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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本研究藉由日本企業一直以來進行的日本式經營的過去、和觀察現在日本企

業實際的情況，由其進化史來突顯出身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其在「日本式經營」

的根本中存在的優勢和特徵，目的是希望顯示出面對大變革時代，今後日本經營

的方向。 

第一節中將藉由前文的文獻研究和舉日本企業的實際狀況為例所驗證出的

最新日本式經營的形成，以及形成期、適應期、轉換期的變化來概略說明日本式

經營的進化。接下來將闡述第二節結論、第三節研究啟示，第四節將來的研究方

向的研究將成為未來日本式經營相關研究的大綱。 

 

第一節 日本式經營的情貌 

一、現今日本式經營及其變革方向性 

第五章到第七章按照轉換期：舉出根據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式經營的研究架

構(圖 4-1)，日本企業實際從事變革、經營改善等，從實行效果顯著的大型優良

企業為例來進行驗證。實際實行的狀況和先前研究的文獻整理，修正本研究架構

的結果表示如下圖 8-1。修正的要點為將「停止朝無關聯性的領域擴展」、「長期

雇用」、「組織內獎勵條款的變革」此三項各自修正為「朝嚴選事業擴展」、「長期

雇用＋短期僱用」、「獎勵條款的多樣化：日式＋歐美式」。這些改變可以看出有

朝向比理論更加進步的方向前進。而且，除此三要點之外，雖然還有施行要多樣

化且更加強化的要素，但基本上在保持相同的範圍內，所以決定維持不動。 

先前的研究中，Porter 等多數的研究者和學者都認為變革要點為「為使日本

企業有競爭力所需要的新式日本式經營」，但據了解，其實日本企業除了早就已

經實際施行實踐之外，針對各個要點也都採用各種方法進行強化、進化，甚至已

經開始進行下個階段的新變革了。 

2008(圖 8-1)現在的日本式經營為最新的「日本式經營」的藍圖，而且，根

據驗證大型優良企業現行的改革和改善例的實證，從此可以看出現在的「日本式

經營變革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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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現在的日本式經營和其變革方向性 

<企業本體> 
一、 新領袖    

行動力、嶄新的想法、了解風險、統馭能力 
決策的速度、前瞻性和策略性 
向組織表示描繪出的獨特經營藍圖 
主動出擊的經營、溝通能力、公平性 

二、 理念及願景：強化並徹底、再描繪、共同創

造、表示具體的價值觀和行動指標並和員工分

享 
三、 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強化 

責任和執行的分離、迅速的決策、強化監督機

能、遵守法律、公開情報、透明性 
四、企業責任・CSR：整備・強化 

遵循社會及環境課題去實踐 
做為企業活動的基本去重視並強化 

五、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性質 
團隊合作、強化溝通、形式的知識 
容許並重用特殊人才和個人主義 
優越的日式性質及精神的活用、普遍化 

<系統> 
一、組織構造：中央集權式的高壓管理和堅固的

階層制的改變  
分權化、專業化公司・持股公司 
單一型・小集團型組織 

二、擴大市場操作效率的對象範圍 
白領階級的生產性、市場情報技術 
電子商務・IT、市場操作效率的持續提升 
各部門共同全體一起提昇效率 

三、長期雇用＋短期雇用 
長期雇用:知識創造・研究職務或技術開發職務

等的能力人力資源 
短期雇用:根據環境需要變化、成本效率 

四、獎勵條款的多樣化：日式＋歐美式 
一個企業有複數個制度、評價指標的調整： 
培訓新人部下・職務・Process的評價 
組織貢獻型・團隊合作成果主義  

五、人材教育 
企業內Institute、貫徹基本理念 
領袖・培訓經營幹部、提升向心力 
培訓技術人材、企業界和學術界合作 
發揮獨創性或個性、提高歸屬感 

六、 勞資協調 維持 

 

