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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業實體變革的實際做法 

   

第五章包括，「第一節 領導人的變革」，「第二節 經營理念與願景的變革」，「第

三節 公司治理的強化」，「第四節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的充實及強化」，「第五

節 企業文化與日本文化變革的強化」等方面來檢視日本式經營之企業實體的變

革做法。 

第一節 領導人的變革 

一、中村邦夫：Panasonic(松下) 

2001年6月就任的中村邦夫社長，宣布了「除創業者經營理念外一律丟棄」。

2001年，IT泡沫的崩潰引起了松下超過5,000億日幣的稅前損失，讓松下進入空

前危機。中村邦夫社長以強烈的危機意識提出 "一律破壞"被認為是"經營之神"

的松下幸之助所建立的結構，轉變成為21世紀存活下去的「超·製造業」蛻變的

基礎設施。中村改革主要的內容，詳如下表。 

 

表 5-1 中村改革的歷程 
2000年  6月 中村邦夫社長就任 
2001年  4月 家電流通改革 

9月 引進早期退休制度、1萬3000人退休 
2002年  9月 減低支付給退休人員的福利養老金的利率 
     10月 松下通信工業、九州松下電器等5家公司子公司化 
2003年  1月 解散事業部制, 轉移成Domain制 

10月 全球品牌統一成「Panasonic」 
2004年  3月 松下電工的子公司化 
2005年  春 處理松下興産 
2006年  6月 大坪文雄社長就任 
2008年 10月 公司名稱變更為「Panasonic」 

  

中村就任當時，雖然松下幸之助創立的制度已是不合乎現況，但為了避免摩

擦，仍不進行改變。松下電器的制度和組織被視為與幸之助的理念相同，成為神

聖不可侵犯。但中村將其重新定義為「創業的理念外禁忌之物」，進行了破壞及

改革。從幸之助時代開始的神聖地帶及制度列舉為 1.具體化「共存共榮」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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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電流通改革，2.「公司職員即家人」的幸之助「家族經營」理念下的終身雇

用制與福利養老金制度的改革，3. 「全體人員經營」的理念，被認為是表裡一

體的幸之助神話的象徵，與事業部制度的解體，4. 與創業家族有關的公司「松

下興產的處理」(出售)，5. 獨立意願強的集團公司的子公司化(聯結經營) 。 

 中村認為改革之道在於從最大的難題下手，用以表示改革決心，中村在重大

風險中，毫不猶豫得破壞幸之助時代建立一切。2006年7月接受日經採訪中，中

村自己回顧決斷的改革過程，描述與董事會和工會的談判及對松下集團的說明時

能夠得到各方充分理解，是改革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同時，公司全體保持強烈危

機感，也是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之。實行強迫劇烈的改革過程中，一邊受到抗拒， 

一邊接受改革，這是是因為中村保持著連創業家也不視為神聖地帶的公平性，同

時在此之下，摸索出以集團全體最大限度來發揮綜效的方法。 

2006年中村移交社長的位置，不過，直至其下年度的2007年3月決算結果，

松下達成營業利潤4500億日元，也達到他上任時承諾的營業利潤率5％。 

二、Haward Stringer：Sony 

2005 年，「英國出身，美國為工作據點，不說日語」的 Haward Stringer 先生

當任 Sony 的會長。外界預期外國人的領導開啟 Sony 的新時代。 

Stringer 社長就任的 2005 年發表的再生計劃的實際成果，在 2008 年 6 月中，

電視事業赤字大等課題不少，但當整體業績呈現出 V 字復甦，商品範疇削減(15

範疇)，人員裁減(10,000 人)，資產出售(12,000 億日元)，合併製造據點 (11 據點)，

成本削減(2,000 億日元)等目標被達成。Stringer，把各種各樣的危機當做契機，

建構了整個集團團結一致進行合作的體制。 

作為井出社長時代的課題，為下列五點： 

1. 電子，電影，音樂，遊戲之間有隔閡。 

2. 在各事業部各別分工的商品開發。 

3. 海外員工沒有全球的升遷管道。 

4. 事業部主管眾多，權責不清。 

5. 主要產品為硬體，軟體的角色為附屬的。 

Stringer 針對出井時代的課題,進行了改革。stringer 改革為下列五點。 

1. UNITED拓展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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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的銷售，宣傳的合作從美國擴展到世界。 

2. 加速跨部門的產品開發: 

事業部全球的商品開發的合作體制。 

3. 人才的全球有效利用: 

海外優秀人才選拔成世界各地的幹部。 

4. 明確化幹部的責任: 

明確化幹部的職掌範圍，削減2～3成的職位。 

5. 重視軟體，創造新Model: 

        加強軟體成以結合硬體和內容。 

Sony成長的做法，可稱為「Sony United」。Stringer在美國成功化解部門間隔

閡的合作體制，更擴展到全球。Sony United的拓展到全球, 在銷售與行銷方面有

突出表現，UNITED被認為是使加速革新」的動力。Stringer強烈意識到Sony需強

化革新，主要有三點:商品開發的全球的橫向聯合，人才United，世界推動的軟體

強化。激勵鼓舞Sony員工的幹勁，也導致創新的強化，Sony人力部門開發Sony

集團的人才的有效利用。2008年5月，Stringer從全世界聚集了約1100名Sony的部

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強調「這個時代Sony成長的大部分依存日本以外，以東京

為中心的經營策略是不完整的，要營造全球各國人才能夠發揮實力的環境。」Sony

在全球約有150個重要職位，未來的幹部候選是當然要從全世界發掘，因此Sony

開始列名單將3～5年內委託其職位的有可能性的職員。而且，用「Sony University」

的幹部培訓機關等，Stringer自己也擔任講師，強化教育幹部候選人的課程。

Stringer改革，以銷售、宣傳開始，包含開發，人才，重新創造Sony全體，如此

集結世界知識智慧的體制，成為復活革新力的原動力。 

三、Carlos Ghosn：日産 

獲「Cost Cutter」的別名，Carlos Ghosn 於 1999 年就任日產自動車的 COO(營

運長)，斷然實行了各種改革。使大額赤字艱困的日產，復甦為高收益企業的超

凡魅力經營者--Carlos Ghosn 到任第 3 個月時提出基本方針，指出了日產的「5

個缺失」: (1)收益意向的缺失，(2)顧客意向的缺失，(3)跨功能意向的缺失，(4)

