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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日本經濟同友會（2000）曾提出：「日本的企業現正面臨前所未有的結構改

變。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藉由資訊科技上的高度進展而促成的網路化，動搖了世

界經濟的基盤。在如此巨大的變化之前，過去被稱讚具有國際競爭力的日本式經

營體系，如今反而亟需加以改善。」 

日本於 1990 年代初期就面臨了泡沫經濟崩潰，無法走出長期的經濟低迷，

始終抱著「日本經濟今後會往哪個方向前進呢？」的疑問。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經濟高度成長，與其說是世界的奇蹟，不如說是世界的

威脅。從 1970 年代至 80 年代的兩次石油危機，兩次的外匯危機，日本經濟都漂

亮過關，繼續高度的經濟成長，因此受到來自歐美各國驚嘆的眼神。這時，「日

本式經營體系」被視為日本經濟如此高度成長的重要關鍵因素，因而被歐美各國

加以研究，異口同聲認為「應該向日本學習」。然而，從 1980 年代後期起開始的

泡沫經濟，在進入 90 年代時崩潰，日本整體經濟迄今仍無法從當時開始的經濟

低成長走出。 

但現在日本經濟的長期不景氣，起因則並非出於日本式經營。（Drucker, 

1999）日本式經營正因應各種環境的「結構改變」－由於技術革新、高度資訊化

（IT 化）、人口高齡化、全球化的進行、經濟成長減緩、價值觀的多元化等因素，

而必須有所變革。 

過去，兩次的石油危機、匯兌等，與世界各國相較，日本繼續顯著成長，脫

穎而出，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明治時代改元算起，1968 年正是第一百年，

日本的 GNP（現在以 GDP 表示）優於當時的西德，僅次於美國，且是歐美各國

所稱讚的、能夠與世界接軌的唯一一個亞洲國家。日本從二戰之後的後進國家，

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繼續維持下去，除了日本的企業的成長外，也讓各

國意識到「日本式經營」的存在，令人無法否認日本企業特有的經營方式，對日

本經濟成長的幫助（吉田 1996 年；鈴木正俊 2006 年）。 

正值資訊化、全球化劇烈進展的現在，日本企業面臨的問題、環境，持續不

停地變化，而今後也依舊會如此繼續不停地變化。其中，日本為了繼續保有經濟

實力及競爭力，日本企業的優勢為何？在環境變化當中，應該要維持什麼？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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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什麼，藉由了解過去、現在，找尋今後日本企業的核心能力及變革的方向。從

理論及實際的企業動向，擺脫長期的景氣低迷，探索日本企業在 21 世紀的全球

化浪潮中，仍能持續保有競爭力，以及「日本式經營的進化版」的變革方向。 

 

觀察日本經濟的動向，從二戰之後的高度成長以來，成長率隨著每個階段逐

漸降低。日本經濟的成長階段，主要分為（1）1955 至 1973 年 高度成長期、（2）

1974 至 1991 年從安定成長期到泡沫經濟、（3）1991 年迄今，泡沫經濟崩潰以後

到長期低迷期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經濟年平均成長率分別為 9.1％、3.8％、

1.3％，經濟成長率隨著每個階段降低，可從以下圖表得知。 

 

 
資料來源：社会実情 data 図録・内閣府 

圖 1-1 日本經濟成長率（實質 GDP 的對前一年度増減額） 

 

另外，近年金磚四國（BRIC-Brazil、Russia、India、China）、南韓等國則繼

續成長，日本的景氣卻持續停滯，泡沫經濟崩潰之後，迄今已經幾近 20 年。日

本的經濟成長率若與國際相較，在高度成長期、安定成長期都超過了歐美各國，

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到 90 年前期，則較美國低，90 年後期不只比美國低，甚至還

比歐洲低。2000 年之後才看到景氣恢復的徵兆，但成長率仍只有美國的 1/2、南



3 
 

韓的 1/3。 

 

 
＊各年的成長率（實質 GDP 對前一年度增減率）的平均 

EU5:英國, 德國（到 91 年為止是西德）、法國、義大利、瑞典 
資料來源：社会実情 data 図録、WDI、内閣府 

圖 1-2 各年代的經濟成長率（主要國家・地區） 

 