策

略

執

行 

<策略> 
一、經營目標由成長性轉換成收益性 

‧ 市場專門化策略・市場創造策略 

‧ 創造優勢的確立、高附加價值化 

‧ 技術開發（研究開發）的強化 

‧ 重視資本效率、活用新財務指標

（EVA、CCM、CFC 等）    

二、 朝嚴選事業擴展 

‧ 選擇並集中於收益率較高的事業 

‧ 創造並養成可以成為未來的收益

基礎的事業 

三、建基於長期觀察的獨特性 

立下某個策略 

‧ 顧客的取捨選擇、價值創造 

‧ 強化核心競爭力 

     （提升獨特性和創造性） 

‧ 提升永續意識 

‧ 核心競爭力朝環境和社會貢獻的方

向活用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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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式經營的進化 

  經過前述的形成期、適應期、轉換期這三期的日本式經營的特徵，依時間的

經過看來，可以觀察出日本式經營的進化過程。各時期的特徵已簡略的整理在圖

8-2。和前述的模型相同，企業本體、策略、系統上雖已整理出來。但並非單看

組織營運的流程，而是為了由現狀的角度看全體的現狀，而將在組織、系統上分

類的組織結構和人資管理納入企業本體之中。以下為本研究觀察出的日本式經營

的進化過程。 

（一）形成期：經營家族 【企業本體】 

企業本體＝經營家族，這個過去歷史中形成的習慣和當時不斷擴大的

需求和經濟形成了組織的系統及文化，確立了過去傳統的日本式經營要素

為：高度經濟成長期的終身雇用制、年功序列制、勞資協調等形式。這個

時期中，對員工來說企業就等同「家」的存在，企業就是生活共同體。 

（二）適應期：日本組織  【企業本體［強化］＋策略＋系統】  

組織強化，不只有企業本體，經營機能也是都朝著策略和生產系統擴

大發展。在這個時期中，由於變成浮動匯率制的關係，日本被強制納入世

界市場的競爭秩序中，因此開始正式朝海外發展。適應此趨勢的策略：由

於市場佔有率擴大，所以需要製作出便宜且高品質的產品，因此生產系統

開始發展，這也成了日本的競爭優勢。另外，因為發生了石油危機和新幣

制轉換等問題，為了度過此一危機，更加強化了生產性。企業本體中也強

化了培訓員工，但組織基本上和形成期相同，在日本文化範圍內的強化，

所以組織都還是日本式的。另外，生產系統是變得普遍，在外國也開始被

使用了。 

（三） 轉換期：全球化的日本企業 

【企業本體［國際化］＋策略［強化］＋系統［強化］】 

此時期組織進行了國際化，關於策略和系統此兩方面也都強化了。這個

時期出現了明顯的長期停滯的局面。由於國際化的迅速發展、經濟整合、IT

化、技術革新等造成環境劇烈的變化。在此狀態中日本企業不停的進行摸

索，持續進行企業本體、策略、系統、和全方面的調整。組織雖然留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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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素的優勢部份，也朝著全球化的方向改變。策略則改變成重視收益性和

長期性。為了實行此策略，以生產為中心的市場經營效率的範圍朝向行銷、

IT、技術、白領階級化發展，連帶著和此類功能一起，在競爭更形激烈的環

境中，藉由提升效率，朝著持續成長的目標邁進。 

 

 

 

 

 

 

 

 

 

 

 

 

 

 

 

 

 

 

 

 

 

 

 

 

 

 