全球的意向的缺失，(5)危機感的缺失。 

Ghosn 講說長期間業績停止的企業，為短期內復活的必要條件有五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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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產的改革方法。 

1. 持有單純明快的計劃。  

2. 不是同時做全部的事，應該確立專心致力的優先順位。  

3. 領導應該踏實完成許諾(實行責任)  

4. 公司內部的圓滿的交流。  

5. 選好人，信賴給予責任。 

Ghosn 完成「日產復興計劃(NRP-Nissan Revival Plan)」，其明確的計畫為封

閉國內五家工廠/生產線、削減相當於集團 14%的員工(約 2 萬 1000 人)、減半客

戶、關係企業・股票的全面的出售等的 Cost Down、裁員等，提早一年完成了

(1)2000 年度聯結本期利潤黑字化，(2)2002 年度整體營業利潤率 4.5％，(3)2002

年底之前把整體負債削減為 7,000 億日元以下等之經營重建 3 年計劃。作為 NRP

的推進力，Ghosn 啟動了「Cross functional Team(CFT)」。CFT 隊員為從各部門選

出精銳，公司內部橫斷橫向地地致力於事業的發展、購買、生產等的各種的課題

解決，各 CFT 不受限制地對 Ghosn 社長直接進行改革的建議。由於 CFT 不承擔

實施的責任，因此其建議成為各部門的挑戰。 

Ghosn 的改革，表示著不是以資本為主的企業再生，而把人當作中心的改

革。引導出人本來有的創造性，也是說考慮的力量。日產再生的基礎是，有人的

想法(mind set)。Ghosn 改革的特徵，為如下。 

1. 策略有真實感，以 mindset 更確實實行的。 

2. 全體的戰略變化為各部門的 team 或個人的目標。策略上結合業務程序與

人資程序, 建立了有效提高員工動機的結構。 

3. 在組織內引進個人師徒制。 

4. 一開始，沒有以全員參與的方式來進行改革。策劃積極的人們搶先進行

改革，若改革成功，其他的人們也參加，結果全體人員皆參加。 

Ghosn 改革的精髓，是移植了「親自設定高目標，無論如何都達成」的企業

文化，同時，Carlos Ghosn 熟悉怎樣能夠「調動人」。 

四、小結 

在前述的文獻討論中表示新的領導人被要求的要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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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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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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實際例子當中可看到列舉的三位領導人，共通擁有

新領導人被要求的大部分要素。同時，在那個具體的實踐事項中，也做出作為日

本的經營的神器之一的終身僱用制的破壞 (削減人員的實行)，提出並達成明確

的收益目標，建立綜效等。並且，在業績不好的情況下，發動成為企業轉換關鍵

之大規模的經營改革，進行組織的構造變革，達成了目標。其改革的特徵為，首

先從最難的下手，譬如削減人員等，對企業來說是個禁忌的地方開始，且表示了

對改革的決心與改革的明確性。同時，各改革成功的關鍵之一為「人」之間的溝

通。以上改革的成功案例中，中村，盡力與以董事會和工會溝通交流，並且在「公

平性」的原則下以集團最大利益發揮綜效的方式, 得到了大家的理解。Stringer

以跨部門間合作體制更擴大到全球，專心致力於人才培訓與有效運用，Ghosn 以

心智意向來提升實行的確實性，進行著以人為中心的改革。大前(2005)指出，日

本公司需要的領導性為，「大家一起思考摸索新方向」「如果公司內部有對立的情

況，用協商來解決」「不因主張強烈而被採用」，陳述日本公司需要建立其結構。

案例中的三位領導人，似乎具有這些要素。 

 

 

第二節 経営理念・願景的變革   

一、豐田汽車(TOYOTA) 

豐田汽車隨著事業的擴張, 環境的變化, 不斷得改善企業理念,以及為實

踐、具體行動而提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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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與 TOYOTA 理念有關之重要方針歷程 

制定年 制定理念 内容 

1935 TOYOTA要綱 整理了豊田佐吉的想法的要點､「TOYOTA基本

理念」的基礎 

1992 TOYOTA基本理念 共有・傳承下來的TOYOTA的企業理念 
1997 TOYOTA基本理念改正  
1998 TOYOTA行動指針 實際的公司生活(含．在日常業務)·社會生活上，

具體地行動時，每位員工應該作為規範與羅盤的

基本的指針及具體的注意點 
2001 TOYOTA WAY 在基本理念實踐上應該共有的價值觀和手法 
2005 對社會·地球的持續可能

的發展的貢獻 
對社會·地球的持續發展怎樣貢獻的觀點, 從各

Stakeholder的關係來解說「TOYOTA基本理念」

2006 TOYOTA行動指針改正  
2007 Global vision2020 以人類·社會·地球環境為目標的理想 
2008 對社會·地球的持續發展

的貢獻 修改 
根據環境變化，社會對CSR的關心提升等，修改

CSR方針，並推展到所有連結各子公司 
2008 三個Sustainability CRS活動的概念 

 

 

 

 

 

 

 

 

 

 

 

 

 

 