由於國內持續長期經濟低成長，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其經濟力相對弱

化。隨之而來的是日本存在感的印象持續也愈來愈稀薄。日本於 1968 年晉身為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成長不只獲日本國內、也獲世界各國讚賞，之後經過

40 年迄今，從國內生產毛額（GDP）來看，日本仍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以

國際貨幣基金（IMF）公布的生活水準評價來看，這是更適當的衡量標準，2007

年日本國民每人的購買力平價排名第 24，這個事實難以掩蓋日本存在感的喪

失。1990 年前期起延續的長期景氣停滯，依舊深不見底，於是日本對原本的日

本式經營手法喪失信心。川上等（1994 年）表示：「日本社會全體陷入一種自我

認同危機中。」 

小峰（2006）提到，此時，日本的產業、企業正逐漸恢復信心，「歷經 1980

年代的太過自信，90 年代的喪失信心，日本經濟正在逐漸恢復與其實力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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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度自信」。在此背景下，開始有人提出企業體質的恢復及新領導產業（leading 

industry）的觀念。企業透過裁員、壞帳的處理等措施，讓獲利也逐漸恢復，2005

年後半，股價也大幅上升，國際的評價也逐漸上升。近年，豐田於 2007、08 年

上半期的汽車銷售額連續兩年達到世界第一，且佳能（Cannon）、Panasonic 等公

司這幾年的利潤也創下了連續增加的紀錄（小峰 , 2006）。薄型、液晶電視、數

位相機、DVD 播放機等數位家電的生產大幅增加，保有壓倒性的全球市佔率，

部分企業的業績也恢復，呈現出競爭力提升的徵兆。 

經濟與經營是兩回事，完全不同的，並且要讓整體國家的經濟迴轉是不容易

的，但是若從一家家企業的經營動向和經營實績來看，事實上也有些企業已漸漸

好轉。這表示日本經濟全體無法看到好轉的現狀，並不代表日本所有企業的經營

也一直有問題。 

從以上看來，本研究中，透過回溯日本式經營的本質，從演進過程起，探究

根本的優勢及特徵，試著呈現出現在日本企業的樣貌。從歷史的形成來看日本式

經營，正確地了解從過去到現在的狀況，以上對於企業規劃今後的方向都很重

要。川上等（1994 年）表示：「正確地認識現在日本企業面臨的問題，獲得對那

些問題的解答，更長期的歷史視點、更寬廣的視野都是必要的。」為了不要將眼

前的問題與本質上的問題搞混，必須留意以下三點，1、正確的認識、2、從歷史

的觀點來觀察現象、3、注意全球的環境。接著根據日本企業從過去迄今的日本

式經營的演進、過去及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式經營變革方向的理論，以及日

本企業現在實際上的作為，明確勾勒出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式企業經

營」的演進、變遷的全貌，指引今後日本式經營變革的方向。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日本經濟陷入不景氣，原因並非出於經營判斷的失誤。因為是發生了前所未

有的大變革。（Drucker, 1999） 

Drucker（1999）認為，日本經濟不景氣的原因，並非在於日本式經營犯了

什麼錯誤，而是世界發生了比 18 世紀工業革命還更大的變革，而現在正處於深

不見底的過渡期（profound transition period）。Drucker 還指出，無論是怎樣的經

濟，都會有起起浮浮的景氣循環，說因為日本經濟已成熟了，所以只會繼續探底

而無法恢復的說法，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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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觀點來看，日本的景氣停滯、經濟不景氣是肇因於環境的「大變革」。

