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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及歷史、文化之淵源，台日之間在政治、文化、經貿方面的交流和
往來一向頻繁且熱絡。而在台日本企業公司（以下簡稱：在台日本企業）的數目也居台灣外
商之冠。眾所周知，日本式的企業管理曾經是世界各國爭相研究的主題。然而日本式的經營
管理及其企業文化對台籍員工的公司認同是否有影響應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因此，本
研究以此作為研究主題，針對在台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之相關變數、企業文化與認同感進行
量測，驗證其關係。
本研究採行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再以多元迴歸方程式驗證模型假說。經過資
料分析，發現經營管理中的福利制度、台日溝通、日台溝通以及企業文化這一項變數，都對
認同感具有主要的影響效果。再以企業文化作為中介變數做分析時，發現企業文化會對人事
制度、決策模式、管理制度三者與認同感的關係產生完全中介之效果。
由以上之研究結果可知，在台日本企業在經營管理方面，對福利制度與溝通上的關注，
確實能有效提升員工之認同，此外塑造一個良好的企業文化也能使人事制度、決策模式、管
理制度等政策的改善達到提升認同感的效果。透過本研究，我們提供在台日本企業在經營管
理上的一個重要方針以供參考。
關鍵字：日本式經營管理、企業文化、員工認同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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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如下的說明：日本式經營是指日本企業經營
管理所固有的習慣做法，日本式經營有 12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80 年代起，日本快速崛起，經濟
實力稱霸全球之時，日本式經營管理一時成
為各國爭相研究的主題。然而，近年來日本
經濟蕭條，日本企業也面臨許多困境，但目
前日本在台企業仍然占外商之多數。根據筆
者「戰後世代台灣人對日本人之印象及認
知」之研究中，顯示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工作
態度、社會文化仍抱持相當的認同及好感。
因此，本研究以在台日企之台籍員工為研究
對象，以問卷方式，希望進一步就目前在台
日本企業的台籍員工對日本企業的經營管
理、福利制度、企業文化、以及異文化溝通
等問題做探討。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了解在台日本企業的台籍員工對公司的
經營管理、福利 制度、企業文化等三
方面的觀感和認知。
2. 透過變數關係之研究，探知在台日本企
業的經營管理、福利制度等策略與企業
文化營造對台籍員工的認同感提升效
果。
3. 透過各項問題之設計與施測，提供在台
日本企業在經營管理策略上的方向之參
考。

個要素：1.僱用穩定 2.工作崗位輪換 3.資
歷工資制 4.資歷升職制 5.強調經營理念和
經營目的 6.重視人際關係政策 7.堅持身分
地位的平等 8.彈性經營 9.集體決策 10.集
體責任 11.採用稟議制 12.小團體活動的利
用。以上 12 個要素可以歸納成四方面，
即：終身雇用、年功序列制、人際主義和團
隊主義。
周白茹 2也對日本式經營的特色提出了
他的看法：日本式企業經營管理包括：1.終
身雇用制，提高員工的歸屬感，使員工忠於
職守，且在情感上也與企業融為一體 2.年
功序列制，企業內部工種的轉換及變動較易
進行，員工間的薪資差異不大，員工間有較
強的同質感和公平感 3.提案制和自我申報
制，企業內員工只要發現公司管理上有弊
端，可提出改善意見，如被採用公司會頒發
獎金及獎狀鼓勵 4.小集團活動制度，強化
員工間的溝通及互補機制 5.企業形象設計
和企業文化戰略，企業所有成員朝著同一個
目標努力，逐漸建立起企業的形象和精神風
貌 6.人情化的勞務管理，日本企業十分重
視員工的行為和心理，透過人員的選擇和調
配、知識技能的訓練及組織工作來改善企業
7.民主化的經營決策。除了以上的論述之

貳、文獻探討

外，市村真一、林顯宗等學者也相繼提出了

一、日本式經營管理

許多相類似的觀點。綜合以上學者的論述，

原口俊道 1在「中國內陸地區的日資企

日本式經營管理的核心特徵，大體如下：

業和日本式經營」
、「越南日資企業與日本式

1. 終身雇用：傳統的日本企業認為員工

經營」兩篇論文中，對「日本式經營」做了

是企業生存的根本，須優先確保雇用安

1

原口俊道（2003）
「越南日資企業與日本式經營」
『鹿兒島經濟論集』第 44 卷第 1 號 2003 年 7 月
p.45

2

周白茹（1998）
「儒家文化的管理模式—日本式經
營」
『 Market Economic Journal 』8 月號 p.53,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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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本多數企業不會隨意裁撤員工，

