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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的經營適應期:1973—1991 泡沫經濟時期 

第一節 適應期的背景及環境 

日本式經營論的適應期，相當於 1973 年-1991 年泡沫經濟時期。說到此期間

的經濟環境，能以廣場協議作為分界點，分成 2 個時期。前期是:1973-1985 年穩

定增長期-世界經濟競爭的秩序形成，後期:1985-1991 年泡沫經濟期-國際政策協

調的第二時期。在前期之中，日本經濟從這個時後，轉變為穩定增長期，不過，

由於世界的經濟條件轉移成浮動匯率制度，包含日本的主要發展型工業國的經濟

及企業都被強制地被編入到全球市場競爭的秩序中。為此，海外活動正式化，企

業展開國際化策略，以及急速發展情報化策略。 
1980 年代，在美國產業衰退的時期，日本企業開始往國際展開，於是日本

的產業發揮了壓倒性的力量，支撐這個日本產業便是日本式經營，所以如同美國

的經營者所說的，應該學習日本式經營，此主張不管是在日本國內或海外都形成

一陣風潮。(鈴木(正),2006) 這個背景以 1985 年的 G7 廣場協議作為代表性，1980
年代起日元持續升值，而美元貶值，當時的日本企業，不論他們願不願意，都不

得不下定決心到海外生產。這個時期，日本企業的競爭力的泉源，是由於持續性

的改善，並且以累積增加工廠的生產率為目標，專注在效率優先。據此，日本企

業同時達成了出色的品質及勝過世界的成本競爭力。 (經濟同盟會、2000) 特別

是很大的關心集中在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活動上，受到了相當大的注

意，過去一般認為，如果不是日本人的工作人員，或是如果不是在日本國內生產，

就不能實現的高品質的產品，沒想到居然在海外的工廠也能生產出如同日本國內

生產的同樣的高品質產品。日本能有計劃並有架構的做事的特點被具體化、普遍

化後，得以能夠將此轉移至海外施行。（柴田、2005） 
在後期，以 1985 年 9 月的廣場協議那年作為起點，這個時期，日本經濟因

國際的政策協調受到了很大影響。當時因為美國財政赤字，美元貶值利率政策迅

速的轉換，1 年之後美元價值減半，變成需用 120 日元來進行交易。 
日本應該維持日美的長期利息差，不料卻捲入超低利率政策中。植村(2003)

敘述了由於那項政策而對日本有很大影響的 2 點。1. 經濟的泡沫化: 國內的物價

上漲及日元得到國際的信賴及認可，因此強化了國際不動產投資等「以日元來做

投資」的行動盛行，2. 對企業活動的影響: 為對應日元一直升值之情況，只能學

習如何應對國際上的競爭力-電機、汽車等製造業大企業的局部大量出口和日美

經濟激烈的摩擦下，使公司跨國化迅速的發展。這段期間，日本企業被要求要有

能對環境的連續的變化的對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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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適應期的理論 

在 OECD 對日勞動報告書（1972）之中，比起 1950 年代後半日本經濟，達

成了年率超過 10％的經濟成長，於是被評論為「日本的奇蹟」。日本高度成長

秘訣是，當時技術水準其實也很低，也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的環境下，日本經濟

的發展只能靠人力資源的應用辦法，日本雇用制度的特徵為 (1)終身雇用，(2)
年功序列制，(3)企業內工會，這些被稱之為「三種神器」。這份報告書，是日

本的經濟學者共同協力，加上被以英文發表了相當具有權威的報告書，作為在高

度增長期的日本式經營的特徵。(奧林，1996)。 
適應期，是日本進入世界經濟最顯著的時代，反映了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

力，日本的經營向海外進軍的可能性這項論點「普遍論」開始被提問。直到 1960
年代為止，如同日本式經營中被作為象徵的「三種神器」。也就是說此項在其他

各國中不存在的「特殊的日本性」（制度或是性質）廣泛地被使用。(林，1999)
但就如代表促成日本經濟形成高度成長，Vogel(1979)的『Japan as No.1』、Oouchi 
(1981)的『Theory Z』等，日本企業的經營、明確的對自身有益的管理方法，這

項研究也在海外持續前進。 
根據作為日本式經營，在海外也能通用的「普遍性」的這項研究也被大肆地

進行，日本式經營的研究領域，從人資管理、勞動慣例為研究的中心，擴展到研

究開發、生產、購買、銷售、財務、經營分析等經營管理中個別領域的廣泛研究，

更結合了資本、企業集團、經營者的公司支配的結構分析之類的研究。(林，2001) 
同時這個時期，從日本式經營的「特殊性」的這個角度來看而做的研究，發

表了對於日本國內的企業及海外的日本企業之勞動、勞資關係實際的批判，不

過，由於部分少數派的論點，因此在本研究裡，只提有「特殊性論」這樣的研究

存在。 

一、普遍性論 

（一）Vogel(1979)在『Japan as No.1』表示，日本儘管是很少的資源，比起世上

的任何國家，但日本確實很有效地在處理工業化社會面對的各種基本問題，

並且使用了對於世界日本是第一的這個詞。然後，根據更深入的研究，日本

人的成功，不僅僅是由於傳統的國民性、從以前開始並延續的美德，倒不如

說是根據日本擁有獨特的組織力、政策、計劃，以及意圖性；日本各種各樣

的經營制度不只是由於日本民族獨有的傳統和本能，更是因為他們的經營慣

例，讓日本式經營能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 
Vogel 對於日本能作為自由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並且為與美國同為自