由於環境的「大變革」，日本現在面臨的景氣停滯、經濟不景氣，並非在於日本

企業的經營產生重大問題，而此大變革也不是只有日本呈現出環境的變化。這個

環境的大變革是全世界都有的問題。因此，日本於 1990 年代初期發生的泡沫經

濟及長期景氣停滯，並非只是現在、也不光是日本的問題，可以說是其他國家遲

早也必須面臨的問題。實際上，世界繼續一體化、全球化、IT 化、全球氣候暖

化、高齡化及少子化等包圍我們的環境，不斷地變化。這樣的世界趨勢當中，日

本由於「泡沫經濟崩潰」，比其他國家更快承受環境的大變革，為了擺脫泡沫經

濟後起十幾年間持續的經濟低迷、不景氣，必須不斷地嘗試錯誤、摸索。在這樣

的日本式經營革新當中，日本經濟同友會（2000）也提到，該會業已謀求事業的

再建構及策略的改變，當然也有其他以新觀點經營的企業。另外，隨著日本企業

的業績恢復，英國的經濟雜誌『經濟學人』總編輯 Bill Emmott 撰寫的『旭日東

升、日本今後的 15 年』（2006）這本以日本為例的書出版，再度提出要改變日本

式經營的聲浪。（阿部，2007）部分日本企業處於泡沫經濟破裂之後的長期經濟

停滯，仍能夠逐漸打開僵局。 

本研究先從日本式經營談起，接著談到現在為止所發生變化，觀察日本式經

營根本的優勢及特徵，探究「日本式經營」究竟是什麼？藉由蒐集整理與泡沫經

濟破裂之後的日本式經營的變革方向有關的理論及實際的作法，從日本企業的個

案，進而延伸至整體環境大變革之下企業變革的方向。由於這樣前所未有的大變

革，所影響的國家、產業範圍等都在擴大中，因此過去擁有類似經驗的日本，其

變革方向、策略、作法等，對世界的企業而言，尤其特別是同樣位於亞洲的台灣，

與歐美相較，台灣企業的社會結構、文化等組成要素，都更與日本企業有相似之

處，因此日本經驗對於台灣企業更具參考價值。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則如下： 

1、 何為「日本式企業經營」？ 

2、 在二戰之後的復興重建、高度經濟成長、泡沫經濟破裂等環境、社會變化       

之下，日本企業要維持什麼？改變什麼？過程中要如何變革？ 

3、 歷經泡沫經濟崩潰、經濟長期持續低迷，日本企業實際上正進行什麼改       

變？ 

4、 環境變化劇烈，日本企業為了在世界上保有競爭力，日本式經營變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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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為何？ 

明確地了解自己，清楚得知自己的價值何在，應該保留什麼？應該變革什

麼？是在這個大變革時代，非常重要的關鍵。 

Drucker（1999）提到，為因應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向日本明治時

代的偉人們學習，應該可以準備就緒，迎接 21 世紀資訊化社會的到來，理由之

一是明治時代的領導者們，生於一個混亂迷惘的時期，與我們現在正面臨的混亂

迷惘時期相同，應該保持的日本價值為何？應該加以變革什麼？他們對這些都有

其心得。其二，日本明治時代的領導者們，逐漸完成日本蛻變為近代國家的變化，

漂亮達成了保持日本價值觀的連續性及平衡。 

日本經濟同友會（2000）提到，在把握住日本式經營體系的現狀及課題之後，

好好認識「為何必須改革？」、「應該怎麼變？」、「誰來進行改革？」的改革方向，

也很重要。了解自己、了解自己的優勢、價值何在？在無法預測的環境當中，不

偏不倚，應該保留的保留下來，應該改變的就加以改變。無論從日本近代化革新

的歷史看來，還有從管理學大師 Drucker 的話語來看，那些重要性都很明確。且

日本式經營的始祖 James Abegglen（2004）也提到：「四周環境一步步在改變經

營手法當中，日本並未改變，而業績仍持續成長，難道還看不出日本式經營的某

種意義嗎？」 

當前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與過去相較，變化的又廣泛又迅速。在這樣的變局

當中，為了發揚企業價值，必須站在時代尖端，進行變革不可。變革對強化企業

競爭力是特別重要的領域、課題。（經濟同友會,2004） 

本研究從日本式經營的形成起，目的在於縱觀過去及現在，探尋其本質。探

究變革的方向，了解自己、過去迄今所保留的事物，將來也要繼續維持的事物，

以及確認應該變革的事物，透過研究日本式經營的演化過程，希望可以提供同樣

面臨大變革時代的台灣及世界企業借鏡。 

 

