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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式經營轉換期：泡沫化後 1992 年～迄今 

第一節 轉換期其背景及環境 

日本式經營的轉換期，是從泡沫經濟崩潰後到現在。從這個時期開始，日本

經濟進入到長期的停滯期。在日本經濟中，這個時期，IT 化等技術迅速進步，

同時製造業的生產據點也開始國際化。在金融方面，泡沫化期間股票價格翻漲

時，可藉由發行新股、轉換公司債券、附認股權證債券等權益融資來廣泛地調度

資金。不過，泡沫經濟崩潰後，因為股票價格持續暴跌，伴隨金融危機的來到，

開始沒有餘力分配股票，甚至清算的情況也在增加，主要銀行的影響力已經大不

如前。大銀行開始重組及大企業間相繼發生經營合併和事業重組，六大企業集團

(住友、三菱、三井、芙蓉、三和、一勸)的體制逐漸開始崩潰。 
此時期的世界經濟條件上的變化，是世界市場之全球化迅速的發展，資本主

義世界經濟也開始世界化。蘇聯·東歐的崩潰、中國經濟開放等，世界各地的經

濟被統合，OECD 加盟國擴大，發展了 WTO 體制。 
泡沫經濟崩潰後，在長期不景氣下，隨著全球化的擴大及迅速發展，應該如

何改革日本型經營之議論，開始受到矚目。同時，WTO 體制逐漸就緒，管制逐

漸鬆綁，市場競爭已不僅限於國內，而演變成世界市場的激烈競爭。成本削減、

國內生產體制的徹底重組、遷到海外生產，日本經濟在這個期間面臨到戰後最大

的環境變化。 

第二節 轉換期之理論 

    1990 年代的日本經濟，進入到長期的停滯期。以往被以羨慕眼光而廣泛介

紹的日本企業要素，開始受到是否該全面地重新評估之議論。必須變革日本的經

營或是經營制度，許多人都感到這種危機意識。(川上等、1994) 因為長期經濟

低迷，許多企業開始解雇員工，終身雇用制逐漸崩潰，而年功序列制的人事制度

也開始被成果主義人事制度所取代。此時，在強烈欲導入美國經營系統的動作之

下，產生了經年累月所在歷史上形成的日本式經營系統，是否也能一舉變更為全

球標準的概念下之歐美性的系統之疑問。 

    同時，由於金融改革，海外的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日本企業的機會增加，使

得日本企業的特殊性重新受人注目。譬如，尤其是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公司治

理的差異，開始被從文化的角度和制度上的角度議論。 

    結果開始展開「新日本型經營」的提案。可是，作為「新日本的經營」而被

提出的許多論點，某些論點兼備過去到現在的日本式經營的要素維持和部分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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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所以在此與變革論一起提出。全球化市場、生產製造、IT 化等，皆面臨了

巨大且迅速變化的環境，日本式經營在這裡被要求要轉換其構造。 

    在轉換期絲毫不見好轉的日本經濟下，出於對日本式經營的批判，討探日本

式經營本質為何，經過再重新定義後，提出日本企業該留下什麼與改變什麼的改

革論。日本式經營的具體的問題點和特徵，以及該改革的方向等議論被大量地被

探討。 

Porter (2000)提及日本企業所應面對的新課題-變革的方向性，認為日本企業

除了要充分運用自己過去所建立的優勢外，也要以不同以往的方法來做好競爭的

準備。在轉換期的改革論中，理解日本所發生的變化並以提供用來探討日本所應

前進之方法的體制為目的而寫的書， Porter 的『日本的競賽策略』(原書名 Can 

Japan Compete?、2000)。以其書中的體制為據，來歸納整理轉換期的各種改革論。 

    在這裡，除了 Porter 對日本式經營變革的方向性所提的 7 大項目以外，其餘

被論述到的關於變革方向性的 6 點，歸結如下。 

一、 在 Porter 日本式經營變革方向性中的變革論 

（一）籌劃根據長期觀點，具有獨自性的策略 

Porter 認為日本最重要的課題，是要再認知策略性之後，提出與互相競

爭的其他公司明顯不同的獨特性。若是系列企業的話，除了要放棄透過系列

所獲得的力量和資源之外，要去摸索能加以區別的領域，做出沒有前例的取

捨選擇等，以提出獨自的策略。 

       作為日本企業不能提出策略的理由，Porter 舉出了：1. 重視意見一致的

文化規範(跟相關部門先說好、稟議制等的意思決定方法) ) ，2.缺少選擇主

要客戶與主要服務的概念(對全部的顧客提供全部服務的綜合企業)，3.收集

市場和產業資訊之際，依賴共同的情報源 4.因系列構造，同樣系列成員企業

加入到同樣系列的傾向很高等。這些也是替日本經濟帶來了快速成長的日本

式經營特徵 。以經濟的持續成長作為前提而形成的日本式經營，正因環境

的改變，逐漸失去基盤。因經營環境穩定，才得以發揮效果的勤勉和協調，

以兩者作為軸心去改善與改良的效率化，到了改革的時代，也不得不居於策

略下位。(川端, 1998) 

       日本在完成驚人的經濟發展的同時，追上先進國家的策略也告終，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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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的是以領先者姿態的經營。在各種程度的經營環境的改變，會迫使日本

式經營做出構造面改革，為此需要高度的創造性和策略性。(Porter,2000;川

端,1998;經濟同友會,2004;織畑,1998) 