由主義經濟實行的國家，認為可以日本為借鏡之理由為以下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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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的制度完全按照合理的判斷來建構而成。日本透過大改革，選出各

自的領域一般認為是最好的制度，此後，接連著加上細小部分都獨自的進

行改良的這項方針，比較並討論檢討各種各樣的制度的有效性，制定了甚

至是達到細微部分能被活用且出色的近代制度。 
2. 在民主主義的工業國中，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歐各國，以自身的傳統作為

基礎，並且發揮其創造性，以全新的形式採用了各種歐美各國的制度。 
3. 今天美國直接面臨的各種問題，也是日本也一直從以前就有的問題，日

本積極地致力於問題解決。為了解決那些問題，建議中央集權化，以抵禦

外國的侵略，趕上西歐各國，使日本政府成了持續發揮且強而有力的龍頭。 
4. 日本的各種治理制度大成功。雖說日本的制度並非完全優異，不過，現

今美國面臨的諸多問題都是日本以前曾經面臨的問題，同時也證明了日本

作為美國如何妥善應對的例子的事實，美國人仍有許多需向日本學習的東

西。 
 

同時，Vogel 歸結了日本式經營的特徵，以終身雇用為基礎的年功序列

制，與年齡相應的地位，個人的援助，員工福利，退職金等的歸屬意識、忠

誠心的發揚，企業內人材培養，bottom up 式經營，稟議制，來自資本籌措

方法(銀行的借款)，市佔率至上主義，團體精神，溫情主義等大企業的組織，

皆能看到日本的經營特徵。Vogel 敘述成功原因並不是根據日本民族中所流

傳的神秘的集體忠誠心，而是在根據組織給予個人的歸屬意識和自尊心，對

工作的人們，給予他們一種自己的將來能由於企業成功被保證的自覺，述說

了日本的大企業建造了能妥善因應 20 世紀後半的要求的有效的近代組織。 
 
（二）Pascale & Athos 巴斯克與艾索思(1981)以『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for American Exectives 』、關注日本企業比美國企業取得更高

業績的事，主張了美國企業應從出色的日本企業的經營方法應該積極地學

習。也分析出日本企業在人員結構、技能、組織構造、管理作風的優異表現。

（奥林,1996） 
Pascale & Athos (1981)以 7 個 S 來比較日本企業（松下）與美國企業

(ITT) ，發生在制度(System)、策略(Strategy)、結構(Structure)等「硬性Ｓ」

方面，兩家(兩國)公司幾乎完全相同，但在作風（Style）人員(Staff)、技巧

(Skills)、最高目標(Super ordinate Goals) 等「軟性Ｓ」方面有重要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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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 S> 
・策略（Strategy）：計畫或措施，據以分配公司的稀少資源，最終達成預定

目標。 
・結構（Structure）：組織圖的內容(即部門、分權等)。 
・制度（Systems）：規定的報告和例行的程序，譬如會議方式。 

 <軟性 S> 
・作風（Style） ：主要管理人員為達成組織目標所採用的方法；也包括` 組

織的傳統作風。 
・人員（Staff） ：公司內部重要人事分類的詳細內容(即工程師、企業家、

企管碩士等)。 
・技巧（Skills） ：主要人員或整個公司的獨特能力。 
・最高目標（Super ordinate goals） 

：組織灌輸給其成員的重要意義或指導觀念。 

Pascale & Athos(1981)提出，松下對甚麼企業都擁有的不確定性及不完

整性採取平衡， 工作目標結合社會的目標的共同之價值觀與信念，作為經

營基礎。日本組織內部溝通方法擁有高度技藝，終身雇用、非常重視人力資

源等方面，是美國不足的部分或還沒重視的部分，這些狀況對美國不利，也

是應該學習的地方。 
 
（三）Schonberger(1982)在『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中，歸結了豐

田汽車的生產方式中使用成本、品質、交期擁有優良競爭力的這項研究的 9
個課題。 
1. 經營管理、技術能遷移。 
2. JIT(Just in Time)讓隱藏的庫存與過剩等深刻問題明確化。 
3. 品質從生產開始，企業全體需要「改善的習慣」。 
4. 文化不是障礙，技術使之行動變化。 
5. 簡單化使之提高產品流通。  
6. 藉由彈性創造可能性。 
7. 組織隨時活動。（JIT：必要的東西、必要的時候、必要的份量） 
8. 促進自我改善，縮小程序化和專家介入。 
9. 簡化就是自然。 