第三節 日本式經營 

一、日本式企業經營的範圍 

關於「日本式」一詞的解釋，主要有三。（林、1999 年；奧林、1996 年） 

(一) 使用「日本的」企業經營。設立在日本的企業、海外的日商經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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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都包括在內。有國籍或地理規定的特定企業的經營，都是日本式經營。 

(二) 使用「日本固有的」、「只有日本才有」。各國都沒有的「特殊日本的」（制

度或性質）的經營制度。 

(三) 相同種類的事物，日本與各國都有，其功能與目的相似，但形態不同，使用

「日本型」的「日本的」。相對於「日本式經營」、「日本型生產系統」等，「美

國型」、「瑞典型」等，呈現「日本型」上，考量一般經營、生產體系的一般

模式、在共通的架構上，呈現屬於日本的特徵，使用「日本型」的表現，廣

義上包括「日本式」的用語。 

 

另外，日本式經營的「日本式」，一般也可以說是日本的、日本型、日式，

沒有明確的定義，相互交換使用。（森本、1999 年）因此，本研究歸納「日本的」、

「日本型」、「日式」都是廣義的「日本式」，都用「日本式經營」來表記。 

 

織畑（1993 年）則將日本式經營如下規定。 

 

 

 

        

 

 

 

 

資料來源：織畑基一（1993）『「日本的経営」進化論』プレジデント社 p.30 

圖 1-3Ａ日本式經營的架構                       圖 1-3B 

 

日本式經營的架構分為「行動樣式（behavior）」、「論理、制度」、「文化」、「生

理的固有性」（日本人的遺傳基因），「行動樣式（behavior）」及「論理、制度」

顯著的日本式經營（例如：家族主義及據此的價值觀），以及產生「行動樣式

（behavior）」及「論理、制度」的日本人「生物的」特徵，或遺傳基因的資訊（例

如：手很巧），以這些為基礎加以思考。(圖 1-3A)在日本式經營上，日本的行動

樣式及論理、制度仍是社會文化的基礎，與日本式經營的架構深刻相關，從「植

顯著的日本

式經營 

 

行動様式 

（behavior）     

 

論理、制度

文化     

 

生理的固有性 

（日本人的遺傳基因）

後天的 

先天的 

日本式經營
美國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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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日本固有文化的基礎的事物」、「與海外的其他經營方式的對比」這兩個方面

來考察。美國的經營也分為四個階層，部分是同樣身為人類都共通的事物、(圖

1-3B)而沒有共通的部分（斜線）就是日本獨特的經營方式，為了看見日本式經

營的核心能力及企業變革的可能性，日本與外國經營方式相通的部分，也是日本

式經營的「可能性」，實線三角形全部則是指日本式經營。 

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日本式經營、「行動樣式」及「論理、制度」，也就是「顯

著化的日本式經營」，來考察日本式經營。 

二、日本式經營要素的生成 

日本式經營的形成強烈依存於日本經濟史上，這是無庸置疑的。（吉田，1996）

為了瞭解日本式經營，檢討形成過程可說具有重要意義。日本對日本式經營的研

究很多元且複雜，關於日本式經營的形成過程分析，也有很多看法。日本式經營

是從何時起源的，對此也有很多樣化的說法。從過去迄今，關於日本式經營的起

源時代，主要有以下。 

（一）江戶時代中期（江戶時代 1603 年～1867 年） 

長達 300 年間的鎖國政策，日本形成了獨自的經濟體系，也對日本人的

精神有很大的影響，即使對日本文化的形成，也可說是重要的時期。 

尾高（1984）提到，形成於江戶時代的「藩」的基礎，是「村」（ムラ，

mura）的論理，這個命運共同體的人力管理體系，成為日本社會組織組成方

法的根本，其特徵與現今日本式經營體系的特徵有相當多層面非常一致，其

關聯性如表 1-1。 

表 1-1 人力管理體系的特徵之關聯性 

江戶時代 如今 

全人格的、生涯的 終身僱用等社會的全人的 

對全體無我奉獻的義務 對企業的全面的奉獻 

紀律教育及年功序列制 在職訓練（On-the-Job Training，OJT）

人和及一致協力 勞資雙方關係和諧及協調勞動 

權威主義的管理及參與計畫的經營 參與勞方的經營 

考量全生活面向的溫情主義 企業的生活保障、溫情主義的對應 

資料來源：吉田（1996）「日本型経営システム」東洋経済新報社，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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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化、資本主義化過程（1868 年～1913 年） 