4. 永續經營、命運共同體：永續經營的

公司遇不景氣時，多數透過調整福利、

企業理念，讓日本企業視員工為家人，

津貼、獎金等方式來減少人事費用，這

員工視公司的經營者為家長，其命運共

也是日本式業率一直不高的原因之一。

同體的概念也因而產生，對公司有歸屬

然而，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及全球性

感，對自己所屬的集團與組織，具有強

經濟衰退以及日本 311 地震及海嘯的衝

烈的忠誠心。相對地，公司也會重視員

擊之下，日本的僱用關係受到了嚴峻的

工福利，以優渥的福利制度穩定員工的

挑戰，雖然大型日本企業的正式員工仍

生活，員工所組成的工會代表員工，工

是長期雇用，但是部分企業已改變公司

會力量足以和公司經營者（資方）相抗

的人力僱用模式，契約僱用、派遣人員

衡，保障員工的權益。4

的僱用已成為日本另一種人力僱用模

5. 人本主義：日本所謂的「人間」(中文

式，終身雇用制已式微，不再是日本式

的文意即是指人)是日本企業經營的基

經營管理的核心特徵了。

點，「人間」精神乃是以人為本，接近

2. 集團意識：集團主義為個人與團體之

中國的人本思維，強調企業整體寓於整

間的關係，團體的利誘超乎個人之上的

體的「人間」之中，企業內員工的和

集團中心想法，這是一種「受期待的」

諧、健康、穩定是基本的條件，人是經

或「善」的想法在團體主義下，個人與

濟活動的源頭，主張企業應重視人力資

團體之間是「期待」的形態，個人與團

源的重要性，因此日本企業比較傾向於

體並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一體的關係，

柔性管理 5。占部都美認為日本式經營

是利益共生關係。日本的集團意識是靠

的全體特質，是以全人格的人性尊重主

和諧的制度建立的，和諧的制度包含安

義。此種人性尊重主義，具有自主性、

全感、秩序感和參與感。

自我責任、自尊心等的人性因素 6。在

3. 和諧原則、協商合議的決策制度：日

日本企業中(尤其是大企業)，企業成員

本人的集團主義也導致日本在企業內部

的潛意識都認為公司是屬於企業內每一

決策時多數採取會議或商議的方式進

個人的，企業追求的利益也應該是全體

行，屬於集體決策。 3 日本式經營管理

員工共享，企業須優先確保雇用安定。

強調和諧的人際關係，上下協商合議的

6. 員工的再教育：日本企業重視員工的

決策制度，員工對公司忠誠，相對地公

在職訓練，加強職務上所需之知識、技

司對員工及社會負責。和諧才能讓員工

能，此外，輪調制度也是日本另一種類

有歸屬感，才能發揮團隊精神，提高員

型的在職教育，有助於員工擴大接觸

工士氣，促進企業成長，日本松下企業
一向重視企業的和諧及團隊合作就是最
明顯的實例。

4

5

6
3

間 宏（1963）
『日本的経営の系譜』文真堂 參照

津田真徴 （1976）
『日本的経営の擁護』東経選書
參照
祝 捷（2008）
「從〝人間〞看日本管理思想的本
質」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占部都美（1978）
『日本的経営を考える』中央経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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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吸收更多與別人合作的經驗，對公

表一 企業文化文獻整理

司也能更瞭解，促使員工能與公司一起

Peter & 企業文化是企業員工共同遵守的價
Waterman 值觀念，也就是大家都會心悅誠服
（1982） 去遵循的處事準則。

成長。
7. 年功序列制：日本式管理中的報酬及
晉升之標準所採行的是年資考核與績效
考核二者並行，隨著工作年資的增長，

Deal &
Kennedy
（1982）

企業文化是有系統而不需以語言來
說服的規範，它清清楚楚地為員工
的行為立下準繩。

Dension
（1990）

組織文化乃是一套價值、信念及行
為模式以建立一套組織的核心價
值。

Tunstall
（1983）

公司的文化乃是共有的價值、行為
模式、習俗、象徵、態度及處理事
務等規範方法的混合物，而且此文
化可將其與其他的公司區分出來。

按年資加薪及晉升職位，一般人在四十
歲左右即可升到課長。日本的年資考核
制度，對年輕的員工均採低薪政策，以
公司的角度來看，新進的雇員都是需要
再訓練的，所以不需支付高薪。這是日
本尊重長者，強調前輩的觀念所形成，
也有防止人才流失的考量。
1990 年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後，日本企
業企圖扭轉頹勢及迎合全球化的經濟模式，
重振往日榮景，在經營管理方面也多所檢討

本研究綜合以上學者的定義及近年來其
他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理論和觀點，重新整
理歸納，定義如下：

及嘗試。尤其是在全球化經濟情勢的變遷
下，日本企業在過去 80 年代引以為榮的日
本特有的經營理念和特色也正在改變，其企
業管理與美國式的管理有日益趨同之勢。

企業文化是企業中具有固有特徵的價值
體系。這個體系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形成的
經營理念、經營目的、經營方針、價值觀
念、經營行為、社會責任、經營形象等的總
和，是企業個性化的根本體現，也是企業生