對美國複雜的管理「程序、控制、電腦、資訊管理、行動干涉、數理的

模型」，日本式作為是所謂「問題的簡化-Simplicity」。日本系統中重要的

順序和技術，根據 Just in time 的高生產率和由於 TQC(Total Quality Control)
的高品質。日本開發的生產和品質控制系統，又源自於其所持有的文化，在

日本的特殊環境下，形成的日本社會行動傾向發展促進高效率的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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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個系統本身的順序和技術十分簡單，這項實施中不必要特殊的環境

和文化作為基礎，身為日本以外的國家也能實用。Schonberger 表示以日本

為首，其他的各國也學習了的美國的優秀模範系統已是過去的，現在(當時) 
世界最好的是日本的生產和品質控制法，所以學習這樣的系統是必要的。 

 
（四）M.L.Dertouzos（1989），在『Made in America』中提到，美國製造業生產

率降低的原因，是因為美國企業落伍的策略(堅持通用規格的大量生產系

統)，舉出有關投資家、金融機關、經營者的以這樣的短視態度、短期觀點、

開發和生產技術的不足(生產革新的衰微)，輕視人力資源 (勞動力質量的降

低)，缺乏個人及組織間的協調體制，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為首、教育訓練、

研究開發、安全保障、經濟的、社會的限制、經濟的基礎設施等的各種的政

策和產業界步調的混亂，展現出美國企業的組織形態和經營狀況造成美國生

產率問題，而採用日本的生產方式，能使歐美先進工業國的企業競爭力有效

復甦。 
關於日本企業優秀的特徴，提出以下幾點。 

1. 開發生產:日本的技術人員從設計引入高品質，產品開發的時候的合作和` 

設計、生產過程設計皆同時進行，迅速的生產且繼續性的改善產品。 

2. 人力資源的有效利用:根據 OJT，透過技能和在專業能力的綜合訓練、工

作輪調、職業訓練中心、對企業的工作人員的技術發展的獎勵等工作訓

練的教育，來取得相關技術並調整狀況。 

3. 協調體制：透過工作輪調計劃，全面地大範圍理解對企業的技術、製造

能力，能使之聯繫互相經營上之決策，勞資中有協調關係存在。垂直和

供應者之間的關係，水平關係，在同樣產業的同業工會等之間的協調關

係，以及政府(通產省)的政策和強力的支援體制。 

4. 政府的政策:積極性的增加支持並給與支援、產業保護、企業指導、國家

的發展計劃的產業結構計劃等。 
 
（五）C.Johnson（1982）以『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提出，日本奇蹟出現應歸功於執行獨特的產業政策的通

產省。而且日本的高度經濟成長，是因為通產省成功了監督指導，並且培養

優質的出口產業。日本這個國家在經濟領域的效能首先歸功於它有明確的優

先目標，日本把發展放到了首要位置。在國家指導下，高速經濟增長是政府

部門與私營企業的關係問題。因此，日本應對其問題，實行了企業的自我控

制、國家控制、公私合作等之三種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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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定的各種優先目標和對公私合作的支持，讓日本經濟成長。雖

然其他國家不需完全複製日本的歷史演進過程，但試圖仿效日本的國家要

準備好萬眾一心，政府與企業積極合作的社會條件，以日本經濟發展模式

要素來使國家經濟成長。 
1. 人數不多，薪資不高，但最有管理才幹的公職團隊。 

  2. 為才幹的公職團隊提供相關配套措施，有效率的政治制度。 
  3. 完善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國家制度。 
  4. 具備一個像通產省的領導機構。 

日本中央政府和業界密切聯繫，以認可以及行政指導等控制，實施有效

果的政策營運。不但透過政府金融的分配融資，預算津貼，補助金等的力量

來掌握產業政策，如此通商和貿易，根據技術革新的科學技術開發與專利，

能源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等保持了廣泛的權限。根據政府主導的政產官之密

切關係進行的政策，在產業的近代化和對外國的 catch up 開發主義階段，發

揮了相當有效的作用。 
 

以上，歸結海外學者的的日本式經營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1. 企業組織：下到上的決策過程（bottom-up）、稟議制、全員參與。 
2. 人性管理：終身雇用制、年功序列制、福利薪資制度、企業內訓練、OJT、

工作輪調、企業歸屬感及忠誠心的高揚。 
3. 生產和品質管理法：開發生產、改善、JIT、TQC。 
4. 環境：政府政策與官方指導、勞資協調、資金籌措方法等。 

二、Z 理論 

W．G.Ouchi『Theory Z: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Challenge』比較日美企業的組織原理，以「學習日本，越過日本」經營方法出示

了 Z 理論。 
支撐著日本奇蹟似的急速成長的主要特徵，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快速的生產

性、日本的歷史性、社會性、文化性事件而形成的經營手法，Ouchi 探討美國是

否能夠導入其手法而得到成功。透過如表 3-1 的日美的公司比較，美國組織是 A
型，日本組織是 J 型，以及擁有和日本公司有多項相似特徵的美國公司 Z 型(表
3-2），論述「Z 理論（theory Z）」，日本式經營具有普遍性美國企業必須學習