圖 8-2 日本式經營的進化 

企業本體：經營家族 

․組織：團體的意思決定、層級式

․員工：終身雇用・年資敘薪制 

充實福利保健、勞資協調 

․企業文化：忠誠心・一體感 

  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的深厚關

係

形成期 Formation 
 

適應期 Adaptation
 

轉換期 Transformation
 

企業本體：日本組織 
․組織： 建立共識的領導方式 

稟議・由下對上的經營、長期的、全員參議

․員工：長期雇用・年功序列制・薪資福利 
人材培育：在職訓練,通才,勞資協調 

․企業文化：共有・共同體意識、集體主義 
忠誠心、全員參與・統一・平等主義 

策略：擴大市場佔有率市場 
成長性、朝高成長産業之企業内部多樣化 

系統：生産 
精實生產、TQC、JIT、現場主義、重視經營效

率和供給者有緊密的關係、高品質・低成本、

廣泛的產品線和附帶功能 
 

企業本體：國際化日本企業 

․組織： 強力的領導、分權、單一型・小團體型 

理念・願景、公司治理・CRS 
․員工： 長期雇用＋短期雇用、勞資協調 

獎勵條款的多樣化：日式＋歐美 
人材養成：個人能力提升、貫徹基本理念 

․企業文化：團隊合作、形式的知識 

容許並重用特殊人才和個人主義 
優越的日式性質和精神的活用和普遍化 

策略：收益性・長期性 
長期的觀點、選擇和集中・嚴選多樣化 

獨特性・重視收益 

系統：市場操作效率範圍的擴大與強化 

   生産・市場・白領階級・IT・技術 
管理系統導入、提升白領階級生產性 

各部門共同全體一起提升效率、進化版改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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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結論 

歸納本論文，從理論和實例中驗證日本式經營的進化、日式的經營變革的方

向性所得到的結論如下記所述。 

 

1. 從 1955 年到現在都未曾改變的經營特徵-「長期性」和「人力資源培育」是

日本式經營的「核心」「強項」。 

     日本式經營的進化，從形成期(1955)～現在（2008）的日本式經營要素中

可以看出一貫的「長期性」和「人力資源培育」。這兩點是日本式經營中普遍

的情況。未曾改變的理由有兩種可能性：１．想改也無法改變。２．因為很重

要，所以不改變。 但是在轉換期與現在這階段中，由重視人才養成、用長期

觀點看策略、強化永續性，可以知道「長期性」和「人力資源培育」才是現在

日本式經營的重要特徵，而且已導向其經營核心。 

佐藤(2002)表示日本式經營系統的特徵由成立背景來看可以用下述的三

項依據要因進行分類：1. 由於市場和經濟的需要而成立的市場與經濟要因所

根據的特徵為：由於市場與經濟的變化所產生的變化和不斷崩解，2. 基於日

式文化與社會而成立的民族性和文化要因所依據的特徵為因其特殊性而留

存，3.由全人類的共通人性所成立普遍性的人性要因所依據的特徵因國際化而

擴大。由上所述，可引導日本式經營的特徵「長期性」和「人力資源培育」是

依據民族性和文化的要因而來。而且，經營策略為「長期的視野」和「永續性」

的現在，將日本式經營的核心能力競爭策略化和同步化，將可讓其繼續強化下

去。在轉換期中，或是看日本式經營的變革方向性，都可以看到很多都是和「人」

有關。 

自由競爭越來越激烈的趨勢中，提高企業競爭力的是「智力」－也就是創

造、策略、研究開發、行銷與創新力(川端、1998)。擔起其一大支柱的是在出

現成果前給予時間進行研究和技術開發的職務，也就是可以長期培養能力的職

場。然後，不斷累積知識創造能力，藉以能實行下去的基本就是以長期雇用中

的「人」為主。因此，「要創造新事物就是要重視培育人力資源」、「人才就

是人財」這類日本企業自古以來就有的想法，在未來國際化的激烈變化下，可

以想見如果日本企業想要可以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的話，接下來也需持續重視

「人」。Abegglen(2005)也提到「在未來的高附加價值社會中，人作為企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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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環，在企業中的存在將會越來越重要。因此，我認為日本企業內人材教

育在今後將會更形重要。」而且，同時為了有效的進行活用和教育這個「人」，

「長期性」將是其關鍵所在。伊藤(2004)說「知識一般都是由『人』來表現，

因此，擔任起企業知識創造活動的員工才是企業中最重要的存在，其知識將累

積起來、成為企業共有的資產。經過長期的知識創造活動後，其成果將可以一

口氣提高」。 

如同以上所述，「長期性」和「人力資源培育」是過去日本式經營的強項，

也可認為這是未來日本企業持續和世界競爭下去的「優勢」。 

 