       日本經濟同友會表示，必須將競爭力的泉源從「效率性追求」轉換到「獨

自性的發揮」，各企業要儘早確定可在全球競爭上有用的獨創的經營方式、

經營管理風格。 

       各企業打出其強烈的「個性」去互相競爭，試圖挑戰這種「個性化競爭」，

正是日本企業對經營革新應有的態度。為了提高獨自性(創造性)，舉出了以

「加強核心能力」為方法。核心能力是指提供顧客競爭對手企業所不能模仿

的獨特價值的核心性的力量，在建構、維持企業的獨自性和競爭優勢上是重

要的關鍵。另外為了在這講究勝敗的時代中勝出，需要知道公司的優勢、劣

勢，並掌握好自己有什麼核心能力，規劃出能夠充分發揮核心能力的經營願

景。 

       織畑(1998)建議需改變企業和個人應有的姿態，來使企業轉變具有創造

性質。方法如以下 3 點。 

1. 企業性質上，日本企業是「生活共同體」，歐美企業則是「目的共同體」。

今後的日本企業需要成了複合式的「目的與生活共同體」，必須砍掉不

少生活共同體的部分。 

2. 從個人角度思考組織，採用加入了個人選擇性的人事制度、考慮到個性

多樣性的不同標準評價制度，作為「自我實現的場所」連接企業和個人。 

3. 從依賴組織的自我，改變為擁有強烈自我意識的個人。藉由實施以上幾

點，賦予企業的每一個人個性化，使之放大個人的差異性，排除公司職

員慣有的「一致化」的構思，改以贊成不同想法的意見。而那個獨創的

想法被認為將有助於「價值創造」。 

 

織畑(1998)又提出，作為適合日本企業的策略規劃方法，建議制定現場

主義的策略。現場主義是日本式經營強有力的特徵，不過卻有著「策略思考

太弱」這樣的顯著缺點。十足的現場主義往往有「見樹不見森林」的擔憂。

而歐美典型的方法 top down(由上往下)式的策略制定，相較之下容易產出策

略，也容易作決定，不過在實行和動機方面則較有問題。對日本企業而言，

尚未完全能接受馬上實行這個方法。為此，現場的人們(部長等現場領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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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次進行議論，並表示將現場構思慢慢昇華成策略構思，現場主義的策略

制定這個方法較適合日本企業。 

 

以上，在籌劃「根據長期觀點且具獨自性的策略」上，企業首先為了要

建構企業的獨特性與競爭優勢，必須規劃出能將核心能力充分發揮的經營願

景與目標，而且歡迎能表現出個人的多樣性和個性差異之不同的想法的發

言，將獨創的想法與「價值創造」作連接，加強創造性與革新。 

（二）擴大經營效率的對象範圍 

Porter (2000)認為需要繼續追求經營效率的提高，但必須是目前為止最

大幅度的提升，同時也要改善以下日本被認為較弱的領域。1.白領階層的生

產率，2.資訊技術，3.電子貿易，4.行銷 等擴大其對象範圍，圖謀效率提高。

日本企業，經常只追求在製造現場的生產率。如同過去為了要在製造工程上

提高生產率所付出的承諾和努力那樣，現在白領階層也同樣被要求生產率，

在這個領域中還被認為有改善的餘地。 

        同時，日本比起其他的先進國家，網路普及率較低。日本需要積極地採

用資訊技術，以提高生產性。藉由融合資訊技術、電子貿易等 IT 與經營策

略，能夠加快決定的速度，並因應經營環境之變化而改變以往的生意手法

等，使企業全體得提高經營效率，並且也能想出新的商務模式。為了藉由 IT

來謀取這些有效的經營革新，IT 和經營策略在明確的理想下達成一至是很 

重要的。(經濟同友會, 2004) 

        日本企業行銷薄弱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在政府護送船團產業政策

下，以謀取業界共存的穩定經營為目標，而系列是建立在互相持股上的交

易、人際關係和重視信賴，導致市場原理未能充分發揮等也是原因。因此，

市場行銷策略開發的很晚，結果落後歐美一大截。在今天這種大競爭時代，

行銷被視為是決定企業生死的重要策略之一。(川端,1998) 

 

如上所示，可得知日本企業的經營效率尚有提高的空間。日本式經營的

強處是不斷地創造新的生產經營管理方法，例如精實生產、JIT、TQC、繼

續改善等，以提高經營效率並實現低成本高品質，成為「造物(Monozukuri)」

的世界先驅。在其他的領域的營運中，若也能如此提高效率，日本還是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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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競爭力。 

（三）學習在策略上產業結構的功能 

Porter (2000)認為日本企業在競爭方法上最常見的弱點在於，在決定該

在哪個領域怎麼去競爭時，完全無視產業結構的作用。日本企業遇到認為是

具希望的產業或是明顯成長的產業時，儘管不確定是否真的有利益，還是不

考慮後果地進入。因為這種傾向，許多的企業聚集以降低進入門檻，日本企

業的類似策略幾乎沒留下產品的專業性和差異化的空間，必然會導致價格競

爭。日本企業有必要去學習該在哪個領域怎麼去競爭等等，與企業利益有關

的策略當中產業結構的作用。另外，日本能率協會(2000)認為，應該捨棄保

護業界共通利益的習俗。 

（四）將經營目標由成長性轉向收益性 

Porter (2000)表示，因為日本企業使用長期觀點和銷售量成長率作為評價

業績的指標，所以日本企業在模仿策略上，逐漸彼此同化。在激烈的競爭中，

構思策略時唯一能信賴的指標是收益性，為了達成這個目標，日本企業需要

根本地轉換對經營的價值觀。 

        所謂提高市佔率，就是藉著大量生產具有一定品質的相同商品，來圖謀

成本降低，並靠著低價政策來獲得需求。為此，企業訂定一套衡量基準，追

求同品質的競爭越演越烈，產生許多同等級企業競爭對手，產品看不出是由

哪個企業所生產，毫無特徵的同品質產品充斥市場，導致價格降低壓力(價

格競爭)的激化，最終掉落到收益惡化的負面漩渦當中。 

       企業必須從同質化競爭中脫離，藉由發揮獨創性，提供獨特的高附加價

值產品，來提高收益。作為方法之一，織畑(1998)舉出要改變策略，在長期

觀點下一定水準的商品來謀取成長。亦即以不同等級的品質和多元的價格來

競爭，重新審視市場需求的「市場特殊化策略」。同時，作為從重視長期觀

點的市場主義的另一方法，舉出了企業本身的成長策略，以企業自己的價值

創造來開拓新市場的「市場創造策略」。 

       川端(1998)認為，在自由競爭化中，決定企業的競爭力，是創造、策略、

研究開發、行銷、革新等相當於企業的才智的「知識力」。日本企業需要擺

脫重視效率的框架，用有「知識力」的組織能力當基礎，來進行變革，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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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優勢。 