的優點，不僅能夠跨越文化的障礙並且是美國公司得以導入之手法。特別受到注

目的日本式經營的特殊性之中，相反的也暗示了其經營型態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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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平等主義是 Z 型組織的中心特徴。平等主義意味著，每個人能依照自

己的思考模式來工作，不受到嚴密監視也能自立性的工作，「信頼」關係讓平等

主義可行。這像特徵是，在於日本公司以及 Z 型公司之中，能具有高度的幹勁、

忠誠心、甚至於高度的生產率之主要原因。同時，關於 Z 型組織的缺點，是若

有影響到基本理念似的環境的大變動，無法快速應對。構成基本理念的公司文

化，是以一貫性的信念、儀式(典禮)、神話等形成的，因此只能緩慢變化。 

表 3-1 日美企業的比較 

美國企業（A 型） 日本企業（J 型） 
短期雇用 

快速的人事考核和晉升 
使之成為専門的晉升過程 

明示的管理機構 
以個人為主的意思決定 

個人責任 
與人有部分的關連 

終身雇用 
緩慢的人事考核和晉升 
非専門的晉升過程 
非明示的管理機構 
團體的意思決定 

團體責任 
與人全面性有關連 

 
同時，特別在 Z 型的組織那個晉升中，有過渡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性

的傾向。讓 Z 型組織的企業順利運作的，「信賴」、「周到的照料」、「親密」

等的性質，是使公司內長期的同一性質化後才能形成。因此，變得必須更慎重的

看待有關文化性差異的人為評價，此結果相對地造成晉升緩慢的傾向。 

表 3-2 Z 型企業 

１．雇用形態 並非採用終身雇用，實際上是採用長期雇用的

形態。 
J 型 

２．人事考核

和晉升 
比起 A 型晉升算是緩慢的，其之間由於根據非

金錢性的評價方式等，加上公司表現出仔細地

看待評價。 

J 型＋A

型 

３．晉升過程 與日本的公司同樣，要走遍各種職務和部門分

課。 
J 型 

４．管理機構 存在著在明示性與非明示性之中取得平衡的狀

態。 
J 型＋A

型 

５．意思決定 参加型。在根據多數的人都同意的情況下作出

決定，在實行的階段中能達到很好的效率。 
J 型 

６．責任 關於決定的最終責任在一個人身上。 A 型 

７．與人相關

的關係 
所有層級的員工不只是同事的關係，還形成親

密的人際關係。在職場以外的場所，同事們還

J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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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chi 論述當時的美國的商務為了生存需要變革，因此，並不是完全把日本

式的公司經營方法的文化和人們的性質，就這麼完全的接收，而是一邊形成個人

的個人主義並一邊整合組織，來組成一個好的組織- Z 型組織的形成，此組織才

是最適合美國的企業組織。 
Z 理論是全世界受到關注的日本式經營的特徵，擁有許多優點，一方面尊重

美國的文化、社會，一方面又採用日本式經營的，充分運用雙方的優點，使企業

朝變革方向的一種新的搭配。可是，以 Z 企業的形式來看，除「6.責任」以外，

主要都還是使用 J 型特徵為主所構成的，此即能看出當時日本式經營的有效性，

是廣泛地被學者所承認。 

三、本質論 

日本經營的本質論，在轉換期中為了表示變革的必要性、方向性，敘述了至

此之前形成的日本式經營是怎樣方式，不過，內容是適應期被形成、確立的日本

式經營的特徵。為此，分為適應期的日本式經營，整理出以下理論。 

 

Porter（2000），花了十數年詳細的採用實例分析和實證研究、統計、數據分

析等進行日本產業競爭力的研究，歸結成『Can Japan Compete？』(日譯: 日本

の競争戦略,2000)，主要是使他人能理解日本發生的變化。因此，在本論文中，

將以 Porter 所述說的 frame work 為出發點，歸納整理在適應期的日本式經營(=

本質論)，及在轉換期的變革論之各項論點。 

Porter(2000)認為，日本企業成功的模型，基於比起其他競爭公司更能發展

出獨特經營手法，來同時達成最好的品質與最低的成本。以達成好品質與最低的

成本來做為考量的基礎，不斷地持續進行改善，來達到最佳的實行和擁有尖端技

術的地位，以此種想法做為企業競爭形式的基礎。根據開發全面品質管理、精實

生產、和供應商緊密關係的維持等多數的經營手法，使許多的日本企業達成不可

匹敵的躍進。 

Porter，以日本型企業當做模型的優點中，歐美和日本的學者之間擁有共識

的要點，共提出 4 點：  

１. 工作人員的職務能力迅速的提高 

2. 堅固的共同體意識的形成 

3. 蘊釀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 

有交集與活動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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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於長期視點來決定獎勵管理主管等 