2. 持續改善的實行：優勢(強項)的再建構和強化、將劣勢(弱項)最小化 

轉換期的日本式經營有著非常大的變革。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的經濟停

滯不前，一直無法看見景氣好轉的徵兆。但是觀察 2000 年之後日本企業的變

革的實際狀況後，可以發現日本企業關於組織、策略、系統的強化進步、企業

本體的變革，都有顯著的進步。經濟同友會(2008)由歐美企業的強項舉出 1.決

策的速度和大膽度、2.人材的流動性和多樣性、3.多樣性中衍生出新商務的想

像力、4.重視經營資本效率的經營方式、5.和利害關係人的溝通、6.明確的藍

圖、7.人材取得、養成的投資、8.柔性結構的社會、9.透明性、10.明確的契約

概念。以上十項要點，仔細檢討下可以發現關於轉換期的日本企業的變革狀

況，雖有程度高低的不同，但根據前述第五章企業本體、第六章策略、第七章

系統中所提到的各種施行實例中，可以發現日本企業在大部分的領域上都已經

實際上進行變革和改善了。然後，日本並非單純的模仿這些歐美的強項而已，

而是更近一步的進行調整和改善，變成獨特自有的經營要素來進行活用。這由

Panasonic 的中村社長、SONY 的 Stringer、日產的 Ghosn 等例子可以看出，他

們身為新領袖並非只學習歐美型的領導方式，還重視團隊合作、溝通等日式要

素來進行改革。至於雇用問題，目前有長期雇用和短期雇用配合著組合使用的

傾向。另外，關於激勵條款方面，大部分的企業都雖然先取歐美型的成果主義

和能力主義，但發現其副作用後根據它來進行評價指標的改善，只留成果主義

的優點部分，配合將原本日本式方法的優點復活，進行調和後調整形成新制度

來應用。其他還有組織結構也是，可以看到企業考慮再利用過去”後輩培育”

和”深刻關係的建構”等日本式經營的優點，應用小團體型等方式，進行強項的

再活用和再建構。雖然過去「日本人很擅長擷取別國文化的優點在本國進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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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歷史經驗的特色常常被外界指出，不過日本企業的確是取歐美的優點進

行變革並且將外國的方法改變成日本流，用適合日本的形式呈現出來的。被稱

為日本式經營始祖的 Abbegren（2004）在說到泡沫經濟結束後的十年間時說

了：「雖有人認為那是停滯的十年，但是這十年對於日本企業是將策略和架構

進行再編制，是決定未來企業經營動向的重要時期。」 其他，著有『Japan as 

Number One』一書，身為日本觀察者的 Vogel(2006)也說：「泡沫經濟崩潰後的

『失落的十年』我不認為那段時間是沒用的。」 日本擷取外國文化和不同系

統的優點，確實的持續進行著「改善」。 

 

3. 企業成長和地球環境的共存：CSR 的實踐和強化 

現在，不只考慮經營者和股東的利益，其他利害關係人，例如：員工、大

戶、權人、下游公司、地區社會等的利害也必須考慮之後再做行動。因此

「CSR(企業社會責任)」在日本企業界中已非常受到重視。現今許多日本企業

的願景和理念中也都揭載了「持續成長與永續性」以及「和地球環境一起共存」

等相關概念。在存在著各式各樣社會課題的世界環境中，企業的角色和企業責

任出現了非常巨大的歧異。從這點看來，CSR 就變的很重要了。日本民族性

中的「道德心」、「和自然共榮」、「體貼」等要素(經濟同友會、2008)和日本式

經營強項的「長期性」、「人力資源培育」，在 CSR 的實踐下，將可以成為日本

的優勢。「企業是社會的公器(企業存在為服務、貢獻社會)」是松下為首，日

本自古以來就存在的想法，一直以來日本和他國相較，可以說原本就算是 CSR

的大國了。 

到前陣子為止，日本的企業進行著針對經營者和員工的營運方式，股東只

是法律上的企業所有人而已。現在，由於公司治理的變化，強化了和利害關係

人之間的溝通，也徹底執行身為企業法律所有人的股東的配股等利益分配等，

讓其和公司的關係已經加深了不少，也開始重視以股東利益為優先的經營方

式。但是，企業價值的根源是員工，創造出今天和明天的公司的人也是員工，

將公司品牌價值提升的、將公司公平公正遵循規範程度提升的，可以說也是都

靠每位每位員工的功勞。以全球化後的經濟為大前提，員工的屬性和工作情況

的多樣化為小前題的 CSR，從國際化的視點看來，有必要持著公平和構造透

明化的精神，摸索出珍惜員工的方法。接受各方面的人材，一邊對員工進行公

平公正的評價，並且要確保留住並養成富有想像力的人材。日本在 CSR 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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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行員工的強化、被強化的員工繼續進行 CSR 的強化，在這個循環下創造