       經濟同友會(2004)認為，需要採用重視資本效率、重視現金流量的經

營。日本企業必須嚴格地追求資本的效率性，並提高國際競爭力。為此，即

便是對到目前為止的發展作出貢獻的以往交易習慣等，都必須不斷地去重新

評估好壞，以有效活用經營資源。必須不被過去思考、習慣所束縛，能將現

金流量最大化的經營策略。 

 

       將經營目標從成長性轉換到收益性的日本式經營，綜合各文獻後可整理

成技術開發(研究開發)的強化，以及高附加值化這 2 點。（Porter, 2000；ア

ベグレン, 2004；川端, 1998；鈴木(幸）, 1999；日本能率協会, 2000；経済

同友会, 2004；織畑, 1993） 另外為了著重收益性，必須將評價指標從市佔

率、銷售成長率，轉成重視資本效率、現金流量的財務指標。 

       一邊把營利制作為基礎，從追求量改成追求質。同時，從追求規模擴大

所帶來的好處改成追求社會性與環境思考的高附加價值化和技術開發策

略。藉由技術開發與研究開發的推進，企業會變得能提供獨自的高附加價

值，進而提高收益性。 

（五）停止無關聯性領域的多角化 

Porter (2000)表示，日本的優良企業經常從內部進行多角化，並僅從自

己擅長的領域中選擇多角化，但過分重視成長率的結果，導致日本企業在經

營效率的優勢性下降。當不景氣下而國內市場的成長機有所侷限時，甚至會

在完全無關係的事業領域嘗試多角化。這麼多的事業裡面，就連只是一部

分，想要確立競爭優勢都非常困難。策略的取捨選擇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課

題。日本企業應該放棄成為能替全部的顧客提供全部服務的綜合企業這類想

法。 

    Abeggren (2004)指出很多日本企業在推進多角化時的二大危險特徵。1.策略

方面的危險與成功策略第一的守則是「縮小和集中」，縮小事業的企業會勝

利。多角化不符成功策略原則。2.多角化會使企業文化變的很淡。 

        經濟同友會(2004)表示，為了要在策略中做出「選擇和集中的經營」的

取捨，日本企業不僅僅只是需單純地將焦中焦點事業，也要事業集中到核心

能力。為此，各企業需掌握的不是業界的核心能力，而是應掌握自己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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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六）建構民間部門在國家經濟發展上扮演的新腳色 

Porter (2000)認為，企業和政府應改善新的關係，企業也該積極訴求政

府改善商業環境。日本今後的課題，是在既存的堅固經濟基礎上面再加上新

的價值。譬如，為了讓日本繼續技術立國，產學合作、人材培養、知識諸權

制度的充實等之重要性，在產業群聚的形成中，需要業界團體和其他各種團

體積極地分擔腳色。 

        同時，日本經濟的未來與將來能否建構亞洲貿易與貨幣共同體有許大的

關聯。為了改變東亞的國際制度並形成貿易與貨幣同盟，政府的指導力是不

可或缺的。可是，Abeggren 在 2005 年的日經商業採訪中提出，日本的政治

尚未成熟，政治是最大的弱點。日本經濟團體連合會的奧田會長（豐田汽車

會長）從日本的國家利益的立場，為了要建立東亞自由貿易區和全面開放日

本市場，不斷地要求政府發揮指導力。 

        在日本的經濟發展中，不僅是以企業為首的民間力量，政治的力量以及

民間和政治相互有效性地互動，很明顯地才是重要的關鍵。 

（七）更新日本型組織模型 

        Porter (2000)表示，日本企業若要認真地提出策略的話，日本型領導方

式及組織構造等勢必也會被要求改革，大致分為以下 4 點: 1. 領導人的改

革、2. 中央集權性的強有力的管理，和堅固的階級構造之改革、3. 公司治

理制度的改善、4. 組織內部獎勵條款的改革。 

1. 領導人的改革 

          日本現在需要新類型的領導人。以前的日本領導人、經營者所扮演的

是監督日常營運，推動穩定性事業活動的「現場首席」腳色。在長期企業

成長有保障的環境之下，所做的決定或許很積極很愉快，但是在嚴厲的環

境中的話，有時會被逼迫做出關乎企業存亡的困難決定。並且，隨著競爭

越來越激烈，將被要求更快速做出決定，以前的由下到上的經營會花費太

多時間做決定，也會因協調問題而效率不佳。為了在現在這樣不確實且變

化激烈的時代中生存下去，需要具有新風格領導力的「經營的領導人」。

(Porter, 2000; 今光, 2005; 佐藤, 2002，淡輪, 2005; 日本效率協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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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同友會, 2004) 