資料來源：TOYOTA官方網頁 http://www.toyota.co.jp/ 

 圖 5-1 TOYOTA 理念關係圖 

TOYOTA 基本理念 

CSR 方針:[對社會地區持續發展的貢獻]       概念: 三個 Sustainability

TOYOTA Global Vis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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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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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TOYOTA官方網頁 http://www.toyota.co.jp/ 

圖 5-2 TOYOTA WAY 

 

豐田汽車以「TOYOTA 基本理念」來表示「想要建立怎樣的公司」等的企

業理念。豐田汽車為了實踐這個理念，再以「TOYOTA WAY2001」呈現在全世

界的豐田汽車員工應有的價值觀和做法。 

由於事業擴展，導致許多擁有各種不同價值觀的人都在從事 TOYOTA 相關

工作。因此以往公司潛移默化所傳達的價值觀、手法，於 2001 年開始明文化，

稱之為「TOYOTA WAY」。豐田汽車努力藉此使其全球事業皆擁有相同的價值

觀。同時，TOYOTA WAY 在環境變化中進化，要維持豐田的優勢，因此豐田表

示根據時代改進 TOYOTA WAY。 TOYOTA WAY 的兩個柱子為「智慧與改善」

與「人性尊重」。「與智慧改善」，經常對現狀不滿足，尋求更高(貴)的附加值的

事。並且「人性尊重」，意味著尊重所有利害關係人，員工的成與公司成長同步。 

為了分享 TOYOTA WAY， 2002 年 1 月豐田設立了公司內部人才培養組織

-Toyota Institute。2003 年以後，北美(美國)之外，歐洲(比利時)，亞洲(泰國，中

國)，非洲(南非)，大洋洲(澳大利亞)等海外事業組織接著 Toyota Institute 的設立, 

成立了人才培養的專業組織。在這 Institute 進行著 TOYOTA WAY 經營幹部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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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中階主管的培養。另外，為了跟海外事業組織的人才交流及培養，施行全球

拓展和人才交流/培養為目的的 ICT (Intra Company Transferee) Program，將海外

事業組織的員工當作對象，在日本進行工作實踐性的訓練，回國後能在各事業體

貢獻所學。 

豐田汽車，不但在所說的<「造物(Monozukuri)」的原點由於「造人

(Hitozukuri)」>的基本精神，致力於人才培養，除了學會開發、生產、銷售等各

別部門的知識和技能外，為了分享豐田企業文化和價值觀，成為豐田的基本理念

實踐上應該共有價值觀和做法,以強化員工對公司得向心力。 

 

 另外，由於世界各地域因經濟加速發展所產生的環境與能源問題，產業環境

一隨之改變，作為 10 年後，20 年後的地球成員，作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員，豐

田制定了與世界的朋友共有的未來形像—Global vision 2020 。 

 

標語                TOYOTA GLOBAL VISION 2020 

Open the Frontiers of Tomorrow 
through the energy of people and technology 

 

「Open the Frontiers of Tomorrow」注入每個人員，並且豐田開啟新的世界，

積極實現夢想的所想，接著以「through the energy of people and technology」來表

示其實行的源頭在於人所擁有的力量與其技術的力量。 

 另外，豐田以貢獻「透過汽車創造豐富的社會」為基本理念，2007 年，把

創立 70 週年做為時機，重新回到原點，為了社會永續發展，豐田提出以下概念

由「研究開發」「東西製作」「社會貢獻」所組成。自 TOYOTA 理念關係圖可看

得到，TOYOTA 基本理念加上 CRS 方針與三個永續性(Sustainability)。 這些基

礎透過全球性的願景、中期經營計劃、企業的各方針，貫徹、反映到日常業務。

而且這些以 TOYOTA WAY，TOYOTA 行動指針定義的價值觀與做法來實踐。豐

田為了實現上述的理念，透過願景、概念等來具體化實踐方法與價值觀，貫徹到

日常業務中。 

 



73 
 

二、WAY management 

以前述 TOYOTA WAY 為首，多數的企業，以所說的～～WAY(～～是公司

名)形式，定義著企業理念，公司職員的行動方針。在事業擴展，環境激烈變化

下，從創業時穩定不變的企業理念實踐上，企業員工之間應該共有的價值觀和行

動指導原則等，以～～WAY 形式，具體呈現。同時，也有把～～WAY 作為基礎

的企業。企業把理念呈現為日常可活用的形式。以加強員工對其向心力。 

 

表 5-3 各企業的 WAY 

WAY 宗旨 内容 
FUJITSU Way 
（富士通） 

在社會的富士通集團的存在

意義，重要的價值觀，每天的

活動中公司每位員工應該如

何行動的原理原則 

內容包括企業理念、企業指針、行動

指針及行動規範。基於這個，策劃事

業方針-中期的事業目標。 

NEC WAY 
（NEC） 

透過NEC Way的實踐, 貢獻

客戶與社會，實現對人和地球

和善的情報社會的行動指針。

系統化企業理念、願景、價值、企業

行為憲章及行動規範等NEC集團的

經營結構。 
NISSAN 

WAY 
（日産汽車） 

復活的過程中的實際行動，學

會成功秘訣，行動方針文字

化，讓公司全員工經常實踐。

「所有一切從每個人的熱誠開始。」

焦點是顧客,原動力是價值創造，成

功的指標是利益。 
-記明「思想準備」，「行動」 各5項。

KIRIN WAY 
（麒麟） 

為了麒麟集團今後跳躍性地

成長，公司每位員工應該遵守

的價值觀與行動的基本態度。

價值觀: 顧客為主，品質為主， 
前導，誠實 

行動的基本方針: 挑戰，承諾，協力

THE 
SHISEIDO 
WAY 
（資生堂） 

為了實現企業理念,包括明確

化理念的活動方針。 
每位員工該為了誰，透過企業

運作來如何實現。 

內容為「與顧客一起」，「與客戶一

起」，「與股東一起」，「與員工一起」，

「與社會一起」 的5項。 

The Kao Way 
（花王） 

考慮花王的事業與公司內外

的事業環境的變化, 全面地

重新評估，重新構成的「花王

的基本理念」 

以「使命」「願景」「基本價值觀」「行

動原則」來構成。 

 