在這個時期，日本式經營，變化成「家」（イエ，ie）的論理及資本的

合體、合成物。明治時代急速的產業近代化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在於農工商

自營的形態，轉為被企業僱用的關係，為了確保擁有接受此僱用關係的勞

工，開始確保有經驗的勞工的競爭，於是形成了家族式的經營。（吉田，1996） 

吉田（1996）認為：「日本型經營體系形成的背景，是有經驗的勞工人

數不夠。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是由於勞動供給過剩，這是兩相對

比。……由於補足原本不足的勞動力，為了固定化，而不得不提供某些條件。」

勞工人數不夠的情況之下，為了確保有經驗的勞工，先提出公司宿舍及廉價

販賣制度，接著又整備了工會、永年勤務賜金、恩給制度、退職金制度等，

日本式經營體系的另一面向開始萌芽。（板橋，1990 年）然而，這個時期是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期，歐美式的資本家開始崛起。由於勞工人數不

夠，加上必須導入歐美式的體系，因此必須與傳統的日式體系加以調整，成

為日本型經營體系的萌芽。（吉田，1996 年） 

（三）戰時體制期（1914 年～1945 年） 

根據野口（1995）的研究，日本式經營的特徵有終身僱用、年功序列（指

根據服務年資及年齡，可以獲得的薪資福利多寡、晉升條件有所不同的制

度）、企業內部工會，此為源於過去的總動員法（昭和 13（1938）年立法），

伴隨總動員法而整備的統制經濟各種制度－1940 年的體制論，植基於統制

經濟的社會主義政策，讓日本式經營上有獨特型態。（野口，1995 年；岡崎，

1992 年） 

依法將員工與資本家同列為組成企業的成員，將企業視為有機體，確立

員工參與經營的方式，並根據員工的移動阻止令，將勞動力固定。（吉田，

1996） 

（四）戰敗、佔領之後的改革及混亂的收集過程（1945 年～1954 年） 

二戰結束之後，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戰後由直接佔領日本的美國所進行的

改革。由 GHQ（連合国軍最高司令官総司令部）進行的改革，是為了將戰

後的日本變為民主國家的國民，公布了「工會法的制定」、「經濟的民主化」、

「教育制度改革」、「專制法律制度的撤廢」、「女性參政權」的五大改革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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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日本政府施行。工會立刻解禁，由於在戰時遭監禁而停止勞工運動的工運

人士，重新展開勞工運動，工會運動活躍、組織更完備。特別是從 1946 至

1947 年，工會相繼成立，1946 年的工會組織率約 40％，工會成員人數約達

到 400 萬人，現在很多工會的前身都是成立於這個時期。與戰前的勞動關係

法相較，當時的規定對勞工較有利，如今則是新時代的勞資關係，強調勞資

平等主義。（吉田，1996）勞働工會開始傾向鬥爭主義，對於以戰後復興重

建為目標的日本式經營高層而言，在勞資關係上，奪回優先權、確立「經營

權」是最優先的課題。日本式經營高層是依存於 GHQ 的佔領政策轉換及武

力，亟於將工運與政治脫鉤，並加以弱化。之後的趨勢是朝勞資雙方協調來

演變，確立了以僱用為首要之務的戰後僱用慣例。 

在經濟界中，為了達成經濟民主化，將三井、安田、住友、三菱等四大

財閥解散，把舊財閥直接解散，並據此將資本及所有權分離，使日本成為沒

有資本家的奇妙資本主義國家。 

勞資雙方協調及沒有資本家的特殊資本主義，到至日本採取與之前完全

不同的經濟制度與行動。 

（五）高度經濟成長期（1955 年～1973 年） 

歷經長時間形成的日本式經營之各項要素，確立了高度經濟成長期。（吉

田，1996；鈴木（幸），1999）學者提出，年功序列制在企業成長率高的時

期，對勞工帶來了很大的利益，終身僱用制度也是，在企業成長率高的時期，

不只是「不會解僱」，為了高度經濟成長，「也沒有必要解僱」。另外，日本

式經營的體系有效發揮，得以彈性地因應石油危機等重大經濟危機。（吉

田,1996） 

 