          對於新的領導人的條件，歸納如下。 

(1)大膽與具影響力的行動 

(2)創新的想法 

(3)不怕冒險 

(4)出色的統御能力 

(5)決策速度 

(6)合乎時代的「洞察性」和「策略性」 

(7)熱情地描繪出獨特的經營願景 

(8)貫徹組織「進攻式的經營」 

          經營者的行動與決定的速度，會大幅影響現場的工作情緒。振奮組織

成員的心情，醞釀經營願景之實現是很重要的。為更加強日本式經營，領

導人與經營者要提出明確、長期性的方針(高橋,2008)。今光(2005)表示，

經營者的領導在企業中是最重要的。對企業而言，經營理念、策略及組織

結構設計都是競爭時必要的。不過，領導是比之中任何一個都更優先的經

營資源，如果缺少領導，怎麼無論多優秀的策略，也無法實現。 

為了實行領導人改革，舉出了新領導人的定義、發掘、開發。因為現

在商務領導人人才不足，挖掘新人、早期培養、對已經在擔任經營首位的

人給予意識改革等，這些都有必要加強。 

          藉由新的領導，可以重新設定明瞭且具獨創性的經營理念。組織成員

同心協力，為實現經營理念而不斷改革經營。 

2. 中央集權式強力管理與堅固階層構造的改革 

          Porter (2000)表示，由總公司去中央集權性地進行強力管理的日本企

業的組織中，普遍有著堅固的階級構造，這雖很適合經營效率的改善，但

卻不適合去做大膽變革和革新。有必要建構新的組織模型，來謀求決策權

的擴大、促進改革、決定迅速化、經營責任明確化。 

          階級構造變革的方向，包含分權化、組織扁平化、事業部的自負盈虧、

自立性的網路組織化、變型蟲組織等。(川端, 1998; 佐藤, 2002; 鈴木(幸), 

1999; 淡輪, 2005; 經濟同友會, 2004; 吉田, 1996) 但在實行這些方向

時，也需要改善在日本企業社會中所存在的管理統一意識、權威主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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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的人的意識。(前田,2007) 

          吉田(1996)建議，日本式經營以「holon 型系統」為改革方向。（holon

是來自希臘語的 holos (全體)+ on (子)的造詞，對全體構成部分,對部分構

成全體。與其他同樣程度的 holon 透過自我組織化行動、協調行動來構成

全體。）日本型經營系統的性質是分享資訊，藉由通訊來形成系統，擁有

holon 系統的特質。企業與構成企業的個人在資訊上是很相似的，儘管在

資訊量中存有差異，但都是需要理解全體後來工作。為了要發揮日本式經

營系統的好處，很重要的事是「個體」要作為「個體」發揮作用，再來「個

體」要和「全體」擁有相同資訊。最後，為使全體秩序與全部要素及全體

都能配合，要自我改革後整合成一個系統。重點也就是「個體」自主地互

相作用，來打造全體秩序。企業分割、組織扁平化、公司內部新創企業等

越來越多出現，是因轉變為 holon 型組織。日本在進入 21 世紀時應該尋

求的經營系統，是如何去構成開放的、有活力的 holon 型系統。 

          佐藤(2002)表示，在日本式經營中，像稟議制那樣徒具形式的系統，

今後想必將更加形式化而走上歷史。不過，完全的 top down 型式的決策

大概也無法將其完全取代。決策負責人和實行負責人不至於完全被分離，

會保留由實行負責人當中的幾個人來參與決策的方式，集體決策系統中的

「決策者和實行者兩者一體共同責任」的方式，今後本質上也不會出現變

化。 

３．公司治理制度的改善 

Porter 表示，日本企業有必要改善公司治理制度。由於日本企業的董

事會龐大，因此在行動決策上會產生遲疑，並且針對策略性的決策、事業

的縮減、退場相關的決定有所困難，因此改善其中的一個步驟，就是將規

模縮小。 

日本經濟同友會（2004）提出公司治理上的需求為： 

(1) 健全並且有效率地進行經營，長期提升企業競爭力。 

(2) 企業本身的構思訂定與行動必須符合法律之規定與市場之規則。此

外企業本身必須以高於環境問題或企業倫理等相關法令的水準，遵

從自我負責的原則來行動，進而反映在每個利害關係人的信賴建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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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2 點說明了企業必須確立優良的制衡原則，並且同時實踐「重視市

場，強化競爭力的公司治理」與「重視社會，提高法規遵循的公司治理」，

進而創造出獨特的企業價值。 

從公司治理制度的改善論點檢視之中，可以歸納出三大要點。 

(1) 強化以及重視負責監查的單位 

(2) 董事會、股東大會的改善 

(3) 透明性的確保  

確認機能與監察單位的強化，可以使多方面得到重視，如在經營上，

執行與監督機能分離，以及績效評估委員會、幹部薪資報酬上的改革，還

有由稽核部門與會計師所做的監察等。目前在許多的企業裡，監察單位的

有名無實常為人詬病，因此有必要積極導入公司外部的監察單位來提高監

督的機能。（Porter, 2000；鈴木(幸), 1999；佐藤, 2002；淡輪, 2005；日本

能率協会, 2000；經濟同友會, 2004；Abeggren, 2004；織畑, 1996；野村総

合研究所, 2006） 

日本的組織監察者是包含了交叉持股的股東裡的成員，以及主要銀行

(main bank)、董事長、員工的公司內勞働公會、管理機構等成員，這些皆

是跟公司內部本身有所相關的人員。織畑（1996）表示，日本的公司組織

若是不能像美國一樣改變成為目的共同體的話，就無法對股東、公司外部

主管的監察機能有所期待。但是，保留日本式經營的優點及強項的前提之

下，採用美式方法是有所困難的，如此一來又必須藉著「內部人員」來加

強監察。也有一種想法，認為既然公司是依靠員工而運作，那麼員工就應

該擁有監察的機能。而實際上，與日本擁有類似的資本主義形態的德國，

就是讓員工在監察機能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在董事會、股東大會的改善之中，將形式性的董事會與股東大會，轉

化成實質性的組織是有其必要的。有越來越多的企業為了改革空虛化的董

事會，而開始削減董事的人數，並且導入執行役員制。（經濟同友會 2004）

這在某種涵義上，在全球化的進行中就是以美國式的經營作為世界標準，

而不少人認為＜日本企業的全球化＝朝向美式經營的改革＞（表4-1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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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司治理方面日美特徵比較 

 日本 美國 

公司治理 
人本主義 
經營者＆員工 vs.股東 

股東資本主義 
經營者＆股東 vs.員工 

經營願景決定 員工 
大幅度地分權，監督業績 
股東 

股東 間接地反映於經營上 將股東權限提升至最大 

董事會與執行

經營者 

未分離 
執行經營者―多數 
公司外部董事―少數 

明確地分離 
公司外部董事的成員超過半數 

執行役員 
由公司內部甄選、培養 
向心力高 

從外部募集－高額報酬 
重視短期利益的確保 
針對設備、研究開發投資低 

 