二、企業文化的定義
企業文化是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

存、競爭、發展的靈魂。換言之，是企業在

初美國的學者提出的新思維，將文化與企業

制度的安排、策略的選擇及企業行為實踐的

相結合，稱之為「Corporate Culture」，1981

準則，也是企業經營管理時，所奉行及實踐

年 William G. Ouchi 在 他 的 著 作 『 How

的核心價值理念，為企業所有員工所共同奉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行。當然，企業文化也規範著企業中關於責

Challenge』中提出了企業文化的概念，他

任、權力、利益等的管理概念，亦即企業與

認為「企業文化代表一個公司的價值觀，這

員工都必須共同承擔的工作、風險、利益等

些價值觀會成為公司員工活動、意見及行為

的責任概念。

的規範。」，之後陸續有一些學者也對企業

企業文化的構成又分為：

文化做了注解，將較具代表性的理念列述如

1. 精神文化

包括：企業核心價值觀、精

神、哲學、道德等。

下：

2. 制度文化

包括：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

以及所遵循的理念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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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質文化

包括：廠房、企業標識、廠

卷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員工重視雇用安

歌、文化傳播網路等。

定、薪資多寡、技術及知識的傳授與轉

企業的精神文化為企業文化的核心，為

移、幹部升遷的公平性、福利制度等，

企業的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思想基礎；而

對日本式經營管理方面評價較高的項目

企業的物質文化又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提

有：提案制度、顧客第一、重視員工的

供物質基礎，是企業文化的外在表現和載

共識、員工福利（旅遊、運動會等），

體。

評價較差的有：年資的薪資提升及職位
升遷。企業文化方面評價較高的項目

三、相關研究之論文探討
1. 胡桂蘭、古田秋太郎（2002）－「在
中日系企業中国人の職業観と日本企
業文化に対する評価」，採問卷調查的
方式，探討在日本企業工作的中國大陸
員工對日本企業文化的認知和評價。中
國大陸員工對日本企業文化的認知中，
「集團意識」的認知同度最高。其次是
「顧客第一主義」、
「重視全體員工的和
諧和共識」
、「員工旅遊、運動會等的福
利」。此外，中國大陸員工對日系企業
「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很認同。敘薪
方式則有 90％的員工贊同確認個人的
責任，依個人業績敘薪。至於對日本企
業不滿意且希望得到改善的部分，前幾
項分別是「人才培育的加強」、「敘薪時
能考量個人得能力、業績」、「改善與日
籍派遣人員的溝通」。
2. 二宮豐志、高晶（2008）－「中国に
おける日本人観と日系企業評価」，採
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中國大陸員工對
四種日本企業型態的評價和對日本人的
觀感。對日本式的企業經營要素，大致
歸納為 1.雇用安定 2.勞資關係和諧 3.
提供良好工作環境 4.在職訓練及人才
培育 5.薪資及福利 6. 循序的升遷制
度

7.集團主義

8.命運共同體。其問
－161－

有：集團主義、依個人責任及業績敘
薪。
3. 周寶玲（2003）─「中日間の異文化
経営と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日本的經營管理是集團主義型，重視企
業組織內部的調和，公司決策經常是集
體意識的決定，因此稟議制成為日本式
經營的特徵。終身雇用制雖然已在改變
當中，但是公司與員工的命運共同體的
意識仍為日本式經營管理所重視，不但
可加深員工的公司歸屬感，且可增強員
工對公司的向心力。此外，員工福利制
度也是日本式經營重要的一環。日本一
些大公司會提供員工購屋低利貸款、宿
舍、休閒所、體育館等，大型的團康活
動像旅遊、運動會等也是每年舉行，其
目的就是要員工有安定感，增加對公司
的向心力。在異文化溝通上，周寶玲也
提出一些看法，因為背景不同難免會有
一些違和感，為了減少摩擦，在言語的
表達及行動表現上，須努力尋求相互尊
重、理解的方式，尤其是日本人曖昧的
表現方式，雖是日本文化的特質之一，
但是卻可能造成誤解。因此，在溝通上
最好能把自己要表達的意思清楚且正確
地表達出來。
4. 唐澤麻里、陳明涓等（2011）－「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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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日系企業の社内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認同具有不同的反應強度，對於不同的

