目標，修改

原本的人事制度，從 2006 年 4 月起，開始實施新的人事制度。三井物產最

早就是以「人才主義」為本，為了將與「人才主義」直接相關的制度具體化，

重新將人事制度定義為「為了實現企業的使命、理念的事物」。1999 年，三

井物產導入了徹底的成果主義型人事制度，廢棄了原本的年功制，與年齡及

職位無關，進入公司第四年之後的本薪都相同。「業績與前年相較」、「談成



116 
 

新案的件數」等以統計數字來評量，區別薪資的百分之百成果主義。然而，

副作用立刻浮現，有職員認為：「將自己的業務知識及人脈傳授給別人，對

自己沒好處，辦公室的氣氛因此變得冷漠」，原本三井物產的優勢，就是前

輩將無法白紙黑字的 know-how，透過口耳相傳給後輩，也就是「人的三井」，

但在實施新的成果主義型人事制度之後，這種以人才為本的三井的優勢驟

失。但 06 年發生了兩件對三井物產不利的事件，也使其有了反省的契機，

三井物產一舉將定性評價所佔的比重，提高到 80％，採取了徹底改革的新

制度。這種新制度是以評價及升遷為基礎，重視對部屬的指導及行動規範的

遵守等難以用數字呈現的要素。即使業績再好，只要是單打獨鬥的個人秀，

就無法獲得很高的評價。乍看之下，有灰色地帶併存，對此，人事企劃室長

石川博紳加以解釋：「不是著重獲益的結果論，而是採取評價獲益過程

（process）的制度。」此外，人事總部每三年就與職員面談（面談對象是以

年次來區分），從加入業務企劃立案及實行面的人才培養觀點來看，確認職

員是否具備符合他們年次的能力。在中、長期的觀點上，企業經營策略的規

劃，可以看到「日本型制度的優勢中，踏實培育後輩是不可或缺」的判斷。 

 

表 7-2 三井物產的新人事制度「定性評價」的主要評價項目 

企劃立案 以寬廣的觀點來預測、構想將來。 
漸漸認識危機，抱持信念加以判斷。 

實行、推進 激發他人共同努力。 
確認優先順序，把握機會行動。 

綜合能力 共享應該前進的方向。 
提供資訊及相互提攜。 

人才培養、指導 了解對方，認同對方的特點。 
期待對方，委以對方重任。 

價值的體現 公正地、謙虛地、回應社會的信賴。 
自由豁達的溝通。 

資料來源：日經 Business「人才沉沒」，2006 年 10 月 2 日出版，32-37 頁 

 

（二）小林製藥 

小林製藥於 2001 年導入了成果主義人事制度等，謀求活絡組織，但另

一方面，導入新制度帶來的負面影響，也傳出了擔心造成團隊精神及組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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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的聲浪。因此，為了創造讓年輕且優秀的人才得以充分大展所長的環

境，掌握團隊精神及組織力關鍵就成為『中間管理職的培養』。換句話說，

提高中間管理職的管理能力，就成為重要的課題，小林製藥從 2008 年 4 月

起，就將「培養後輩」納入了人事評價的尺度。職員為了避免單打獨鬥的個

人秀，與主管溝通的同時，還訂下何時能夠將新職員培養到具備足夠戰力的

期限，訂定目標，確認、評價結果的新人事制度。 

（三）豐田汽車 

提到豐田汽車，就是日本的經營的象徵，薪資制度也被認為是年功序

列，但於 1996 年以管理幹部為對象，開始實施新的薪資制度，廢除了年齡

津貼及家人補助，1999 年更加強了成果主義的薪資制度。然而，2002 年再

度修改了人事評價制度，原本管理幹部的人事考評分數的配分，是實際績效

及指導育成能力各 50％，如今則變為「業績佔 30％、指導育成能力佔 70％」。

當時的背景是，甚至連管理幹部都以顧好自己的業績為優先，反而未以將豐

田所處的業界及讓工作順利進展的方法傳授給部屬，2005 年各部門開始「職

場能力向上活動」，若有操作手冊的整備方法等其他職場可供豐田汽車參考

的事例，就會透過事務局的人事部門，在全公司開始實施提升基礎能力的活

動。從 2007 年 4 月起，對進入公司已 3 年的準管理幹部，評價項目中明確

導入「部屬（後輩）育成」。即使對專門職，也導入了要求培養人才的「親

方制度」。並於 2004 年 10 月導入了點數制退職金，原本是按照工作年資及

職能為基準，來計算決定退休金的複雜算式，改為給與職能基準金、職能個

人金的相應點數，再按照累計點數來支付退休金，因此退休金也變得「透明

化」。 

豐田內部幾乎大多是正式職員，部分工時職員也轉任為正式職員，原本

是部分工時職員再轉任正式職員的情況也增加，因此原本以工作年資及年齡

為計算基礎的薪資制度，也就難以保持公平性，加上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豐

田的薪資制度正漸漸改善當中。 

 