多數的日本企業在募集外部的專家時，不像歐美一樣把他們當作公司

外部的董事，而是當作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活用他們的知識與經驗，同時

保持公司內的人員晉升董事的管道。因此可以不用認為讓一年只造訪公司

幾次的外部人才，與經營方面會有所關聯。現在有多數的大企業把負責方

針決定的董事，與負責公司事業的執行役員做區隔，來加快事業部門的策

略決定。Abeggren（2004）提到，在日本，就算是招募公司外部人員作為

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也不會將他們當作負責經營的董事，而

是藉著培養內部人員然後運用在董事的職位上。這是因為一般認為能當上

董事，是因為熟悉公司內部人才，並且已有判斷決策的能力，所以比起外

部的人員，自然可以更加地做出確實的決策。 

就現行的改革而言，日本企業已進行了法令遵守、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等階段性的體質加強。今後則有必要針對風險管理、

內部控制管理等，在經營成本上做花費。此外，隨著公司治理的徹底改革，

關於 IR 方面，在許多的企業之中，多半企業領導人會經常親自出席相關

會議，來貫徹其重要性。（野村総合研究所,2006） 

４. 組織內部的獎勵條款機制改革 

Porter 指出，日本企業的獎勵條款機制是以平等主義與年功序列為基

礎。在日式經營裡，號稱三種神器之一的年功序列制度，施行至今已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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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半世紀。這個制度目前已急速衰退，並且明顯地朝著成果主義或是實力

主義的方向做修正。（佐藤,2002；日本能率協会,2000；經濟同友會,2004；

Abeggren,2004）  

導入成果主義原本的目的，是為了實現經營願景，將個人與組織的能

力及活力發揮至最大。在 1990 年代後半之後，多數的日本企業在人事評

價制度上導入了成果主義，形成了成果主義型人事制度。但是在當初就有

人指出這樣會造成員工積極性的下降、或無法培育人才等問題點。儘管如

此，日本企業導入成果主義的潮流仍舊持續。據說現今在上市公司之中，

仍有 8 成以上的企業以某些方式，採用以成果主義為基礎的人事評價制

度。(鶴岡,2007)在成果主義的目標管理制度中，有著只注視短期成果的弊

病。在日經 BUSINESS 所進行的問券調查裡有許多意見反映，表示成果

主義無法達到自我成長，並且會降低工作興趣。(鶴岡,2007)必須要先使企

業與員工之間的關係變化，以及個人對工作的價值觀改變等方面有充分的

認識，才能進行成果主義的導入。（經濟同友會,2004） 

在獎勵條款機制的建構中，必須將經營願景的達成與員工自我實現的

方向性一致整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能否讓每個人的獨特性與潛在能力十

分地發揮。因此有必要打造出公正的評價基準，例如將評價基準以及過程

公開，並且能針對不同職務類別的人才採用適合的僱用系統，也就是所謂

的「單一企業複數制度」的管理構築。（經濟同友會,2004；織畑,1996） 

對於在從事價值生產裡表現優秀、勤勉的日本人，要如何將他們的能

力與熱誠提升至頂點呢？前田（2007）將此視為重點，並且認為在新的價

值中心形成的同時，也有必要提供適當的經營環境，讓員工充分並且公平

地發揮實力。所以他提出了付加價值報酬制（CAV），也就是依據職位、

成績、個人為價值中心的評價報酬制度。 

另外前田也表示，隨著日本勞動市場的流動性提高，高齡化加速勞動

人口的不足，在人才的獲得與維持上，將會有更加花費獨創性心思的必

要。而為了確保以及活用各式各樣的勞動力，在面對少子高齡化的「無計

齡（ageless）」、「無性別考量（genderless）」、人事、非正式員工的動機與

管理，以及亞洲人才基礎的建構等方面的努力，都是有所必要的。川上等

（1994）提到，為了克服隨著勞動市場的流動化所發生的問題，必須跳脫

團體或企業間的限制，來考量人才的重新整頓。此外，企業既然想率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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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優秀人才來提升企業價值，相對的，就必須要先成為一個能讓

公司內外的人才都認為有魅力的企業。（經濟同友會,2000）要成為一個真

正有魅力的企業，要做到的改革不僅是在人事制度上，還包含了經營願景

的明確化以及策略決定的透明性等，必須從經營全面的計畫做根本性的修

正。 

二、 其他的變革論 

Porter(2000)在日本式經營變革的方向性:7 大項目架構之外，在依據轉換期

中提到的各種文獻的論點裡，尚有下列六點：（一）經營理念、願景，（二）企業

責任、CSR，（三）終身雇用、長期雇用，（四）人才教育，（五）企業文化・日

本社會文化的特質，（六）企業内工會：勞資協調。 

（一）經營理念、願景 

能將日式經營系統的各個構成單位集結起來，進而形成全體的力量，其

來源就是所謂的「經營理念」。解決人為問題的中心辦法，就是經營理念及

願景的重新建構與活用。（川端,1998；經濟同友會,2004；佐藤,2002；淡

輪,2005；野村総合研究所,2007） 

野村総合研究所（2007）舉出下列 3 點，來說明「經營理念、願景」是

日式經營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1. 有必要將人才的多樣化以及離心力的增加，使其昇華至組織力之中。 

2. 能處在高於策略及計劃的優勢位置，來向利害關係人表達主張。 

3. 有其可能性，能將至今無法活用的部份加以有效活用。 

川端(1998)提出了「願景的共同創造」，以善用日式經營的優勢，創造

出全新的向心力，作為創新經營的思想與方法。具體的方法如下所示： 

1. middle-up-down 的策略決定  

在大改革時代裡，bottom-up 型的經營會發生某些弊病，如時間的擁

有，無法提出改革性的建議，以及難以進行改革的調整等。若要進行中等

的改革，像是基本概念不會產生大幅變化，並且在新的事業有所拓展或部

分性的改革等，那麼選擇 middle-up-down 的策略決定將會是很有效果的。

所謂 middle-up-down 的策略決定，就是 middle（中階管理職）能熟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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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場所，並且站在相對立場把握經營環境，提出優於作業現場的策略或願