在這裡，很明顯的看得見人性的要因。同時，作為日本的經營手法，必須具

有以下構成要素，一連串的生產手法、人事政策、組織與對於領導的方法、以及

多邊化的方法等，這些構成要素，全都是特徵性的企業目標引導的。 

Porter (2000)，定義作為「日本型企業模型」的 10 項要素，Porter 提出的日

本型企業模型構成要素之下，闡述了從關於適應期的日本式經營，將許多關聯文

獻做了歸納性地整理。 

（一）高品質和低成本 

日本的經營，以卓越的品質和比起其他競爭公司更低的成本，同時提供

了競爭優勢做為信念來當做基礎，根據經營中，重視品質、生產技術，這個

經過改善的革新方法，削減缺陷率、重工率、或是部分品項種類的削減，不

僅僅使之減少成本，品質同時也使之提高。這樣的以效率優先的系統，贏得

了是世界上最佳的計劃系統的稱讚。(經濟同盟會, 2004; 日本效率協會, 

2000; Porter, 2 000) 

（二）廣泛的產品線和附帶功能 

日本企業，追求提供多數的功能的廣泛產品線。開發的主要著眼點為擁

有多功能性，在於讓一個產品結合各樣的功能。同時，日本企業不斷地持續

提供許多的新產品，那個結果，戲劇性地縮短了產品的生命週期。(Porter, 

2000) 

（三）精實生産 

Porter，完成了精實生產系統為日本型企業模型的核心作用。是把產品

開發、生產、購買當做是一個一體的系統，追究內在調整性的系統，目標是

趕上歐美，將改善、改良作為中心的效率優先經營系統。(河邊,1998;經濟同

友會,2004) 

此構成要素中，包含以下幾點。 

・全面品質管理（TQC） 

・持續性的改善 

・ＪＩＴ（Just in time）生産、也就是說考慮到市場需求及庫存量再來做生

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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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製造工程的製品設計 

・和供應商的緊密關係 

・具彈性的生産 

・迅速的週期 

同時，織畑(1993)提出，全面品質管理和現場主義密不可分，在於現場

主義特徵有以下 5 點。  

1.對企業來說現場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現場的人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 

2.專家諮詢(問在現場的人) 3.現場的員工的平等性，4．協力一同工作(在

自己的職責範圍外也用創意盡力改善工作) 5.全面品質管理下的高品質低

成本製作。 

（四）員工當作公司資產 

當公司內部凝聚強大共同體意識，員工的忠誠心，在經營上以長期的觀

點來形成策略決策，制定一連串的人事制度，員工參與型的經營風格，嚴格

的選拔制度等，都為全公司凝聚共同體意識的形成有所貢獻。(Porter，2000) 

日本企業，他們重視企業內訓練，來確保均質高水準的人材。其他，根

據提供豐沃員的工福利，由下到上的決策過程，有效的提高員工的參與意識

和現場的士氣等，同時與增加企業的一體感，員工的忠誠心也相對的提高

了。(河邊，1998; 經濟同盟會，1991; 日本效率協會，2000) 

織畑(1993)又提出，「人材有效的利用」是對日本企業來說極為重要的

課題，終身雇用之類的，成為在人材的增減不自由的系統下，讓所有人材發

揮最大限度的能力，在經營效率上，是重大的主要要因。在日本的經營中，

人事費不是變動費用，而是固定費用。日本企業需要對自己有擁有的人材

中，確實地引出他們的能力，以確保經營效率，於是人材開發也變得非常重

要。 

（五）終身雇用制 

日本的人事制度以終身雇用制為中心。（伊藤 , 2004; 佐藤 , 2005; 

Abegglen, 2004; Porter, 2000） Abegglen（2004）說，日本企業的價值感在

於「對人的重視」，大大的符合「公司＝社會組織」的這個意義，公司和員

工之間有所謂的「終身關係―lifetime commitment」的這項連繫，表示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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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目的是長期且持續不斷的確保員工的生活。終身雇用制對員工來說，