制度是為了解決每個時代的矛盾為努力，為了致力於將當時共通的倫理觀、

價值觀制度化的演進發展，據此形成的事物。日本式經營體系要素是在江戶時代

即逐漸形成的要素，明治時代起，迄二次大戰止所形成的事物，也是從戰敗起，

經過高度經濟成長的期間所形成的事物。過去是現在一切事物的源流，問題是在

它形成過程中，為了更深刻了解的助力。如今日本式經營體系就是現在的事物，

從過去迄今「演進」的結果。還有，將來的日本式經營，是加入了從過去迄今的

演進結果，意欲解決眼前的矛盾，而進行改革的「進化形」日本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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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從日本式經營的理論變遷起，每個時代背景、環境原本的日本經營是

什麼、有什麼變化起，觀察存在於每個時代其中的日本式經營的本質，在大變革

的時代，探究企業應該維持的重點、應該變革的重點，尋求從今以後日本式經營

－日本企業變革的方向性。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是，何謂「日本式經營」？為了先了解環境變化的根源、

要保留什麼、要怎麼變化，整理與日本式經營相關的各種理論說法。川上等（1994）

提出，企業從企業外部、也就是社會，調度挪移勞動力及資本所謂基礎的經營資

源，與社會的接點上，進行各式各樣的交易，規定這個交易的是「經營制度」。

另外，加護野、伊丹他（2005）將經營的基本方程式分為：「制度、習慣行為＝

原理 X 環境」，經營制度就是社會制度，在日本的社會中，不同的企業之間，具

有很大的共通性。佐藤（2002）認為，經營理念及經營體系是植基於社會風土及

社會理念，重要規定的原因則可見於各國當下的經濟狀況。在自由主義的市場經

濟體制之下，每個國家當下的狀況，是否處於持續擴大成長的基調，或是處於已

成熟的低成長經濟，被認為企業行動及經營體系會因此大受影響。這樣的事實說

明了許多從 1990 年代之後，獲利就負成長的許多日本企業，為了因應低成長環

境的劇烈變化，而將原本日本式經營體系加以變革，改變企業經營形貌。另外，

過去經濟活動低迷不振，許多歐美企業仍處於嚴峻的經營困境，從 1980 年代後

期起，所稱讚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將日本企業引為模範，以豐田汽

車的「看板方式（指該公司獨特的一種生產方式 Kanban System）」為代表，學習

許多日本式經營手法，獲致一定的成果。（佐藤、2002）因此，根據經營體系的

重要規定要因的日本經濟階段期，整理出「日本式經營」的理論。 

高度成長期迄今的日本經濟結構改變，與世界經濟的整合，加以劃分，每個

階段「日本式經營論」的理論如何開始？可從「形成期」、「適應期」、「轉換期」

這三個時期的劃分來看。（圖 1-4）還有每個時期的經濟動向－基於主要的經濟現

象、環境變化而產生的經濟背景，可見表 1-2。1955 至 1973 年的高度成長期，

Abegglen 先將日本企業的經營手法，以「日本式經營」加以介紹，「日本式經營」

也逐漸成形，這個時期是「形成期」。1973 至 1991 年處於泡沫經濟的安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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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國際政策協調期，達成高度經濟成長的日本，此時正備受世界矚目，其他國