 

 



74 
 

三、Corporate Message 

所謂的「Corporate Message」，就是用簡短的詞句來表達出企業的思想。

「Corporate Message」不僅能提高企業知名度以及塑造形象，還可以當作訴求公

司內外革新的武器。更新Corporate Message不僅是個有效彰顯公司內外煥然一新

的手段，並且也可以巧妙作為改革的方法。三菱汽車自2005年開始進行重整計

劃，當時為了針對企業重建與信賴恢復，並且力圖公司內部氣氛之團結，他們在

公司內舉辦了Corporate Message的徵選活動。為了提高員工的參加意願，還在內

部網路上公開優先過程，並且重視以真摯的言語傳達心意，重新站在汽車製造的

原點在安全與品質注入心思，最後採用了「クルマづくりの原点へ」（「回到汽車

製造的原點」）這句作品。日經BP向消費者調查企業口號的感想，結果發現

「Heart-Beat Motors」（至2005年）的感想多為「唸起來很順口」「很好記」，而相

對的「回到汽車製造的原點」則是之前的印象大幅減少，讓多數人感受到「有傳

統的感覺」「感覺很誠懇」「值得信賴」等印象。 

 而以資生堂為例，在2005年社長交接之後一個月，所喊出的「一瞬も一生も

美しく」（「美麗不只一瞬，不只一生」）的口號裡，則是強烈反映出前田新社長

的經營願景。前田社長在就任前就認為公司內瀰漫著封閉的氛圍，而且新商品雜

亂使得品牌印象消散。作為一個公司是必須不斷地重新找回其存在價值的，因此

他認為資生堂化妝品公司就更應該以「創業以來，就不斷貫徹美的追求」的理念

自許。過於強調「美麗」雖然會讓人覺得反感，不過經由反應調查顯示「美麗不

只一瞬，不只一生」的主題，強調出了美麗將會超越整個世代，也因此受到了採

用。雖然資生堂展開了Mega Brand策略，但是表達出企業夢想的嶄新訊息和Mega 

Brand發揮了相輔相成的效果，也使得銷售前線的士氣加以提升。 

夏普公司（SHARP）則是採用了兩種Corporate Message，把一言難盡的企業願

景表達上下了功夫。夏普為了將「Only one 企業」的企業風格做最直接的表達，

在1990開始就發表了「目のつけどころが、シャープでしょ」（「目光焦點，就很

敏銳-夏普(SHARP)」）的標語。另外在2004年起也發表了另一個標語「エコロー

ジークラスでいきましょう。シャープ。」（「以環保的等級邁進，夏普」）。在企

業社會責任（CSR）意識高漲的聲浪中，夏普也在環境保護上開始進行努力，夏

普的町田社長在2004年的年初公開會之中接納了「在2010年要成為零添增地球溫

暖化的企業」宣言，因此造就了這句標語。根據日經BP針對這句標語的印象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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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有42.1%的回答認為「讓人意識到對環境的關心」，這顯示聽過標語的消

費者之中有不少人感覺到夏普的決心。 

如同以上所見，Corporate Message是以印象強烈的句子，向公司內外公開表示

企業願景，以及經營上的態度。並且還能作為給予強烈印象與衝擊的道具加以活

用。 

表 5-4 企業名稱印象排行(2006 年) 

順位 標語 企業名稱 2006年 
1 お口の恋人 (嘴的戀人) LOTTE 91.8% 
2 ココロも満タンに(把心也加

滿) 
COSMO石油 66.3 

3 あしたのもと (明日的原料) 味之素 63.7 
4 うまい、やすい、はやい 

(美味、便宜、快速) 
吉野家 56.8 

5 目付け所が、シャープでしょ

(目光焦點，很敏銳-夏普) 
夏普 54.4 

  資料來源：日經BUSINESS（2006）「「言葉の力」で会社を変える」2006年10月9
日号154頁 

 

表 5-5 誠懇排行（在回答的人數中，認為標語令人覺得誠懇的比例） 

順位 標語 企業名稱 2006年 
1 クルマづくりの原点へ 

(回到汽車製造的原點) 
三菱汽車 24.7% 

2 いつでも、どこでも、だれにでも

着られるカジュアルウェアを提

供する 
(不論何時、不論何處、不論是誰，

我們都可提供任何休閒裝) 

UNIQLO 21.2 

3 真實一路 日立SOFTWARE 20.6 
資料來源：日經BUSINESS（2006）「「言葉の力」で会社を変える」2006年10月9日号

155頁 

四、小結 

從豐田的理念關係圖裡，反映出豐田在基本理念裡添加了 CSR 原則與 3 項

永續性(Sustainability)，並且以此為基礎貫徹在全球化願景、中期經營計畫、企

業的各項原則，甚至包含了日常業務。為了在日常業務內確實將理念實現，也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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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了各種方法，以及配合時代與環境進行調整。豐田在實現基本理念之際，先展

露了對企業與社會的持續發展之貢獻這樣的一個人類共通的目標，並且透過

TOYOTA 行動指示與 TOYOTA WAY 來向員工表達公司行動的價值感與具體原

則，員工則以此為基準進行日常業務，作為推動日常業務的原點。野村総合研究

所（2006）則針對超越願景時代的經營，提出了 3 項，①1. 多元人才的管理基

礎，②2. 面對困難局面時必要的依靠，③3. 保持經濟待遇方面的向心力。另外

也表示出針對人才不足，擁有多樣化的特質以及多樣化價值觀的人才，使其成為

經濟待遇以外向心力的手段，其一的解答則是「理念、願景」。               

推動組織理念、願景的實際方法有許多種。例如將員工之間應該共有的價值

觀與行動原則，利用～～WAY 這種淺顯易懂的方式做具體的歸納，並且徹底進

行。此外還有以 Corporate Message 的方式，向公司內外表達經營理念與願景，

並且提高知名度塑造出明顯的形象，讓公司內外都能夠了解到企業的態度。 

 此外，經營理念與願景在近年來也被企業妥善利用，作為強化管理的法規遵循

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原點（CSR）。 

 