是一項生活安定的保證，也是對公司能產生信頼感的一項措施。這個使得

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意識提高，而歸屬意識又能培育出忠誠心，歸屬意識培

育忠誠心再生出工作熱情，又能培養出愛公司精神。同時，以員工深刻的

信頼感和高度的勤奮勞動的意願和慾望為基本，而被創造出的這項知識，

更是企業競爭力的中樞。知識，是根據那個共同所有化和積蓄，並且提高

那個成果，強化競爭力。終身雇用是源自於長期雇用制度，將在現場的經

驗，變成工人的能力和熟練度。(川上等，1994) 另一方面，對員工來說，

也如同以上敘述一樣，終身雇用制保證了生活的穩定，對個人來說，最大

的意義是在穩定的工作使他能夠人生設計。 

同時，年功序列制也有緩和個人間競争的情況，團體中的連帶感提高，

使用長期業績來評價等，使企業達成長期性的業績提高的目標。佐藤

（2002），敘述終身雇用制度之下，年功序列制最難出現讓人不滿的事，或

是將其不滿事件的發生，降低到最少的一種維持勞動秩序的體系。正因如

此，到現在為止它成了安排人事、勞動對策的根本。接著，再從另一項觀

點來看，經濟高度成長期是以勞動密集性的職場為主體，很多工作是被如

經驗、感覺、要領等，作為工作熟練的關鍵支持，這個也讓持續工作的年

資，工作的高度純熟度有親密的關連。 

企業內工會，以當做工會的領導人和企業的中層管理人員層密切的關係

作為特徵。企業內工會更加強日本的人事制度，從歐美企業來看，則是對

避免許多勞動問題有貢獻。(Porter, 2000)在是，在其他國家中所沒有的「勞

資協調」的狀態，公司和工會，就像車和車輪這樣的，與企業是一家的，

命運共同體這樣的心態根深柢固。企業內工會制度，與歐美的方法比較，

就是把員工的利益和企業的優先事項變得更加相近。 

（六）藉由共識領導 

日本型企業特徵是，在其領導過程中會追求共識。(Porter, 2000) 稟議

書（即書面請示書）、下到上的決策過程、集團主義的社會風氣等，透過團

體決策而逐漸形成共識。Porter 表示，Quality Circle (QC)、全公司品質管理 

(TQC)等，有助於共識形成和公司意向之確立。像這樣許多以正式和非正式

方式去參加員工培訓過程，對於達成高品質水準、在製造現場導入嶄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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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貢獻。 

        織畑(1993)表示，在以前管理尚未成熟的日本式經營當中 1. 現場主

義，跨越自己職責去共同幫忙（在品管圈、小團體活動、belt line 等。) 、 2.

不同領域的人們組成商品開發團隊的日本式開發新商品的方法。3. 打破組

織的隔閡，自然地形成團隊，團隊作為一個小團體來完成一個目標。 （對

美國企業來說是不可能的)、4.全公司職員參與，甚至連公司的發展方向都能

一起決定等，諸如此類，正是以集團主義支撐了日本企業的成長。 

（七） 堅固的企業網絡 

Porter(2000)表示，日本型企業模式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就是有著如

同蜘蛛網般複雜的企業網絡。此網絡工作由銀行、供應商、相關產業領域企

業等所構成，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作「系列」的企業集團。 

        此系列重視集團、母公司、子公司等的系列，交互持股和彼此間進行重

要的交易。此類企業之間交互持股的作法，能形成安定且長期的股東型態，

並去除來自股市對業績要求的壓力。 

        另外日本企業之間的企業聯合也很強，有著採取協調行動之傾向。（吉

田, 1996） 

（八）長期目標 

Porter (2000)認為，日本企業是以長期觀點來作決策，並以擴大市場佔

有率為第一優先。這背後與安定的股東、終身雇用制等一連串制度有關。日

本企業在加入市場後，積極在價格改良來增加市場佔有率，而下修市場對其

所期待的投資報酬率。此結果造成重視短期性利益的美國企業中斷投資或是

退出市場，日美間經營理念之差異，讓許多人認為就是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

中成功的原因。 

        日本企業的經營目標特性，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都屬於「重視成長

性」。（伊藤, 2004、佐藤, 2005）在此重視成長之長期觀點下，形成採取終

身雇用制及年功序列制，作業員直到退休前，皆長期試圖提高全體員工的參

與感與積極性。另外促進許多改善（= 知識創造活動）的動力，是彼此間的

信賴關係及高度的勞動意願。因此，長期觀點的日本式經營，讓由全體員工

所參與的長期知識創造活動變為可行，進而穩固了日本式經營模式之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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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 

（九）邁向高成長產業之企業內多角化 

        日本的強力成長助長了企業的多角化。相較與歐美企業，在日本企業中

交叉持股及長期保有股份是普遍的現象，因此企業間的購併未被普遍接受，

因而造成活用傾向公司內資源來實行相關產業多角化。因實行終身雇用制，

邁向高度成長產業多角化提供了已成熟產業所剩餘的人員再度活躍的機

會，另外為了善用已有的人力，一般認為最好能將合適的技能再加以多角化

來運用到相關產業。(Porter, 2000) 

（十）與政府的密切合作關係 

        戰後日本經濟成功，一般認為大部分皆歸功於政府所實施的各種政策，

但 Porter(2000)表示那並不正確，並加以驗證成功的產業及失敗的產業之實

際資料，說明日本型政府模式不可能是日本競爭力的來源。(Porter, 2000) 但

那種見解屬於少數派，一般日本型政府模式的例子如下所示。 

形成日本型政府模式之基本要素： 

(1) 擁有安穩的官僚機構之中央政府的積極介入（主要是通商產業省） 

(2) 重點培育對經濟成長有所貢獻的特定產業 

(3) 積極促進出口 

(4) 廣泛地「指導」、許可認可、規制 

(5) 國內市場之選擇性保護 

(6) 外國企業直接投資之制度 

(7) 因反壟斷法而導致不景氣的產業之合理化 

(8) 因政府主導而不景氣的產業之合理化 

(9) 認同企業聯合 

(10) 被規制所束縛的金融市場及限定性的公司治理制度 

(11) 政府所贊助的共同研究開發計畫 

(12) 堅固的宏觀經濟政策 

根據 Porter (2000)對成功產業及失敗產業當中政府所扮演的腳色所作的

檢視，發現到政府的參與乃是意料之外的方式去進行。在成功產業當中為

1.透過許多政策施行，刺激對新製品的初期需求，進而幫助產業競爭力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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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藉由訂定嚴格標準，給予了發現創新的契機。3.站在長期遠光促進資