二、角色評價 

（一）住友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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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商事於 2004 年 6 月對職員實施與企業內部資格制度及評價制度有

關的意見調查，根據這項調查結果，決定於 2006 年 4 月起，睽違 6 年大幅

修改原本的升遷人事制度。將從原本進入公司第 7 年起，就開始有個別年薪

差異的制度，改為進入公司第 11 年起，才大家薪資不一律的制度。導入了

必須於進入公司之後的 10 年期間，致力於人才開發，而在晉升及薪資上沒

有差別的完全年功制度。另一方面，進入公司第 11 年之後，與原本的晉升

制度相較，則有很大的差別，進一步貫徹能力主義，目標在於「新人以年功

主義、中階以能力主義的標準」（若手は年功主義、中堅は能力主義）。根據

新的人事制度，導入了以達成企業的持續成長及各組織的目標，決定每名職

員應該扮演的角色及被企業期待的成果的「期待役割（期待角色）」資格制

度，再根據中、長期的生涯規劃及有計畫的人才育成方針，進行「人才評估」

（人才 assessment）。「期待役割（期待角色）」制度的特色為完全沒有年齡

概念，設定了符合每名職員當時被分配的工作業務（job assignment）的「級

數（grade）」，無論職員的職涯、是否是社會新鮮人，根據每個人角色的不

同，有不同可能性。 

以實力主義採用人才而聞名的企業，以三井物產、住友商事為例，為了

防止企業內部過度的競爭，斷然將晉升的差距取消，將偏向年功制度的資格

制度復活，修改了根據成果主義的人事制度。 

（二）佳能 

以「實力終身僱用」為目標的佳能，於 2001 年先將「角色等級制度」

導入，運用在管理幹部上，從 2002 年起，將存有職能給要素的「職群等級

制度」，暫時導入整個企業，從 2005 年起，全部採用與管理職相同的角色等

級制度。廢止定期加薪，評價的標準不是人，而是工作。根據角色，來決定

報酬，採取將職員的經驗年資及經歷一併考慮的做法。角色的構成要素則分

為職務（工作的內容）及職責（責任範圍）這兩個。根據屬於哪個等級，來

決定薪資，為了保持職場間的公平性，職務的數目膨脹成 8000 個。主管要

求每名職員的角色及期待，分配一份「角色表」，其表上還有記載自己的角

色不同等級的職務，推進挑戰難度較高的工作，防止職務給制度的弊害，也

就是每名職員只顧做好自己的工作，而不願再積極與同事合作或分擔同事的

工作。評價內容也將舊制度中的「成果」及「能力、意識」，改為新制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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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達成度」及「行動」的評價項目，佳能的人事部認為：「目的不是在

造成差距，而是培養個人的能力。」若職員有所不滿，則善用職務謀合制度，

提出所希望的職務、角色異動意見，努力提高職員對新制度的接受度。 

 

三、組織貢獻型／團隊精神成果主義 

（一）富士通 

是日本企業於 1990 年代率先導入成果主義的先驅，富士通轉變成組織

貢獻型成果主義。職員每半年就設定自己的業務目標，基於達成的成果及過

程（process）的評價，來決定薪資，並加入是否符合個人目標的達成度、自

己所屬的職務，評價對組織的貢獻度。 

（二）日產 

即使是在日產，在社長兼執行長（CEO）Carlos Ghosn Bichara 改革之後，

除了職員自己的角色及評價標準變得明確之外，也出現了職員只顧自己的目

標設定，而不會被拿來評價的工作就沒人做等問題。有鑑於此，在強化訓練

的同時，也修改了人事評價。管理幹部的評價制度是，獎金乃根據承諾的達

成有所不同，未達到就完全沒有獎金，其他則根據達成度而有 50％到 100

％不等。但其中評價個人的達成度比例與所屬部門的達成度比例為 6：4，

因此部門所有成員的通力合作也很重要。在工廠等生產現場，也很重視團隊

合作。日產的「和魂洋才」，而採用歐美人才及觀念，一方面考慮日本經營

的優點，但也致力於減少日本的經營現況的弊害。 

 