景。然後再經由公司上層的共同商討，將這樣的策略理念昇華至公司全體

的共同目標。藉由這樣的過程，就能夠打造出更加優秀的願景創造，以及

員工的自我實現，還有培養出創造性、策略性的人才。 

2. 願景創造的參與 

在參與決定企業方向的願景創造時，除了能帶來自主性的努力，也能

藉由成果的實現來達到自我實現。在以往 bottom-up 型的經營裡，問題解

決的參與對員工的士氣提升是一大要角，但是在改革處理或是革命性的創

造上則顯得不夠充實。願景創造的參與是為了重視長期性的觀點與大局，

它不僅超越了以往的架構，並且能發揮團體能力。 

3. 在各種立場下的願景創造 

所謂的願景，是從全公司的理念，向下層的階層不斷連結，呈現組織

全體至個人的連鎖狀態。因此，除了像是工廠等標準化的部門之外，不論

是企劃、買賣、研究開發也好，都會存在著共同願景的創造。 

4. 願景的共同創造所帶來的向心力 

在日式經營之下，會藉著價值觀的共有來確保向心力。但是，現在是

個價值觀多樣的時代。為了在開發上帶來革命性的創造，我們不得不面對

外來的交流與共存。有著與異質共存的向心力，就能在願景與目標上發現

共通的價值，最為理想的是願景的共同創造。一般認為願景的共同創造是

個共同實現自我夢想的體系，它在日式經營裡的向心力上有著充分的作

用。 

（二）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野村総合研究所（2006）認為在企業醜聞不絕的現狀下，經營者的注意

力都集中在「防禦」。CSR 聯繫著企業的價值提升，因此比起其他公司更要

有效率地進行，就算是間接性或中長期性的也好，都必須要推廣能讓公司的

企業價值提升的 CSR 活動。因為它的效果能表現在各方面，像是品牌價值

的提升、事業的協力性、優良人才的獲得、確保、使企業讓地方社會接納等。

經濟同友會（2006）將 CSR 定義成兩大方向，分別是以創造價值為目標的

積極性 CSR，以及藉著遵守法令來建立起信賴的防禦性 CSR。防禦 CSR 的

必要性是不待言，今後更重要的是透過核心事業來創新積極性 CSR。 



56 
 

以下 6 個項目，是在進化成價值創造型 CSR 的過程中重要的行動方針。 

( 1 )經營首腦的領導與承諾是必須的。 

( 2 )必須面對來自社會的期待、要求、以及社會性的疑難問題。 

( 3 )培育具備社會性的人才。 

( 4 )確保依據PDCA而成的CSR管理體系。 

( 5 )力圖超越單一企業的合作。 

( 6 )活用與利益關係者之間多方面的溝通。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是包含了從法規遵循、風險管理所做的環境與

人權上的考量，以及社會貢獻活動的責任。也包含了透過公司的事業對社會

改革的貢獻，以及更上層樓的高度要求。獨特性高的積極性CSR是與企業價

值創造有關聯的，至於是否在這個領域進行開創，則是必須先留意公司的經

營模式與社會之間，所存在的社會性課題是否能夠有獨創性地同時解決。（野

村総合研究所、2006） 

（三）終身雇用・長期雇用 

日式經營裡的「三種神器」其中之一的終身雇用制度，雖然針對這個制

度的崩壞已經有過不少的討論，但是在臨時就業者（兼職者、自由工作者、

打工族、派遣員工等）盛行的現今，儘管僱用習慣的不斷變化與流動性不斷

增大，終身雇用仍舊以「長期雇用」的姿態存續著。（伊藤,2004；佐藤,2002；

Abeggren,2004；經濟同友會,2004） 

伊藤（2004）指出，以現狀來說員工雇用的流動性確實在擴大，但是在

企業裡面長期雇用的核心員工（正式員工）重要性日漸提高。如同前面敘述

的，在自由競爭化之下能夠左右企業競爭力的，就是創造、策略、研究開發、

行銷、技術革新等「智力」。而企業必須以智力而成的組織能力為基本，進

行基礎的改革以確立自我的優勢。（川端,1998）而擔任這個部份的人員，就

是需要經過長時間才能看到成果的研究職務或者是技術開發職務，也就是說

要有一個能長期累積能力的運作職場，而且為了讓這些職務學習到固有的技

術與技能，長期的勞動雇用是必要的。企業為了擴大活動範圍以及提高彈

性，多半會進行與外部企業的合作(委外)，然而在知識創造活動上，公司自

身的活動重要性會漸漸增強，企業競爭力的核心就是知識創造改善的能力，

而負責如此能力的就是正式員工。因此，就算勞動的流動性再增加，彈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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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基本的長期雇用仍舊會延續下去。 