 

第三節 強化公司治理 

一、新力(sony) 

新力(sony)公司是1990年代後半首先處理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問

題的企業。該公司在1997年時將以往由28人組成的董事會一口氣刪減為10人，另

外除了董事外之外，還另外設置了由34人組成的「執行委員制度」。由於在日本

企業中，「董事」一職代表了飛黃騰達的職位，所以董事會的人數一直不斷增加。

因此對於企業決策所需的時間過長這件事一直為人所詬病。新力想要藉著將董事

會人數刪減與執行委員會，來加速企業經營決斷的過程；同時也加入了「外部董

事會」制度，強加監督內部營運成效。另外，隨著2003年編修的改正商法，也在

董事會中加入了任務委員會、報酬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等三種的委員會來取代過

去的監察委員。藉由公司運作透明化，成為讓股東更容易理解企業營運。 

新力為了強化公司治理，除了既定的法律事項外，為了確保董事會的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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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性以及讓各委員會能有效運作，在董事會規定內另訂其他事項，將其制度

化。主要項目條列於下。 

․董事會會長、副會長與代表執行委員的分離 

․外部董事會的連任限制、委員會成員的輪替 

․各委員會會長由外部董事會來選任 

․制定董事人事資格，排除利益相反以及確保獨立等相關規定 

․將指定委員會的人數下限增加(至五名以上)，以及兼職執行委員的董事為

兩人以上 

․原則上報酬委員會中的一人以上是兼職執行委員的董事。以及禁止新力集

團的 CEO、COO 或是有相同層級的董事加入報酬委員會 

․原則上禁止監察委員兼任其他委員會的成員 

二、豐田汽車(TOYOTA) 

豐田汽車現行的公司治理制度是在2003年導入，當時改正執行的要項為下列

幾點。 

1.董事人數的縮編 

  將執行企業決策的董事委員會縮編，專務以上的職位由董事取代。 

2.新設常務委員(非董事職) 

  依照不同部門(功能)的運作新設置常務委員(非董事職)。 

3.決策組織扁平化 

  依工作區分的部門最高職位只到專務。專務是各部門業務的最高負責人。

一面參與公司決策企劃、一面負責關於現場決策的處理。 

  4.強化督導機能 

    監察委員人數增加至7人，其中4名為外部監察委員。 

減少董事人數，新設非董事的「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是各不同功能部門的

主要負責人。讓身為董事的專務為最高負責人，可以使常務委員發揮實際作用。

這一改變並非是特化「專務」一職。而是使專務成為公司決策與現場運作之間的

橋樑。這可說是豐田汽車所強調的「重視現場」的一大特徵。因此，現場的意見

可以反映在公司決策上。透過快速靈活的決策組織，可以做出和現場同步的決斷。 

  另外也針對下列幾點強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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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管理(monitoring)     

公司內部設置各種的協議會、委員會，如「勞工協議會、勞工懇談會」 

「TOYOTA環境委員會」「職工優先認股委員會」等。透過利益關係人

(Stakeholder)來審查營運以及公司運作，發揮監督管理的作用。 

․法規遵循(compliance)、社會責任 

2007年10月，結合「企業運作倫理委員會」與「社會貢獻活動委員會」

成立「CSR委員會」。負責企業倫理、法規遵循、風險管理，進行社會貢

獻及環境管理的審議。另外也設置「企業倫理面談窗口」。 

․國際顧問委員(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以早開始便設有由10名左右專家所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對於各項企業營

運問題由政治、經濟、環境、商業等各種領域的國際視點提供企業建議。 

․說明責任(Accountability) 

設置以責任經理為委員會會長的資訊公開委員會。以日本金融商品交易法

(金融商品取引法)以及美國證券交易所法為基礎製作報告書。以確保公開

資訊的正確性、公平性，以及即時性。 

三、小結 

依據新語辭典，「公司治理」是為了防止公司的不法行為或是確保、維持正

當企業活動的一種公司運作系統。具體來說，是以監察委員、股東大會來監督董

事會的運作以及其相關問題為主。在日本，「公司治理」一詞是在2000年以後發

生了許多公司弊案後，才廣為人知。如，2000年6月雪印乳業公司的食物中毒事

件、三菱汽車工業的產品缺陷藏匿不報(2000.7)、雪印食品的牛肉產地偽造販賣

問題(2002.2)、三井產物的國後島發電廠非法投標案等，代表日本的企業相繼發

生許多眾大弊案。 

大體來說，公司治理所主要追求的有以下兩點(1)健全且有效的企業營運，

長期性提升企業競爭力。(2)企業的決策與行動符合法律規定與市場運作，並且

超越法律層次將環境問題以及企業倫理視為己任；回應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

的信賴與要求。(經濟同友會，2000) 

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認為企業管理結構改革是日本經濟復甦的關鍵，進行

了問券調查後，發現日本企業管理現狀有以下幾點特徵：1. 期待企業管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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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後可以讓公司營運能力增加, 2.轉變成以市場為重心：從利害關係人來