本投資之政策。4.嚴格的基礎教育制度。5.提供大量理工科畢業的人才。而

在失敗產業中的問題癥結，則為以下五點。1.失敗產業領域中受過訓練的人

才不夠。2.內需型的國內產業成為出口型產業競爭力之沉重負擔 (零售業、

批發業、農業、物流等國內部門的低效率，成為日本經濟的負擔 )。3.發生

許多失敗事蹟的產業部門，都是在基礎‧應用研究及創意的競爭上格外重要

的部門。4.所有失敗產業的共同特徵為，日本市場上和世界市場上的顧客需

求有不一致。 

（十一） Porter 的日本型企業模式要素以外的日本式經營特徵 

1. 共有 

吉田 (1996)表示，日本式經營系統的本質問題在於經營系統的作法

上，是由成員共享資訊並互相協調以提高生產。在日本式經營，組織內共

享知識、技能、資訊等。（織畑, 1993；日本能率協会, 2000；吉田, 1996） 

另外，由於人們長期在統一處工作，所以人與人之間形成了人際網路，除

了共享各式各樣資訊外，此資訊共享會促進溝通，是推進組織內協調合作

的寶貴資產。（川上等、1994） 

2. 公司治理 

日本式經營中的公司治理，具有以下特徵。 

‧權限轉讓：各事業部像是獨立的企業，各部分權限皆被轉讓，並非是

經營者獨自判斷整體而獲取最大利益之形式。 

‧經營者的關注：比起股東經濟上的利益，更關注身為利害關係者的員

工、顧客、主要銀行、交易對象等，這可以說是一種現場主義。 

‧非由股東來支配：商法規定公司的所有權在股東上，經營者乃是被股

東委託經營的企業經營者，而支配公司的是股東。但日本企業的主要

股東是金融機關、系列公司等互相持股。 

 

如上所示，非股東支配的特徵，使來自股東的壓力很小，因此經營者

能夠以長期觀點來進行投資和培育人材。（川上等, 1994） 

關於日本式公司治理所帶來的特色，織畑（1993）列舉了以下幾點。 

(1) 企業領導人權力可能被過於放大。 

(2) 監督功能薄弱，容易發生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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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易用長期觀點來經營。因股東不會強求報酬，故可以犧牲掉一定的

短期收益。 

(4) 對股市的構思與美國不同，對日本企業來說，分紅被看作「成本」 

3. 日本社會文化的特徵 

‧團隊合作 

       ‧勤奮工作、重視協調、個人慾望的抑制 

       ‧集體主義、全體主義、前例主義、槍打出頭鳥 

‧人類主義、平等主義、人類重視「公司=社會組織」 

      ‧心話與場面話的分開使用、秘密主義 

      ‧以日本人為中心/日本式溝通，更重視巧妙地配合彼此、以心傳心 

 

  以上，以 Porter 的日本型企業模型構成要素框架為根據，整理了何謂日本式

經營-日本式經營本質論之相關文獻。歸結「日本式經營」的各要素及特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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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適應期的日本經營特徵 

Porter 日本式企業模

型之構成要素 
日本是經營特徵 

重視品質 
重視効率、改善主義 

(一) 高品質與低成本 
 

生産技術重視 
產品線廣以及擁有眾多功能 (二) 廣泛的產品線和

附帶功能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 
全面品質管理（TQM） 
持續流程改善・創新 
即時（JIT）生產 

考慮到製造工程的製品設計 

和供應商的緊密關係 

具彈性的生産 

產品生命週期短、迅速生產 

現場主義 

(三) 精實生產 

重視經營效率 
員工為公司資產 
共同體意識 
員工的忠誠心（提升員工對組織的帰属感） 
以長期觀點的人資制度 
非金銭的激勵 
充實員工福利 
企業内培訓：爭取人材（同質性人材）、培訓（統一型培訓）

(四) 員工當作公司 

資產 

 

培養通才（複數技巧）、工作輪調 
終身雇用制・長期穩定雇用 
年功序列制 

(五) 終身雇用制 
 

企業内工會・労資協調 
藉由共識領導（傳導師型） 
重視共識・以稟議書的決策（公式・非公式） 

(六) 藉由共識領導 

下到上的決策・提高全員參與的意識與現場倫理 
(七) 堅固的企業網絡 堅固的企業網絡 

重視企業集團・互相持股・系列 
以長期觀點的決策・長期目標 
市佔率至上主義・重視成長性 

(八) 長期目標 

重視資本積蓄・内部（能力）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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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基礎研究 
向高度成長産業的多角化 (九) 邁向高成長產業

之企業內多角化 運用內部資源對相關產業多角化 
與政府的密切合作關係・官僚主義 
政府主導間接金融來進行緩和的通脹政策・積極長期投資等

官僚制度結構/権威主義與面子・管理統制志向 
保護業界共通的利害 

(十) 與政府的密切 
合作關係 

 