Abeggren(2004)在半個世紀前，向全世界首次介紹了日式經營的三種神

器之一的「終身雇用制度」，而他也表示這個制度尚未消失。Abeggren 認

為對日本企業來說，在 1992～2000 年之間是個成本面與財政面受到嚴重壓

力的時期，而根據 ILO（國際勞工組織）針對那個時期所做的勤務持續年數

調查顯示，日本的勤務持續年數並未縮減，而 OECD 裡的國家也幾乎在平

均勤務持續年數上有著長期化的現象，服務時間增長的員工比率也維持上

升。也因此，從實際的數據來看，顯示出日本的長期雇用仍舊存在。 

（四）人才教育 

在將來的高附加價值社會裡，人為承擔企業的要素，將會越來越重要的

存在。Abeggren(2004)對日本企業而言，「人才培育」是以終身雇用以及年

功序列制度為基礎，站在充滿熱心與長期性的觀點來進行的。人才培育的優

勢是支撐日式經營的基礎之一，而日本今後更應該活用這樣的優勢。（川

端,1998；Abeggren,2004；經濟同友會,1985;伊藤,1999） 

伊藤（1999）指出，「人才培養最為重要」的想法可說是最能表現日式

經營裡的核心部份。 

高橋（2008）則認為，所謂的日式經營，就是「站在長期觀點，來進行

培育人才的經營」 

川端（1998）表示，人才的培育可以達到以下 5 點提升，1.歸屬意識的

提升，2.個人能力的發揮，3.人才向心力的提升，4.人才的確保，5.網絡系

統的形成（既使員工離職之後仍保持良好關係，形成公司外部網狀系統，

將經營活性化）。不過，由於在日式教育方面是以平等與協調為主的平均統

一形式的教育，再加上比起職位的輪替，企業更注重的是培養通才。因此

這樣的結果帶的負面影響，就是阻礙了現今所需的創造性與策略性的成

熟，也阻礙了獨創性與個人特色發揮，使得富有創意、策略的人才在培養

上也遭受困難。日本企業為了進行改革方向之一的「策略強化」，必須要依

據能夠明確選擇必要人才，並且能發揮創造性、策略性、獨創性、個人風

格的企業願景來培養新的人才。 

人才培育是必須藉著展現終身雇用等長期性的目標，以及長期累積企業

內的智囊，能達到更進一步的效果。 



58 
 

（五）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特質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有所成果，是因為他們以日本文化為基礎建立起整

個經營體系。（Abeggren,2004）以往的日式經營文化特徵是所謂的生活共同

體文化，換言之就是「家族社會文化」（織畑,1993；間,1964）但是在全球化

的進行之下，包容異國文化以及日式經營的全球化是必要的走向。因此日本

的社會中心以及日式文化中心的交流方法，必須隨著企業全球化的腳步，以

國際性的市場、企業、人才、顧客等為對象，來增加企業活動。  

以下列舉出在日式溝通、企業文化裡，首先必須改善的方面。如真心話

與場面話的區別，樹大容易招風的現象，人際關係的過度偏袒，集團主義與

無責任體制，個人欲望與個性的抑制，全體主義，特質人才與個人主義的包

容等。（前田,2007；經濟同友會,2004）特別是在全球化之中，日本企業必

須積極進行異國文化的包容與英語的學習，將默契方式的隱性知識溝通方

法，藉由外顯知識（語言、圖形）來加以表現。 

此外，日本人也有一些特質是值得保留的，例如勤勉與節儉，禮節，職

業精神（忠實本質）等。職業精神這項優點，不論是在以往或是今後的日式

經營裡，都可以加以活用，並且將日本人的勤勉性用來重視創造方面，勢必

可以進而形成智慧勤勉的新概念。 

織畑（1993）表示若能抑止日式經營文化特徵上的弱點，並將優勢加以

發揮，則會有下列所提到的競爭優勢機會。這不僅會把現場主義與世界最強

的生產技術發揮於「高品質低價格」上，而且還發揮於「市場創造」上。 

1. 將「細膩的堅持」、「職業精神」等的文化與技術得成果這方面的高度要

素，以及關鍵要素加以活用。 

2. 藉由「家族社會文化」的日式經營文化，來發揮企業組織的綜合能力。 

・在團隊裡吸收不同領域的人才，藉由彼此的合作創造出劃時代的商品、

服務以及事業的能力。 

・利用混亂的情報共享方式，將關鍵技術與需求融合，創造出創造出劃時

代的商品、服務以及事業的能力。 

・藉由員工參與型的管理方式，活化組織綜合力的能力。 

另外，以日本人特性為主的企業文化裡，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團隊合

作。團隊合作可說是日式經營裡的優勢，就點連歐美也無法匹敵。就連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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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方式中的 TQC、JIT、Cell 生產（Cell production）方式的運用裡，也是

有團隊合作的精神存在。 

在集團主義、家族社會文化、平等、協調等的日式企業文化裡，有著加

強團隊合作的基礎。在團體中重視個人的自主性與創意，互相協力所打造出

成果並且一同享受成就感，這樣的團隊合作方式，可以說是人類超越了時間

與空間而普遍所追求的精神活動。而這樣的體系，將會以更加進步的型態紮

根在未來的團隊活動中。（伊藤,1999） 

（六）企業内工會：勞資協調 

目前的工會多半與資方共同協力，力圖提高公司的業績，並且重視雇用

保障的程度過於重視薪資，目的在於避免勞資衝突，卻也因此造成工會的效

力與地位下降。其原因為，工會的目標已達成了不少。勞動條件的改善是藉

由法令修改而達成的，在薪資提昇上經過了爭取而順利達成。因此工會的組

織率一昧下降。(Abbegglen，2004) 這是因為零時勞動者等的增加，使得企

業內的未組織勞動者也跟著增加的關係。除此之外，伴隨著組織率的下降，

會產生工會成員在相互認知上產生不小的變化或落差。但是，資方是否會誠

懇地接受工會的意見與否雖然多少會令人不安，而且對資方表達意見提出要

求的動作，的確能讓人實際感受到還有工會存在需要。企業內的工會在現實

中並沒有漸漸消失，此後的日子裡也會繼續留存於企業之中，並且將會為了

找尋嶄新的存在意義與根基而持續探索下去。 

 

以上整理的內容，是 Porter(2000)所舉出，以日本類型企業的改革方向性為

基準，作為稱作轉換期的日式經營的改革方向。而所謂「日式經營」的改革方向

各項要素及特徵，將以歸納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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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位於轉換期的日式經營改革方向性 