四、過程（process）評價 

資生堂廢除了負責化妝品銷售的業務人員的個人規定業績，從 2008 年

秋季的人事考核起，廢止了一切以業績數字為主的評價方式，改以顧客光臨

的頻率等以顧客滿意度為主的評價方式。資生堂之前已於 2006 年 4 月起，

將原本規定約 1 萬名美容部職員的銷售額度規定取消，轉換為重視顧客的滿

意度的方針，根據資生堂自己做的調查，來確認顧客滿意度是否有所提升，

由於此舉達到增加業績的效果，因此將廢除規定業績的職員範圍擴大，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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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適用於美容部所有的業務人員。美妝顧問（beauty consultant）也相同，將

來自顧客的評價視為重要的評價項目，每年兩次，對顧客進行調查。綜上所

述，將原本業務人員認為「只要業績好就好」這樣簡單的意識推翻，不只是

著重於業績數字，而是確實地達成將來的成長，以實現更高品質的服務。時

值日本國內化妝品市場低迷當中，要繼續保有成長是基於職員規定業績，還

是讓顧客會再光顧回購，不光看業績的結果，而改為更重視過程（process），

從原本重視眼前顧客的方式，轉為重視顧客的滿意度。從關注眼前的數字，

變為展望將來企業的成長，重視過程（process）。 

 

五、小結 

綜上所述，激勵（incentive）的變革，培養人才‧後輩、定性評價、角色評

價、組織貢獻度‧團隊精神成果主義、過程（process）評價等各種評價方法。另

外，也有如同住友商事般的企業，進入公司第 11 年之後，與過去的制度相較，

差別很大，貫徹能力主義及「新人以年功主義、中階以能力主義的標準」的同一

企業內部有兩套制度這樣不只一種的評價方式。 

業績降低時，許多企業會緊急導入成果主義，整個企業都會進行改變。但卻

造成每個職員為了優先達到自己的目標，光顧著自己，而使整個辦公室的氣氛開

始變差，因此將成果主義加以修正，加入參與培養後輩及對組織整體的貢獻一併

評價，重視過程、團隊精神，如此評價職員的企業愈來愈多，企業全體對評價制

度又進一步修正。而共通的都在於，將難以量化的「角色」、「團隊能力」、「過程」

重新評價。 

1999 年約 20％，2004 年約 70 至 80％。這是在東京證交市場上市的企業，

在這僅僅 5 年期間導入成果主義的數目。（月間 BOSS 2007 年 6 月出版）單純加

以比較，這 5 年期間，導入成果主義的企業變為原先的 4 倍，如今可能有更多的

企業導入了成果主義。日本於 90 年代中期，有愈來愈多企業導入了成果主義，

但如今，日本許多企業也開始將原本導入的成果主義加以修正。成果主義的成功

與否，在於以適合事業的方式，來提高評價標準的品質。與此同時，使績效的達

成與員工實現的方向得以一致，能夠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自立性及潛在能力才是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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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才育成 

一、企業內部的經營大學（Business College） 

各企業都是以人為本，重視人才教育，伊藤（1999 年）提到：「培養人才是

最重要的。」這部分也表現在「日本的經營」的核心。日本企業內部也有育成機

關，至少也有 university、college、Institute 等，以學術性的人才育成機關為名的

例子，見表 7-3。適用對象則大多是管理幹部。 

 
表 7-3 各企業內的 Business College 

企業 College 對象  
新力 Sony University 準管理幹部 目的在於培養 30-35 歲的後輩。 

佳能 Canon Global 
Management  

Institute 

管理幹部 養成、育成。以課長級為對象，每

年 15 人左右及全體的數個百分

比。 

經營塾 管理幹部養成 管理幹部育成以及將來人事任命

案的參考來源 

Toyota Institute 準管理幹部及中

間管理職 
以豐田式（Toyota Way）推動海外

事業體的擴充 

Global Production 
Centerc 
全球生產中心 

在海外當地採用

的職員 
以更有效率地、更快速地習得技能

為目的 

豐田 

Global Knowledge Center
全球知識中心 

全球的批發商及

販賣店 
透握 best practice 的共享及過程

（process）的改善，促進販賣的

Toyota Way 

FIJITSU University 
富士通大學 

專家、商業領袖、

富士通集團將來

的管理幹部 

集團的事業戰略及密切連動的人

才育成戰略 
富士通 

Global Knowledge 
Institute 
全球知識協會 GKI 

以經營者（富士通

集團所屬企業的

職員、本部長）為

對象 

育成具有全球遠景的活躍商業領

袖 

麒麟

KIRIN 
KIRIN BusinessCollege 30-35 歲的準管理

幹部 
管理學的教育 

 