重視跟別人不要有差異的経営、同質化競争 
(十一)其他的要素  

共有情報、協調來提升生産性 ( 1 )共有 
共有：知識・技巧、經營價值觀、非言語的情報等 
非由股東來支配 
形式的董事會・股東大會 
自己組織的 

( 2 )公司治理 

網路型態的彈性結構 
團隊合作 

勤奮工作、重視協調、個人慾望的抑制 

集體主義、全體主義、前例主義、槍打出頭鳥 
人類主義、平等主義、人類重視「公司=社會組織」 
真心話與場面話的分開使用、秘密主義 

( 3 ) 本社會文化的 
特徵 

以日本人為中心/日本式溝通，更重視巧妙地配合彼此、以心

傳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ジョン・アベグレン（2005）,『日本的経営は死なず』,日経ビジネス 
伊藤賢次（2004）,「TPS と「日本的経営」」,Review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4, p33 ～54 
今光廣一（2005）,「二十一世紀之企業経営與国際貿易」,『商学研究』第 45 巻第 3 号 
織畑基一（1998）,「近年の日本企業における組織進化の考察：自己組織化の視点から」, 

『経営・情報研究』No.2,p13～26 
川上哲郎,長尾龍一,伊丹敬之,加護野忠雄,岡崎哲二(1994),『日本型経営の叡知』,PHP

研究所 
川端大二（1998）,「新日本的経営のビジョン」,経営研究,第 12 巻,第 1 号 
経済同友会(2000),「新時代に向けた企業経営」,経済同友会 
佐藤徹（2002）,「日本的経営システムの変容に関する考察」,関西学院大学 
鈴木幸毅(1999),日本経営の変展,駒沢大学経営学部研紀要第 29 号 
淡輪敬三(2005),「日本企業の進化型-日本発の先端的人材・組織モデルとは何か」 
日本経営者団体連盟(1995),「新時代の『日本的経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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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率協会(2000),「日本の優良製造企業に学ぶ経営革新の新視点」,日本能率協会 
野村総合研究所(2006),『2010 年日本の経営』,東洋経済新聞社 
前田卓三（2007）,『新・日本型経営モデル』,PHP 出版 
吉田和夫（1996）,『解明 日本型経営システム』 
Maichael E.Porter, Hirotaka Takeuchi and Mariko Sakakibara（2000）,『Can Japan Compete?』

Basic Books(マイケル・Ｅ・ポーター、竹内弘高(2000),『日本の競争戦略』,ダイヤ

モンド社) 

 
 
 
 

第三節 日本式經營之適應期 

   根據適應期相關文獻所示的日本式經營要素，將其依功能類別圖示化以後，

如下圖 3-1。  
   在適應期的日本式經營，因為世界經濟的影響-浮動匯率制等，使得包含日本

在內的主要先進工業國的經濟及企業被強制地編入到世界市場的競爭中，海外活

動也因而正式起步，國際化策略的展開、資訊化策略也急速發展。為此，開始制

定強化企業實體，長期觀點擴大，進入高度成長產業等策略。日本在國際競爭中，

除了以往的日本式經營:以人力管理制度、組織營運之外，特別是在生產系統中，

設計且訂定了多樣化的手法，以其獨自的生產與品質管理法，以及政府政策向世

界競爭參戰。因此，隨著這個時期企業的國際化，日本達到高速成長。即便是在

石油危機下也能穩定成長的日本式經營，也因此受到來自海外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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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營適應期:1973—1991 泡沫經濟時期 

 

 

 

 

 

 

 

 

 

 

 

 

 

 

 

 

 

 

 

 

 

 

 

圖 3-1 日本式經營的適應期 

 

 

<策略> 
一、擴大市佔率 

‧ 重視成長性 

‧ 運用內部資源對

相關產業多角化 

二、邁向高成長產業

之企業內多角化 

<企業本體> 
一、 領導 

藉由共識領導 

二、長期目標 以長期觀點的決策  

重視資本積蓄、内部（能力）積蓄、強化基礎研究 

三、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 

非由股東來支配、形式的董事會・股東大會 

四、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性質 

‧ 共有 知識・技巧、經營價值觀、非言語的情報等 

‧ 日本社会文化的性質 

團隊合作、勤奮、集體主義、個人慾望的抑制個 

重視協調、平等主義、人類重視「公司=社會組織」 

日本式溝通、以心傳心 

 

策

略

執

行

<系統> 

一、 組織結構：   

重視共識・以稟議書的決策 

下到上的決策・提高全員參與的意識與現場倫理  

二、精實生產 

全面品質管理（TQM）、持續流程改善、現場主義 

重視經營效率、JIT、考慮到製造工程的製品設計、和供應

商的緊密關係、具彈性的生産、生產週期快速  

三、廣泛的產品線和附帶功能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 

四、高品質與低成本 重視生産技術、重視效率、改善主義 

五、長期雇用      

六、年功序列制 充實福利、非金錢的激勵 

七、企業内工會・労資協調 

六、員工當作公司資產  

共同體意識、忠誠心、以長期觀點的人資制度  

企業内培訓：爭取人材（同質性人材）、培訓（統一型培訓） 

培養通才（多職能）、工作輪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