看，重視一般顧客及股東的企業比率有明顯上升。3.董事會改革的加速：除了導

入執行委員會制度的企業增加外，導入外部董事會、優先持股制、以及積極公開

資訊的企業也逐漸增加。 

小峰(2006)表示，依據內閣府的企業調查(2000)，在今後興起的管理主體的

影響力逐漸上升的背景下，提出了「機構投資法人的態度變化」、「一般股東的

態度變化」、「對企業倫理的期待高漲」等幾點。也寫到國際競爭下的製造業需

要「企業活動國際化配套制度」。另外，為了轉型為新的管理主體將會需要「外

部董事會的導入」以及「對股東充分的資訊公開」等。也提出了以往的日本式公

司治理只限於公司主體的「內部式治理」，但是隨著時代演進，未來將朝轉變為

以股票市場、機構投資法人為主的「開放式市場機制型管理」也是不難想像的。 

從新力、豐田的例子來看，不難發現各企業正不遺餘力的進行公司治理的強

化。但是，改進方式隨著各公司也有所不同。從強化公司治理的方式來看，大多

提倡以美式管理為範本來改進。但並不表示可以普遍套用在日本的企業改革之

中。執行委員和外部董事等制度的導入，需要考量與企業的產業、組織結構的整

合性條件。 

第四節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 

一、Panasonic 

Panasonic自創業以來，便秉持著「對社會貢獻/服務」的經營理念，以身為

CRS領先企業，正努力不斷的透過公司本業來達成社會貢獻。 

2007年開始的中程計畫「GP3計畫」，是以「造物立社」的實踐為骨幹，挑

戰成為卓越全球的公司。在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日漸嚴重之下，2007年10月

Panasonic提出了新的「環境策略」，決定以「隨營收增加且確實成長」及「以所

有的企業活動來減少環境負荷」為企業的重要營運方針。Panasonic落實「CSR

經營」，公司內部也普遍存在著以「對社會貢獻/服務(企業は社会の公器)」為經

營理念。但是隨著社會、環境問題的變化，有必要改進過去的實踐方式。因此，

在2007年提出了CSR架構促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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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Panasonic官方網站 http://panasonic.co.jp/ 

圖 5-3 透過本行貢獻社會的實踐 (CSR) 

 

資料來源: The Panasonic Report for Sustainability 2008 

http://panasonic.net/csr/reports/pdf/csr2008.pdf 

圖 5-4 Panasonic 集團推動 CSR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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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只在公司內部努力有所限制，Panasonic為了能因應世界各地不同的社會

與環境問題，持續發揮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因此努力強化與世界各地的利害關係

人(Stakeholder)溝通，超越國家、企業的限度而進行。例如，參與2008年4月在歐

洲舉行的企業聯盟「CSR歐洲」，促進與各利害關係人的交流。 

CSR經營理念是由健全的管理系統為基礎，致力建構穩定的管理機制。除了

企業本身外，包含上下游廠商供應鏈的CSR經營改進也是不可或缺的條件。因

此，在2007年度起動了全新的CSR管理計畫。 

․全公司CSR會議：以公司社長為議長。為了使CSR經營可以深入各地區，

與之共有。致力於讓各樣的利害關係人的教育及期待可以即時反映在企業

活動上。 

․CSR研討會：以全公司員工為對象，徹底確認在一般業務活動中能夠執行

的具體要點。 

․CSR籌備說明會：為了將綠色採購向全世界推動，在世界各區域展開CSR

籌備說明會，說明CSR的理念，始之了解CSR籌備及運作。 

另外，對於2005年發生的FF式石油暖氣機意外事件，Panasonic將此當作是

自身的社會責任，直到現在仍持續處理。到目前為止都還可以在Panasonic的首頁

上看見這樣的標語：「再一次，向各為愛用者衷心的懇求。我們現在正在尋找23

年～16年前所生產的國際牌FF式石油暖氣機」。在網頁上斗大的標語呼籲，希望

回收、檢查會造成安全事故的暖氣機。如同字面上所示，「23年～16年前」所生

產的暖氣機已超過機器的使用壽命。即使如此，只要產品仍存在的一天，身為產

品製造者的Panasonic仍然願負起製造責任。抱持著一定要找到最後一台的決心，

即使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過了3年，Panasonic仍然當作是重要問題並且持續進行

搜尋活動。 

到目前為止，Panasonic使用了各種方式在企業中推中，CSR並且完善其後援

體制。因此除了在東洋經濟實施的第一次CSR綜合評鑑中獲得了第一名的評價

外，也在被認為是世界指標的CSR評鑑「道瓊永續性指數(DJSI：是全球認知度

最高的SRI指數(CSR運作優良適合投資的企業清單))」中，連續四年入選。在2008

年初次評選為「產業領先」。(一年一度，以世界2,500家大企業為CSR評鑑對象，

其中約為10%的企業入選。「產業領先」則是由57個產業區塊中分別選出最優秀

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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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豐田汽車(TOYOTA) 

豐田以「TOYOTA基本理念」與CSR方針「為了社會、地球永續發展而貢獻」

為企業活動的基本。 

在2005年1月，豐田以「TOYOTA基本理念」與各利害關係人為重心，發表

了「為了社會、地球永續發展而貢獻」的理念。2008年7月，隨著環境變化，對

於企業的CSR的關注也逐漸提升的情況下，將「為了社會、地球永續發展而貢獻」

改定為CSR經營方針。這是以客戶、員工、合作企業、股東、區域社會、全球社

會等五種利害關係人為主，將7項經營理念轉換成具體且容易了解的營運方針。

並以此連結子公司，作為行動的基準。豐田期望透過CSR，透過全球各地的的企

業活動，將社會、地球的永續發展持續推動。 

豐田為了將 CSR 的推動專門化、組織化，在 2007 年 1 月在 CSR 環境部門

設置 CSR 室，負責處理：跨部門的 CSR 問題、公司內外部的 CSR 推動、CSR

資訊公佈，以及與各利益關係者的聯絡溝通。另外，在 2007 年 10 月設置由副社

長以上的董事以及監察委員代表所組成的「CSR 委員會」。將以企業依從法律

行動為中心的「企業行動倫理委員會」和推動社會貢獻的「社會貢獻活動委員會」

兩者結合，發揮更緊密的運作。豐田另外也針對全球性的 CSR 方針、活動企劃

與企業倫理、法規遵循、風險管理等重要問題，以及社會貢獻或新的環境問題加

強審查、報告。期待在各方面的企業活動能充實發展。 

 