家為了探求日本成功的要因，而向「日本式經營」取經，以及日商在海外擴張事

業版圖，因此將日本式經營要素運用在異國文化社會中，這個時期是「適應期」。

另外，泡沫經濟崩潰後，朝向市場全球化及結構性的經濟停滯，這個時期是 1991

年迄今的「轉換期」。這個期間正是 IT 化、經濟統合、貿易自由化等資本主義世

界經濟的形成、全球化急速的進展等，經營環境大幅變化當中，看不見日本經濟

恢復的徵兆，因此一直以來的「日本式經營」，顯然有必要加以變革。日本式經

營的各層面都被要求加以變革，這個時期是日本式經營的轉換期。而在轉換期被

提到的日本式經營的本質論，為了提示變革的必要性、方向性，因此也提到了從

過去迄今所形成的日本式經營究竟為何，因此而敘述的內容是前階段－適應期的

日本式經營特徵。為此，本論文將轉換期所提到的本質論，與適應期一併記錄。 

 
 
 
 
 
 
 
 
 
 
 
 
 
 

圖 1-4 日本式經營的拓展 

 

 

   

「日本式經營」

的抬頭 

 

與異文化的適應 

普遍性論 VS 特殊性論 

在海外的研究熱潮：探求成功原因 

崩潰論與對變化的批評 

在於環境變化中的變革 

・本質論 

・改革論 

・新日本式經營的提出 

適應期 Adaptation 

  1973-1991 年（泡沫經濟時期） 

   穩定成長期・國際政策協調期 

轉換期 Transformation 

1992（泡沫經濟崩潰）～迄今 

市場之全球化與 

進入結構性經濟停滯 

形成期 Formation 

1955～1973 年 

經濟高度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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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955 年代之後（時間劃分）的經濟動向及其背景 

 經濟傾

向 
主要事件 環境變化的經濟背景 

形

成

期 

1955-73 高度成

長期 
貿易自由化 
資本自由化 
1 美元兌 360 日圓 
1971 年黃金美元 
停止兌換 
1 美元兌 308 日圓 

‧六大企業集團：戰後型企業集團的

成立（住友、三菱、三井、芙蓉、

三和、一勸  
集團） 

‧經營課題是國際競爭力強化 
‧國際貨幣基金（IMF）體制的根本、

固定匯率制度 
1973-85 安定的

成長期 
1973 年實行浮動匯率制

度、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8 年第二次石油危機

1 美元兌 180 日圓

1985 年廣場協議 
（Plaza Accord） 

‧由於實行浮動匯率制度，主要先進

工業國及企業被強制納入世界市場

的競爭秩序當中 
‧兩次石油危機：世界市場中的虛擬

資產膨脹 
 

適

應

期 
 
 
 
 
 
 
 
 
 
 
 

1985 年

9 月

-1991 
泡沫經

濟時期 

國際政

策協調 
廣場協議的起點 
美國：美元貶值高利率

政策 
日本：超低利率政策 
1990 年股價暴跌 

‧廣場協議：日本經濟大受國際政策

協調的影響 
‧日本－日本央行（BOJ）的超低利

率政策引起經濟的泡沫化 
‧即使日圓持續升值，提升國際競爭

力仍能加以因應激烈集中的大量輸

出、美日經濟摩擦的增加、跨國公

司化的加速推展 
轉

換

期 

1991 泡

沫經濟

崩潰迄

今 

市場的

全球化 
結構性

的經濟

停滯 

1999 年政府對銀行紓困‧經濟明顯的逐漸長期停滯 
‧世界經濟條件的變化 
－全球化急速的進展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世界化 

‧經濟統合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擴

大、世界貿易組織（WTO）成立 
‧日本經濟的重要變化 
－象徵 IT化的技術進步的加速成長

以及製造業生產據點進行世界轉移

－泡沫經濟崩潰 
－大銀行的重組、大企業的經營統

合 
‧ 六大企業集團的體制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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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併用個案研究、企業資料及關於日本的研究的