出企業的價值、盡企業的社會責任，進一步還可以成為對社會的貢獻和還原的

原動力及持續力不。 

另外，在日本企業中深深扎根的「和自然共榮」的特性，近一步衍生出了

油電混合動力車、太陽能電池等這類在環保領域中的高等技術。日本企業在環

保領域中的技術可以說是世界級的高水準。針對已經開始的天然資源爭奪戰、

地球暖化等環境問題，正在尋求解決方式的現在，這些問題每天每天都變的更

加嚴重、並變成緊急課題，在這樣的未來中，可以想見 CSR-企業社會責任的

實踐和強化將會成為日本企業的優勢、也會不斷提高其競爭力。 

 

4. JAPAN CAN COMPETE ! ：構造改革的施行和提升收益性的實踐 

     面對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經濟，許多人會用「失落的十年」一詞來形容。

但是，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企業邊摸索著如何突破，一邊施行強韌結構的改

革。在「強項的再建構和強化、將弱項最小化」的想法中，全球化、IT 情報

化正在急速進行中。泡沫經濟崩潰後，在「歐美式＝國際標準」的概念基礎下，

日本企業為了在世界上展翅，不斷的吸取歐美的各種經營方法，然後在改革中

不斷的進行摸索和試驗，找出不適合日本的歐美式方法、配合著日本傳統的方

法，形成日本獨特的制度、並強化了企業的結構。在結構改革下，將企業本體

基盤強化這件事在策略和系統的施行下，可能達成提升效率、不斷強化並活用

企業全體資源等目標。在新領袖、理念、願景、公司治理、CSR 等方面上，

進行訂立新策略，為了實現此策略，以構造新的經營結構, 以設定新的策略而

施行組織構造和系統的變革及改善。 

根據日本經濟成長率等指標，尚未明確發現有經濟好轉的徵兆。但是，如

同我們了解到的2000年之後的日本企業的實際狀況，泡沫經濟後的日本企業由

確實的變革和改善下朝向強化基盤、提高收益性的結構邁進。豐田汽車有VI

活動(技術＋採購＋生產＋外國)的進化版改善活動、Panasonic有世界同時發

售、短期體制確立、世界全體最適和地區最適的國際行銷…等活動進行著。日

本從今以後將可以做到將製造業的現場中磨練出的流程創新能力不只應用在

生產方面，還應用到行銷、技術、採購、外國等範圍，由此提升並擴大全體的

市場操作效率和收益性。然後，活用特殊人材、容許個人主義等，已經開始學

習接受多樣化的日本，透過傳統的特質－藉由團隊合作、溝通連帶著企業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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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施行，由此可以想見橫跨廣大範圍的市場操作效率的強化將是未來日本企

業的強力競爭力之一。 

如同 Porter（2000）說的「過去的轉換點也是如此，如果日本人有準備好

其心的話，日本將是個具有迅速完成改變的充滿潛能的國家。」日本企業在當

今這個轉折點上，應該有所覺悟，正式開始為持續的變革成功來做各種準備才

是。 

第三節 研究啓示 

世界正在不斷改變著。全球化、IT 化、地球暖化、高齡化、少子化……等，

我們面對的環境是經常在不停改變的。在 2008 年美國發生了金融危機，其造

成的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無從計量。日本的股票受到美國市場的大跌衝擊，一度

破了 1982 年以來有 26 年未跌破過的 7000 円日幣大關。而且，影響到各式產

業的原油價格於今年一月第一次突破 100 美元，到夏天時還達到史上市場最高

價紀錄的 147 美元，但之後 11 月月底卻減少到 50 円左右，四個月間減少了原

價格的三分之一像這樣，狀況時時刻刻都在改變，而且不只在改變，其變化的

幅度所造成的影響更是無從知悉。 

本研究不斷進行日本式經營的進化和變革方向性之驗證。其所得到的啟

示，將可做為在現在這個瞬息萬變大環境中的企業經營的參考。 

 