 
資料來源：豐田汽車,Sustainability Report 2008  

圖 5-5 TOYOTA CSR 體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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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將世界中的社會問題列入 CSR 活動考量之中，從產業以及企業貢獻活

動關聯來看，豐田的 CSR 活動可以視為如圖 5-6 一般。 

 

 
資料來源：豐田汽車,Sustainability Report 2008  

圖 5-6 TOYOTA CSR 活動架構 

 

另外，為了迎接創立 70 週年，在 2007 年 11 月以 TOYOTA 基本理念為基

礎，策劃了企業未來形象「global vision 2020」，與全世界的員工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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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GLOBAL VISION 2020 

 
  As it looks ahead to 2020, Toyota believes that re-examining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industry and pursuing harmonybetween monozukuri, people, society in general, 

and na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by seeking harmony between 
monozukuri and the cycles of nature, Toyota is helping promoteefforts toward finding a 

harmonious balance between the cyclesof nature and the cycles of industry. We believe that it 
is ourmission to tackle challenges in new field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資料來源：豐田汽車,Sustainability Report 2008 

圖 5-7 TOYOTA GLOBAL VISION 2020 

 

「global vision 2020」是在世界各地加速發展中的經濟、逐漸擴大的全球環

境、能源問題，以及巨大改變的產業環境中，以10年後，20年後，以身為地球的

一員，以身為社會的一員所繪製的未來圖。在這之中不難看見許多強烈的CSR要

素。 

三、小結 

從Panasonic、豐田的例子來看，兩者都致力於CSR體制的強化。雖然是製造

企業的兩家公司，但透過所有的過程、產品來看，對於社會貢獻、環境保護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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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也都不遺餘力。雖然在環境、能源問題的加速惡化的社會中，多將其原因歸罪

於製造業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但在豐田與Panasonic兩家企業來說，無不努力透過

其本身「造物(Monozukuri)」的能力，如產品的原料、運送、製造、販賣、廢棄、

回收等所有的方式來減少對環境造成的負荷。豐田汽車更是不餘遺力的開發新式

汽車能源，不只加強產品效能，更在環境保護上注入了最新的科技。豐田汽車的

渡邊會長說「為了地球的永續發展，必須要顧及環境保護以及經濟成長這兩件

事，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技術的革新。」豐田正同時致力於解決社會問題以及兼

顧企業成長而努力。最近日本的企業網站首頁，大部分都設置了CSR專用的頁

面，除了介紹相關措施外，也可以看見各企業對於CSR的努力。 

野村綜合研究所(2006)表示，在企業本身領域中發展累積的CSR活動經驗，

可以期待在未來提升實際執行的效率與效果。除此之外，CSR也對企業本身價值

有所貢獻，讓企業積極與社會接軌。積極的CSR-比起透過其他公司執行，由公

司本身推展CSR可以更有效率、效果，另外可以間接的成為提升企業價值的中長

期活動。但是，對於是否開發「進攻」的CSR領域必須依照企業本身的商業結構

(價值連)以及與相關的社會問題。野村綜合研究所提出，是否能富有創意且又解

決問則必須要看企業所選擇的「切入點」來決定。 

另外，Porter(2008)表示，企業成長與CSR是缺一不可。企業藉由結合CSR活

動與企業策略可以取得更有力的競爭地位，而且，結合後也可以使企業穩定的成

長，Porter將之稱為「策略式CSR」。Porter (2008)說，為了創造可以與社會共享

的價值，其所須的技巧與技術、人脈等，是在企業活動中累積創造。努力解決與

企業活動息息相關的社會問題可以使企業獲得新的競爭力。企業以長期觀點來看

CSR的話，可以發現他可以使企業在未來競爭中取得重要地位。此外，Porter也

表示「日本的企業擁有以歷史與傳統為根基的強大競爭力，透過「策略式CSR可

以讓企業更加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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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企業文化・日本面文化面性質面的変革與強化 

一、資生堂 

2008年6月，賈斯丁·費雪(Carsten Fischer)就任資生堂董事。德國人，美國寶

橋(P&G)出身，2006年進入公司，以45歲的年紀成為公司史上最年輕的董事。費

雪是海外銷售的負責人，目標要將10多年前只有10%左右的國外銷售比率在2010

年度時提升到40%。「隨著企業文化不同，商業結構也隨之改變」費雪表示想要

將「OMOTENASHI(待客)」的精神植入分佈在全世界71個國家的資生堂。從日

本開始，也傳授國外的美容員工「OMOTENASHI(待客)」的精神，費雪認為不

單是販賣商品的服務態度能提高顧客的滿意度，也可建立信賴關係。費雪說：「讓

深知各國民情的人才交流融合的話，OMOTENASHI將會更上一層樓」，

「OMOTENASHI不等於Hospitality, 也跟Service意思不同，是日本產生的獨特擁

有的文化，而在資生堂將此文化更加提升。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原本的精神就

沒辦法傳達了」。因此OMOTENASHI便以日文的方式直接使用而向全世界散播

其精神。 

 

 

 

資生堂除了把日本獨特的文化「OMOTENASHI(待客)」汲取融入至本身企

業的文化與精神中，也將這樣的日本精神傳播至全球的重任交付給一位身為德國

人且是企業史上最年輕的董事。 

二、豐田汽車(TOYOTA) 