資料及記錄，以時間為縱軸，從形成期到現代，加以廣泛蒐集，以具體探究日本

式經營的演進及變革的現象。 

本研究的主題「日本式經營」，是採用廣義的定義，以所有的觀點來進行議

論，提出各式各樣的論點。因此，本研究是運用質性研究方法，歸納論點。有關

論述日本式經營理論，最初的理論為 Abegglen 的『The Japanese Factory』（1958），

由日本在形成期、適應期、轉換期等每個階段所發行的資料，以及關於這些被提

到的海內外學者的觀點，歸納出「日本式經營」的全貌，從日本企業在轉換期的

實際作為，實證日本式經營在轉換期的型態。 

本研究的資料，以二手資料為主，資料主要分為兩類，其一是描述日本式經

營的歷年資料，其二是為了探究日本在轉換期的經營變革現狀，而運用的個案研

究，與日本各大企業經營變革有關的實際作為的資料，主要的資料來源，詳見表

1-3。 

此外，研究中所使用相關日本企業的個案，主要來自日本主要的財經刊物（紙

本，線上），以主要的標題、藉由日本式經營要素的主要用語檢索而搜尋出的資

料，挑選出大企業、優質企業等具有代表性的個案。 

 

表 1-3 本研究蒐集資料來源 

書面資料 國內外研究論文, 報告, 期刊, 報紙, 雜誌 (日經 Business，東洋

經濟, 週刊 DIAMOND, BOSS 等) 
國內外書籍（包含日本式經營者親筆寫作）等 

網頁 ・主要 Business 網路雜誌： 
日經 Business online、東洋經濟 online 等 

・報社網頁：読売新聞・朝日新聞 Online 等 
・研究機關・經濟團體的網頁 

日經連、日本政府、經濟同友會、能率協會、野村總合研究

所等 
・日本企業各公司官方網頁 

新聞稿、年報、CSR 報告、企業方針・概要、經營計畫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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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1、 時間的、地理的限制：為了在日本廣泛地研究「日本式經營」，筆者長期回

國之際，在東京都立圖書館、區立及市立圖書館、東京大學等地蒐集資料。

由於日本的學術研究資料並未電子化、未對外公開，且筆者主要是在台灣撰

文等，資料蒐集上具有時間的、地理的限制。 

2、 本研究是對與日本企業變革實際作為相關的個案、各大企業官方網站上發布

的新聞稿、經營計畫書、年報、正式的對外發言及企業經營者執筆的書籍等，

盡可能從執行這些作為的企業人士的角度來蒐集資料，資料主要為二手資

料、缺乏執行這些作為的企業、領導階層背後具有的經濟戰略意圖等第一手

資料的驗證。 

3、 個案研究的企業、實例，時間設定在 2000 年之後的代表性企業的首頁、財

經刊物（紙本、線上）、新聞，盡可能採用近期的新個案。關於日本式經營的

各要素，盡可能提出代表性的例子，呈現日本式經營的傾向，每個要素被舉

出的例子，但有數目上的限制，並未包括日本企業全體。 

4、 從企業實際的作為，舉出經營結構的變革個案，但都是企業組織中的部分變

革的個案、實際作為，從哪裡開始變革，會帶來什摩影響等，企業全體的各

種變革的效果，無法從統計數字上加以評價，無法針對各企業對全組織的變

革有效性，進行全面及具體數字的成果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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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範囲與研究設計  

文獻探討 

個案蒐集 

建構研究架構  

歸納個案及分析 

修正架構  

研究結論及啟示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二、三、四章） 

（第一章） 

（第四章） 

（第五、六、七章） 

（第八章） 

（第八章） 

四、研究流程 

本研究共由八章構成，第一章是探索研究背景、動機之下，提出研究主題，設

定目的與問題。從目的及問題起，提示作為研究對象的日本式經營的形成及範

圍，設計研究方法。第二章起至第四章，根據研究的設計，分為三個時期，從前

人的研究文獻，分階段觀察日本式經營。接著，根據第四章的轉換期的日本式經

營的文獻，從理論來架構日本式經營的變革方向研究，按照研究架構來蒐集實際

個案（case）。第五章起到第七章，將各項日本式經營要素個案加以歸納性地檢

證，從理論及個案來分析處於轉換期的日本式經營變革方向。再來，作為最後一

章的第八章，則從分析結果來修正研究構成，描述研究心得，以茲處於環境大變

化的企業作為變革參考。 

 
 

 
 

 

 

 

 

 

 

 

 

 

 

 

 

圖 1-5 研究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