Sony University 中，Howard Stringer 社長自己也以講師身分參加，每年 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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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約 20 名職員參加，如今正考慮進一步擴大舉辦規模。而在 Toyota Institute

中，與課長級、室長職等企業內部職務相對應的層級教育也是基本的。使用許多

零件的汽車公司中，必須將企業所有成員的水準都加以提高，有部分菁英職員則

認為，這種齊頭式的平等不符合豐田的經營風格。佳能的「經營塾」，是為了培

養管理幹部的企業內部研修計畫，每個月舉辦兩次，期間達半年，課程內容從管

理學到武士道，各式各樣的課程由專家講授，另外還有個案研討（case study）。

以 50 歲出頭的管理幹部階層為對象，研修的現場同時也成為決定將來人事任命

案的參考來源。另外，日產則是從課長級管理幹部當中，選拔將來可望繼續升遷

的幹部，成為 Renault 式（ルノー流）的菁英養成人才庫。只有獲選拔的職員可

以體驗優越感及責任感，每年獲選的職員人數通常達 500 人。伊藤忠商事則與其

他企業實施的人才培育制度不同，被稱為「青山 Forum」，培養包括總公司及子

公司的 120 名職員。以當天發生的事件作為題材，具體提示身為商社職員所應該

採取的行動，還有政治、哲學、知識論到為人處事應有的倫理態度等內容。作為

一種「德育」的培養，身為社會人士應該有的心理準備、自覺及責任。 

 

二、技術人員的育成 

常聽到由於大學教育的品質下降，日本的技術能力也降低的說法。 

以「製造」技術立國的日本，企業本身開始挑戰「人才培養」。企業零件製造商

DENSO 在企業內部設立了 DENSO 工業技術短期大學校，普通的大學工學部要

用 4 年才能學習完成的課程，DENSO 工業技術短期大學校用兩年教授實務。

DENSO 的機械課程只接受曾在 DENSO 工業高校接受英才教育的畢業生，第一

年 8 位入學，機械課程兼具「技能」及「技術」，旨在培養「理想的工程師」。 

另外，三菱重工則導入了「義務教育」的制度，是以進入企業不滿三年的新

人為對象。日本國內的大規模製造商中，對新人的教育基本上都有在職訓練

（OJT），三菱重工將職員從工作現場調離，對他們施以工學基礎理論的再教育。

剛畢業擔任工程師的社會新鮮人 600 人中，其中有 7 成的工程師有義務在進入社

會的前 3 年期間，接受三菱重工的教育講座。每次講座歷時 3 至 5 日，複習大學

院程度的工學理論，趁著年輕重新複習基礎教育，三菱重工的管理高層曾表示，

若該企業沒有這種在職訓練制度，則無法培養出技術水準與全球並駕其驅的航空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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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佳能也注意到，現在大學中支撐製造業基礎的重要課程，也難以看到，

因此佳能採取支援宇都宮大學，於 2007 年設立光學領域的教育研究中心，由於

與次世代設計相關的基礎技術課程，已難以在現在的大學中有系統地學習，因此

為了建立光學的教育設施，佳能資助了每年兩億日圓的營運費，並派出 5 名最富

經驗的工程師，提供實務教育。而恩益禧（NEC）的前社長佐佐木也體認到，技

術人員教育的產業界與學界之間的聯繫合作，愈來愈重要，而資助建立半導體理

工學研究中心，於 2001 年起開始進行支援教育。 

 