1. 由強化經營基盤來提高面對變化的柔軟性。 

在環境瞬息萬變的現在，迅速的把握外部環境的變化，並根據變化進行

策略和系統的調整，這是企業存亡和能否持續成長的重要指標。為了迅速對

外在環境的變化作出反應，企業要建構出決策和意思傳達可以迅速進行的體

制、並做出決策可以迅速執行的組織構造，然後，訓練員工都擁有共同的理

念和願景的意識，面對變化(企業的新決策‧環境的變化)可以有相同的行動

基準和價值觀，由此可以團結一致的朝目標邁進來應對。另外，關於開發技

術等的核心競爭力也要同時配合累積和強化的進行，以面對新的變化可以迅

速對應，且可以針對變化進行策略和系統的調整，做出彈性的調整。 

2. 強化核心競爭力，並創造與養成將來的收益基盤。 

在不斷變化的環境中，為了維持強力的競爭力，必須正確的認識核心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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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力，並由其優勢展現出成果，這點是很重要的。經過精密的分析後，與其

訂立出精密的計畫，更應該致力於讓全體社員正確的共有並了解決定出的計

畫和策略的意義，之後要遵循理念和願景，抱持著熱情和知識能量去施行，

才可成為成果展現及成功的原動力。為了做到這樣，企業必須藉由讓全公司

把握住核心競爭力，強化可以成為核心的事業與能力。由此才可能在環境變

化時做出柔軟且大膽的決策。「如果想要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時代中

勝出，經營者必須自己了解自己公司的優點和弱點、並把握了解自己擁有哪

種核心競爭力。」(經濟同友會，2000) 

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注意將來可以成為收益基盤的事業，並持續去創造

和育成。處在變化激烈的環境中的現在的企業必須要預測無法預測的變化，

除了要強化主要事業外，還要時時注意有無新商機出現，並持續培育養成下

去才對。 

3. 由擴大優勢的應用範圍來提升其相乘效果。 

豐田進行了 JIT、TQC、精實生產、單元生產等方法，一點點累積改善，

提高了生產效率和差異性。然後，現在的豐田以 VI 活動進行了生產部門並

連帶著技術、採購、外國等多數的部門、地區，一同朝提高效率邁進。如同

在此論文中看到的，將其中一強項在進行改良後，其範圍又將更加擴展，將

會持續創造新價值。企業進行了自己強項的效用‧機能的強化和改善，並活

用到其他部分，連帶著將強項的應用範圍擴大、更近一步的增加其競爭力。 

4. 確保創造出企業今日與明日的「人」，塑造出可以讓人材發揮其最大能力的環

境。 

企業是由人構成的，進行企業活動的也是人，企業就是每個人每個人的

價值創造所累積出來的。為了提高企業的收益，在不斷變化的環境中，就必

須要擁有遠見，並提升獨特性和創造性，且持續提供高附加價值的製品及服

務。因此，吸引擁有各種背景和多樣思考能力的人才加入，請他們各自發揮

自己的能力，並提供他們可以發揮長才的環境，我認為這是在未來競爭中不

可或缺的要素。為了讓優秀的人才長期的為企業貢獻己力並提供其價值，必

須要進行促進人才能力的發揮、提高其對組織的忠誠心和歸屬感。為此，企

業必須要仔細思考如要提供可以讓員工從事其認為有成就感的工作及自我

實現的機會的話需要準備什麼，並持續建立出好的員工評價與報酬制度。 

而且，為了要對應變化，為了要實行大膽且迅速的決策，藉由徹底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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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和願景，讓員工充分了解企業的價值觀與行動方針的情況下，從事企業