Porter 的改革要素 新日式經營的特徵 
核心能力的強化 
（創造性的提升） 
顧客的取捨選擇 
効率性追求→獨自性的發揮 

(一) 以長期性的願景為基準，訂

定具創造性的策略 

價值創造的加強 
加強白領階級的生產性 
加強情報技術 
加強電子商務、IT 
加強行銷 

(二) 擴大經營效率的對象範圍 

經營效率的持續提升 
(三) 在策略上產業結構的機能 學習在策略上產業構造的機能 

加強技術開發（研究開發） 
高附加價值化 
市場特殊化策略、市場創造策略 
確保創造優勢 
重視資本效率的經營、重視現金流量的經營

(四) 將經營目標從成長性轉換

成收益性 

同質化競爭→創造性的發揮 
(五) 停止無關聯性領域的多角

化 
選擇與集中的經營 

(六) 建構民間部門在國家經濟

發展上扮演的新腳色 
在強韌的經濟基礎上追加更多的價值（產學

的合作、人才的培育、維護知識集權的制度

(七) 更新日本式組織模型  
１．領導人的改變 嶄新類型的領導者 

分權化、組織的扁平化、企業內部的創新 ２．中央集權式強力管理與堅

固階層構造的改革 往具有自主性的網狀組織化，或變形蟲組織

的方向改革 
提升內部規範 
提升並重視負責監察的單位 
董事會以及股東大會的改善 

３．公司治理制度的改善 

透明性的確保 
成果主義、單一企業複數制度 ４．組織內部的獎勵條款機制

的改革 確保並且活用各種勞動力 
其他改革方向性的論點 

理念與願景的重新構成、活用與強化 (一) 經營理念與願景 
願景的共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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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社會責任・CRS 企業社會責任・CRS 
「長期雇用」的存續 
以研究職或技術開發職這類長期能力累積

型為主的運作職場（維持） 

(三) 長期雇用 

提升正式員工的知識創造能力 
更加地提升歸屬意識 
各別能力的發揮（提升） 
人才的向心力（提升） 
人才的確保（提升） 
網狀系統的形成（提升） 

(四) 人才教育 
 
 

發揮策略性、創造性、自我個性（提升） 
勤勉性與節儉、禮節（維持） 
職業精神（忠實本質） 
英語學習（提升） 
藉由外顯知識（語言、圖形）加以表現（強

化） 
團隊合作（強化） 

(五) 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

特質 

特質人才與個人主義的包容 
(六) 企業内工會：勞資協調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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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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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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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轉換期的日式經營 

一、轉換期的日式經營 

將有關轉換期的文獻中所提到的日式經營要素的作用與類別，用圖表的方式

以下圖 4-1 表示。  
位於轉換期的日式經營，因為受到全球化的急速發展、經濟統合、資訊科技

化、技術革新等環境的變化，從泡沫經濟崩潰時代開始就進入了長期的經濟停

滯。圖 4-1 則提出了這個時期的日式經營特徵與改革的方向性。並且探討企業本

身自身開始進行的改革與加強，獨創性與長期性願景的策略訂定，以及在各個體

系中的加強與改革。儘管如此，在這個時期的「日本式經營」，其改革仍舊是在

進行之中，尚未明確穩定。轉換期―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企業，在世界持續變

化而日本經濟持續停滯的環境下，為了找尋找出一條活路，而持續著各式各樣的

改革與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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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經營轉換期：泡沫化後 1992 年～迄今 
 

 
 
 
 
 
 
 
 
 
 
 
 

 

 

 

 

 

 

 

 

 

 

圖 4-1 日本經營的轉換期 

 

 

 

 

<企業本體> 
一、 新領袖    

變革領袖, 嶄新類型的領導者 
二、理念與願景:再描繪、再有效利用、共同創造

三、 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 
強化提升並重視負責監察的單位、提升內部

規範董事會以及股東大會的改善, 透明性的

確保 
四、企業社會責任・CSR：整備・強化 
五、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性質 

勤勉性與節儉、禮節、職業精神（忠實本質）、

團隊合作、特質人才與個人主義的包容 

<系統> 

一、組織構造：中央集權式的高壓管理和穩固的階

層制的改變  

分權化、組織的扁平化、企業內部的創新 

自負盈虧的事業部化、網絡式組織 

二、擴大經營效率提升的對象範圍 

白領階級的生產性、行銷、情報技術 

電子商務・IT、經營效率的持續提升 

三、長期雇用 

維持長期雇用、提升正式員工的知識創造能力 

以研究職或技術開發職這類長期能力累積型為

主的運作職場 

四、獎勵條款的多樣化 

變革年功序列制、確保並且活用各種勞動力 

成果主義、單一企業複數制度 

五、人材教育 

各別能力的發揮、提升人才的向心力、增加人才

確保力、網狀系統的形成、發揮策略性創造性、

自我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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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停止無關聯性領域的多角化 

‧ 選擇與集中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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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揮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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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論文接下來將討論在泡沫經濟崩潰後，至今仍未有明確穩定的日本企業中

實際的成功例子，並從中探討日式經營改革的方向。因此以圖 4-1 作為本論文的

研究架構，從第五章日本企業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實際例子，來驗證日本式經營

改革的方向性實際情形。 

在圖 4-1 中，本研究歸納整理轉換期相關的多數研究報告的文獻。並且分成

「企業本體」「策略」「系統」三個部份，以及分類成 14 項日式經營的改革方向

性要素。 

以下將從這些日式經營的改革方向性要素之中，挑選具代表性的例子作為

探討，特別是在泡沫經濟崩潰後，2000 年之後的日本企業實際採取的改革與改

善實例之中，經由報章媒體報導過的大型優良企業。從先前的研究報告所歸納的

理論所構成的研究架構，與實際企業成功的例子來討論現今日式經營的情況，來

提示本研究的結論與啟示。 

 

（一）企業本體：1. 領導者的改革 

2. 經營理念、願景 

3. 公司治理制度的改善 

4. 企業社會責任・CSR 

5. 企業文化・日本社會文化的特質 

（二）策略訂定：1. 以長期性的願景為基準，訂定具創造性的策略 

2. 停止無關聯性領域的多角化 

3. 將經營目標從成長性轉換成收益性 

（三）體系  :  1. 中央集權式強力管理與堅固階層結構的改革 

2. 擴大經營效率的對象範圍 

3. 長期雇用 

4. 組織內部的獎勵條款機制的改革 

5. 人才培育 

6. 勞資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