三、人才活用 

（一）國際的人才 

隨著企業培養人才，日本國內的少子化及高齡化則持續，為了確保具備

企業所需能力的人才，並加以善用，都有其必要性。全球化時代中，能夠發

揮企業戰略所需的創造性、戰略性、獨創性及個性的人才，企業除了從日本

國內取才，也可以在海外取才。東芝提出「全球採用」（global 採用），從全

世界招募人才，東芝的外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隔閡漸漸消除。東芝每年都會

將總公司的日籍管理幹部與外籍幹部，集中在未於東京芝浦的總公司，讓他

們培養相同的價值觀。KOMATSU 的「全球訓練協會」（Global Training 

Institute）則是每年一次，將來自亞洲、歐美、中近東等地的十幾個人，用

三個月巡迴美國、歐洲、日本，在各國學習產品及服務。住友化學則從全世

界選拔 41 名活躍的人才。任命他們為「global position」，其中就有 18 人不

是日本人。另外，SONY 從全球選拔部長級以上的 1100 名管理幹部開會，

建立一個讓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才，都能夠活躍的環境。SONY 在全球約有

150 個重要職位，將來的準管理幹部當然也可望從全世界挖掘，拔擢很有希

望擔任這些重要職位的管理幹部候選人。 

（二）資深人才 

需才孔急，人才的補充卻跟不上，必須善用資深人才。企業接受資源挹

注，擴大業績，隨著業務量增加，人才的補充卻面臨不足的狀況。三菱商事

於 2005 年在人事部門內設置了「人才中心」，搭起了資深人才所需的職場與

屆齡退休職員之間的橋樑。在這個中心內，除了企業內部的各個事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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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及三菱商事作為股東的投資事業，也藉此「徵才」，協調屆齡退休

職員進入這些欲徵才的投資事業，成為「社內職安」。藉由資深人才的最適

當配置、善用，可以稍微舒緩人才不足的情況。另外，KOMATSU 則因新興

工業國家的經濟成長亟需從事工程建設的機具，在擴張事業版圖的過程中，

屆齡退休職員人數也愈來愈多，使人才不足以應付業務量的增加，因此於

2006 年導入了再僱用制度。導入當時的主要目標，是隨著世代交替，必須

將技術傳承下去，但現在的想法則更進一步，希望能請資深人才更加發揮他

們的能力，導入當時給予的薪資一律相同，之後為了更加發揮資深人才的能

力，而有薪資上的差異。因此資深人才再僱用之後，也得以獲得高額薪資，

對 40 至 50 歲的職員，成為很大的激勵，而善用了資深人才。 

 

四、小結 

代表日本的企業－豐田、Panasonic 認為：「製造產品就是培養人才。」松下

幸之助曾表示：「我們在製造產品之前，要一直培養人才。」（和泉，2005 年）

從上述實際的制度也能看出，培養人才重視的是「人。」即使企業一時採取了成

果主義等美國的人事制度，也會回到原本的評價方法，在人事制度上納入培養後

輩作為評價的指標，並傾向於重視團隊精神。另外，企業設立的 Business College

也大多以培養經營者、管理幹部為目的，謀求精進主導企業營運的中堅核心職員

的管理統御、經營手法，而著重於培養技術人員的製造業，也進行與企業競爭力

相關的人才育成。而藉由在海外取才及善用資深人才，將具有獨特性、專門性的

優秀人才，納入企業內部。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2007）曾提到：「近年由於許多因素，使人

們聚焦於人力資源在經濟發展上扮演的角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產品製造的

依賴減少，對數據、資訊的生產、管理的依賴增加，就是所謂的知識經濟的擴大。」

指出近年人力資源的重要性持續增加。另外，Abegglen（2005）提到：「在將來

的高附加價值社會中，人是支撐企業的要素，重要性將與日俱增。」日本企業中，

繼續善用「人」的要素，將大大影響企業競爭力的維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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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勞資協調 