活動，由此可能可以在實行階段中根據員工各自的能力與個性，朝著相同的

經營目標發揮所長。 

5. 用長期觀點來進行企業活動，由此貢獻於社會‧環保，並以盡可能的持續長 

期經營為目標。 

我們身處的環境每天都在不停變化。就如同美國金融危機突如其來的動

搖了世界國家的經濟一般，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某地所發生的事情將會即時的

影響到世界的時代了。在無從預測的變化激烈的外部環境中，企業不該是跟

著短期的變化隨波逐流，而是需要由長期的角度看企業的持續經營和成長。

各個企業在考慮到自己公司所處的狀況和今後應該有的狀態的情形下，考慮

出可以發揮自己公司的優勢或最大化活用其資源的獨特商務模型，並必須要

製作出來才行。在此之後也是，隨著環境的劇烈變化，必須要時時確認其模

型是否還有效，並進行調整。在環境持續變化的前提下，企業活動要持續經

營下去的話，就要如同上面所述的，要強化經營基盤、核心競爭力、強化其

優勢、擴大優勢的應用範圍、人才的確保和養成……等，藉由這些去整備並

強化出可以柔軟和持久面對環境變化的能力。如此一來，企業才可能可以面

對各種變化、並針對將來的成長做準備。另一方面，為了經常存有危機感、

並靠自己持續調整改變所做的持續的努力，由此將可以提高持續成長的可能

性。 

然後，企業所隸屬的社會與環境的持久性，提升成長是企業持續成長的

大前提。在環境汙染、地球暖化等問題越來越嚴重的情況下，企業及我們大

家所存在的社會和自然一起共存下去、繼續貢獻下去這點也和企業的持續經

營息息相關。為了提供可以提高社會的持續可能性的商品和服務，最重要的

是由持續可能性的觀點來看的商品及服務的價值評價。在 CSR 之下，由加

深與建築和各利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伴隨著對社會和環保的貢獻，更快敏

感的察覺到社會普遍的需求、新商機、變化，由以上兩點企業將可以在環境

變化前先下手為強的進行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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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來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探究從日本式經營的形成到現在的進化過程，以及泡沫經濟後的日本

企業之變革方向性。但一個國家的「經營系統」所表示的意義範圍非常的廣，本

研究由於篇幅及時間上的限制，只能概略的從具有代表性的例子中進行驗證。為

了更加深刻的了解日本式經營，以下將提案幾項關於今後研究此領域的方向。 

1.   驗證出的日本式要素三領域(企業本體、策略、組織‧系統)為主，「企業本

體」的新領袖、理念願景、公司治理、企業社會責任 CSR、企業文化與日

本社會文化性質，「策略」轉換成追求收益性、朝嚴選事業發展的多角化、

基於長期觀點的獨特性之訂立策略，「組織‧系統」的組織結構、經營效率、

雇用制度、激勵、人材培養、勞資協調…等以上舉出的日本式經營 14 要素。

這 14 要素可以各自深入探討，這些要素為有實證研究價值的重要課題。今

後，這些可以針對各自的要素進行更深入的探討及研究。 

2.  本研究為了觀察最新的情況，所以用 2000 年之後施行變革的情況作為例子

來觀察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企業狀況。但是泡沫經濟崩潰後到現在已經過

了將近二十年了。泡沫經濟崩潰後環境的變化速度並沒有減緩，因此這二十

年間進行的組織變革並不在少數。如果能用更短的時間為單位來進行泡沫經

濟崩潰後的變化的觀察、甚至進行更多實例作量化的研究的話，可能可以看

到更詳細且正確的實際狀況。 

3.  雖然用足以代表日本的大型且優良的企業作為個案研究，進行日本式經營方

向性的驗證，但是若可配合失敗的案例、施行成果不彰的案例一起觀察的

話，應可與成功案例一起驗證出其原因和情況。因此，除了可以理解到日本

式經營本身更正確的方向外，藉由一起觀察失敗案例和成功案例，在探求今

後的方向性時，應該可以得到更大的幫助。 

4.  現在在環境國際化當中，市場整合越來越有進展，已經形成所謂全球的標準

了。本研究是探究「日本」的經營進化和變革的方向性，但是如能進行和別

國的比較的話，更能驗證為什麼是「日本式」、什麼是國際標準的研究，以

及其日本式經營擁有的特徵是否在全球競爭下成為優勢或劣勢等，以提案出

強化優勢、最小化弱點的方法，甚至關於競爭強化等相關議題上，將更有幫

助。並進行全球化的現在的環境下，各國的經營之國際比較可幫助了解今後

的企業世界競爭下的經營變革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