從加強企業文化這一點來看，豐田從 2006 年開始實施「八萬人職場溝通運

動」。從「好好相互問好吧」這樣的運動開始，在職場實施「善行表揚」的推廣。

鼓勵與公司業績沒有直接關係但也默默持續努力的人等，其運動期待的效果為除

了養成相互認同對方的風氣外，上司對於將下屬每人的成果看在眼裡的效果等。

資生堂「OMOTENASHI」精神 

一、人與人有著相互連接的羈絆 

二、對於對方的心情要特別照料 

三、動作中加入你對對方特別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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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還有，推動午餐後的聚會、日常生活有感的三分鐘演講；在品質管理部門，

有每個人發表自己故鄉中知名便當的分享大會；Lexus 車輛性能開發部門則有，

上司與下屬的「夢想發表會、真心話大會」；人事部門是歌唱比賽。雖然員工熱

衷的是這些沒有和提升公司生產性直接關係的活動，但是豐田認為這種熱情可強

化「社員們有著相同的目標且團結一致的證據」。最近明顯下降的內部溝通力與

團隊合作性也正是豐田想要加強的。隨著非正式雇員與外國職員的增加，默契式

的工作方式也漸漸的不再適用，為了解決由於溝通不良所造成的問題與單純過

失，在國外工廠開始導入重視溝通與團隊合作的管理系統。從 2002 到 2004 年間

無品質不良紀錄的土耳其工廠舉辦了馬拉松大賽、家庭日等，另外也舉行了作業

員與管理員工相互配對的企業研修等，企圖打破公司內部隔閡、提高公司歸屬感

的活動。溝通能力與團隊合作是提高公司運作的必要條件，豐田汽車正不斷努力

來提升公司的動力。豐田的努力深入至一般人看不見的地方，對於公司內外的環

境變化與問題確實著手，提出有效對策。雖然是巨大的組織，但卻能迅速的行動

變化，在人資政策上也能明顯看出。 

三、Unicharm·Ptcare 

Unicharm·Petcare 的二神社長將日本上班族在下班後常一起去喝一杯的飲酒

習慣(小酌)制定為本身的企業文化。在公司內會預先排定半年內的「飲酒交流預

定表」，決定每週的交流酒會，將由誰出席酒會等行程事先排定。這份計畫書是

由全部的部署需制定，而是酒會是否確實招開則列入管理考績之中。另外，「小

酌」的支出則是由公司全額支出，未列在計畫書內的支出也可以在事後以發票支

領。一邊喝酒，一邊相互了解，透過一年間工作上的交流，員工同夥之間的羈絆

將會更加強韌。「與其開 100 次會，不如大家一起吃喝一頓，這樣還比較有效」，

二神社長如此斷言，以酒會來建築奮鬥團隊的向心力。 

四、ＪＴＢ 

到 80 年代為止，日本企業舉辦公司運動會是一件很普遍的事。直到 90 年代，

隨著經濟不景氣的經費削減，以及討厭親密員工關係的年輕員工的增加，這樣的

活動逐漸減少了。直到最近，在煩惱著如何將職場關係熱絡起來的人資負責人的

關心下，公司運動會又開始逐漸復甦了。在這樣的背景下，JTB 在 2008 年 9 月

設置了公司內部運動會協辦窗口，醞釀一體感與團隊組成等，為了籌辦運動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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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的各式各樣的企業，JTB 特別提出了許多豐富內容，例如團體分隊、競賽項

目設定、甚至到規定設置都有。在 JTB 的協助下舉辦公司運動會的企業，在舉

辦之前大多發出了「麻煩耶」的抱怨。但在運動會之後，原本僅止於打招呼程度

的公司同仁變得相互談笑，甚至當時組隊的員工們也會結伴出遊。看見這樣顯著

的效果，又不禁讓人開始企劃下一次的活動。在日本企業中普遍以成果主義為

主，個人能力掛帥，但是 JTB 重新再度提起團體合作的重要，以此開創了新的

商機。 

五、小結 

    資生堂汲取默契式的日本傳統精神的優點，將之轉變為簡單明瞭的條列式

企業文化，以國際標準在71個國家中發揚流傳。不翻譯成當地的語言，而是將他

的精神定義成，任誰都可以一目了然的形式。另外，讓最年輕的外國董事向全世

界發揚日本傳統精神一點，也讓日本文化的優點以世界為基準，變得更廣泛開

闊。重用國際人才，去除封閉狹隘的性質，可說是強化日本文化優點的實際例子。 

    另外，豐田回歸到使「員工團結一致朝向目標努力向前」的基礎，使用一些，

如打招呼、問好、運動會等戰後初期日本企業認同的方式，來加強低迷的內部溝

通以及團隊合作。正因了解溝通能力以及團隊合作是不可或缺的要素，而因此不

斷持續的改進。非正式雇員及國外員工的增加、國外辦事處、工廠的擴大等，以

默契式的方式來交辦工作已不再適用。正因如此，為了解決問題與單純過失，強

調溝通與團隊合作，這方面的管理強化不只國內應用，也在國外導入同樣的管理

系統。 

    從這些例子可以看出企業文化的轉變。在全球化的社會環境中，強化普遍存

在於日本與企業文化的優點，轉變為國際標準在全球通行。 

以Unicharm․Petcare的企業文化、JTB的創新事業為例，可以發現，小酌，

公司運動會等從以前就存在於日本是的企業文化之中的活動，又再一次被人所重

視。透過工作結束後喝一杯，公司運動會來增加交流機會，強化整體感、團隊合

作，活化團隊組織。 

根據以上的例子來看，在全球化潮流中，不管是企業文化或是日本文化的性

質都因應全球化而轉變成新的形式，利用日式企業文化的特色加強企業動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