一、大金工業（DAIKIN） 

大金工業在進行勞資交涉過程中，資方將包括工會在內、與經營有關的所有

資料公開，資方為了進一步增進勞資的一體化，而檢討了對策。經過討論之後，

勞資雙方同意達成協議，每年的勞資交涉都徹夜進行，成為一種慣例。2006 年 3

月舉行的勞資交涉中，工會不斷對管理幹部傳出不滿的聲浪，從那次交涉呈現了

大金工業管理幹部的人才管理能力不佳。由於企業及各部門預期將來勞資雙方的

溝通不夠，以及管理階層本身的工作量將大幅增加，而使培養人才的時間不夠

等，因此暴露出疏於培養人才的問題，大金原本的優勢就是善用人才，但這項優

勢卻弱化，在那次勞資交涉之後 3 個月，大金開始以 200 名部長級管理幹部為對

象，進行重新認識「以人為支柱的經營」的研修。從此看出，之後資方對勞資交

涉的處理更佳，資方也更能真誠地接受勞方的意見等，讓勞資關係維持協調。 

二、豐田汽車 

豐田汽車在2007年12月的豐田勞工臨時大會中作出了「約僱人員納入工會

化」的決議。施行對象為所有的約僱人員中簽一年以上契約的3500人，相當於豐

田全部員工約六萬人的6％。豐田在2002年有所謂的「skilled partner(技術合夥人)」

的退休後再雇用人員、2006年兼職員工也有加入工會，但是各都只有1100人、和

100人而已。由於工廠端大約有三成的人都非正規人員，勞方提出希望恢復因為

約僱人員納入工會化而漸漸喪失的職場團結感。另一方面，資方提出臨時員工的

「正式員工化」，豐田本業的臨時員工轉正的人數，2004年三月期有150人，到2006

年943人，2007年則增加到約1200人。 

豐田的約僱人員人數最多的時期有超過一萬人，但現在已減少成約 8000 人

左右了。受到北美市場的不景氣，造成出口減少，國內生產量也因此減少的影響，

資方在約僱人員的契約到期後不續簽的例子非常引人注目。豐田的工會雖然有約

僱人員被公司告知不續簽時的諮商管道，但是如果其非工會成員的話，工會其實

也沒有什麼發言的立場。如果能將約僱人員納入工會的話，那工會就可以在資方

大量拒絕續簽時進行抗衡，而且進一步還可提高工會的影響力。豐田高層認為「人

材才是公司最大的資產」。工會做為勞資雙方的橋樑，尚在持續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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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日本內閣府政策統籌官室在2008年12月發表的關於「工會的工資、發言影響

力暨支持未組織勞工的組織化」，報告書中將「工會至今做了些什麼」這個問題

以「消失的十年」為基準做了前後比較。其結論為「1. 工會的工資效果相對於

1992年的沒效果，2007年男性的工資保險已經出現其效果了。但是關於女性則尚

未觀察到有明顯效果出現。2. 關於工會的發言力也是，雖然1992年並沒有看到

成效，但是2007年男性的想換工作意願(及部份的工作不滿度)則有下降的趨勢。

但是，女性的部份則看不出有發言影響力。3. 在未組織的男性勞工間，支持組

織化的希望有升高，但是女性和男性相比僅有少部分的升高。而且如果職場中有

發言型的員工組織存在的話，將完全取代支持女性組織成立的希望。」由上述的

大金(Daikin)、豐田的例子，以及內閣府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就算泡沫經濟崩潰

後，工會的角色重要性並沒有因此改變。另外，支持率正在上升的情況由下表7-4

可以看出。 

 

 表 7-4 企業內工會組織化支持･不支持的狀況 

 支持組織化 不支持組織化

1992年 男性 
女性 
合計 

43.6 
37.7 
40.8 

56.4 
62.3 
59.2 

2007年 男性 
女性 
合計 

55.7 
43.1 
50.1 

44.3 
56.9 
49.9 

資料來源：内閣府政策統括官室（2008） 
「工會的工資、發言影響力暨支持未組織勞工的組織化」 

 

  另一方面，針對以前非常重要的工會，現在卻逐漸變得不那麼重要的原因，

Abegglen(2004)指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工會的目的已經達到相當的程

度了。Abegglen還指出因為勞動條件改善的相關法律修正的關係，目標的達成和

工資上漲代表了至今調漲工資鬥爭中勞方的勝利。每年春天各產業的工會一起向

資方提出調薪(base up)等勞動條件改善的要求的「春鬪」運動中，往年都是在年

末開始進行到隔年年初，由勞資雙方表示明年度春鬪的方針。但是，日本勞動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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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會於2008年12月2日相隔八年正式決定出2009年春鬪的鬥爭方針為「配合物

價上升調薪」的調薪要求。泡沫經濟崩潰後薪水調漲變的困難重重，因此勞方變

得比較偏向對資方要求僱用維持和工時縮短，但是09年的春鬪，勞資雙方都認知

到此次春鬪和景氣恢復或社會安心息息相關，所以在了解屬於日本經營的「三種

神器」的”企業別工會＝勞資協調”的現狀，並知道其效力和關係的前提下，2009

年的春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說是重要的過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