ンに対する駐在員の認識」，採直式訪

楷模，其認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若將認

談的方式，探討異文化的語言溝通、職

同的概念置於學習理論的架構上來看，認同

場工作的方法和態度、人際關係及對外

是一種獲得的，認知的反應，使人將某些楷

籍員工的印象等問題，研究結果顯示，

模的特質，變成個人心理結構的一部份

台灣員工重感情、好面子，在工作上做

（Kagan, 1958），而且不論是對組織或是任

溝通時，會盡力讓對方了解彼此的觀點

何其他元素產生認同，都是一種個人將自己

和想法，即使意見看法不同也會協調、

與社會上的元素相連結的動態過程(Cheney,

商討，以求達成共識。日企公司雖然重

1983)。

視人際關係，但是因語言、文化、價值

Tajfel（1974）所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

觀、生活習慣的不同確實產生一些問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中首次出現組

題。日籍員工覺得溝通上的問題多數是

織認同的概念。而 Mael 與 Asforth（1989）

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所遇到的溝通不良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對於認同的看法，將此延

的問題大致是：語意被曲解、前後說話

伸到組織場域中，認為組織認同是社會認同

內容不同、面對事情時台灣人常過於樂

之特殊形式，1992 年並指出組織認同是個

觀、情緒反應卻不說明理由、遇到事情

體以組織成員的身份，來進行自我定義或形

會閃躲、台籍員工常常只想到自己等。

成歸屬感。

台籍員工的溝通問題是日本人做事要求

對於任何推動變革的組織而言，透過建

多又細微，在溝通時常說不清楚，上司

立一個有效的願景，以傳達組織變革希望達

對業績要求嚴格，遇到難題時很難有商

成的未來展望與方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涵

量的餘地。不過，基本上，雙方溝通上

（Kotter & Cohen, 2002）。相對而言，參與

沒有太大的困擾。工作之餘彼此還會有

變革的成員必須認同此一願景，在認同感的

互動，愉快、和諧。7

驅動之下，藉以激起組織成員全力以赴，並
共同達成組織變革目標的決心。

四、組織認同感
認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政治學理論
(Lasswell, 1965)，其認同的定義為對他人情
感關係的最初表達。因此，區分「認同」為
原始認同與衍生認同。原始認同指最初未被
分化的知覺，將外在客體視為自己的一部
份；衍生認同則是指能將自己從外在客體中
分離出來(Johnson et al., 1999)。
7

學者對組織認同雖有不同的界定，但仍
可看出具有兩個共通點，一為認同具有歸屬
的感覺，另一個則是認同與自我概念有關。
而組織認同的研究多採納 Mae 與 Asforth 之
定義。最早學者認為認同為一自我定義的過
程，後續學者再提出個體是透過與組織認
定、組織特質及組織成員的互動後，進而產
生心理連結之效果。因而確知自身在組織中

唐澤麻里、野野口ちとせ、陳明娟 『在台湾日系
企業の社内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対する駐在員の認
識』御茶ノ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 7 巻 p.129,
p.136

的定位為何，且對組織形成主觀的隸屬感與
價值感。

－162－

夏豔文
在台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與台籍員工認同感關係之研究－以企業文化為中介變數

1989）。最後，藉由適當機制及措施的建

表二 組織認同文獻整理
Brown (1969)

Patchen (1970)

Cheney (1983)
O’Reilly &
Chatman (1986)
Mael &
Ashforth
(1989, 1992)
Dutton,
Dukerich&
Harquail (1994)

Pratt (1998)

Gautam, Van
Dick& Wagner
(2004)

認同是一種自我定義的過程
認同是與其他成員有共享目
標或經驗、有團結感及身為
組織一份子的感覺，並和組
織成員互相支持與彼此忠
誠。
對組織等群體的認同，是個
體主動將自己與所處環境中
的元素連結的過程。
認同是以希望成為組織一員
為基礎的一種參與過程。
人們以組織成員的身分定義
自我的一種狀態，或是一種
屬於群體的知覺。
當個體的自我概念中所擁有
特質與其所知覺得組織認定
或特質相同時，此種認知的
連結稱為組織認同。
當個體對組織的信念變成自
我參照(self-inferential) 與自
我 定 義 (self-defining) 時 ， 認
同便產生了。
組織認同就是組織成員與他
的組織有同一感，可以回答
「 我 是 誰 ？ 」、「 我 們 是
誰？」。

立，型塑出足以符合組織成員所期待的工作
待遇及環境時，員工會在情感上及心理方面
感到滿足，並且在穩定的狀態下提升工作績
效。對於組織認同深入研究和分析，其貢獻
不僅適用於企業組織，同樣對政府部門管理
工作亦會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1993 年日圓急速升值帶動日本產業結
構變化也加速日本產業外移。台灣經濟發展
對日本一直存在有著結構性的依賴關係，日
本企業對台投資始於 1950 年代，1960 年代
到 1970 年代前半進入所謂的第一次全盛
期，至今日系企業在台灣經濟發展上仍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是這些年國內外環境變
化大，企業經營不易，且因兩國的國情、民
族性及習俗的不同、在台日本企業的日本式
經營管理模式勢必會有所調整和變革。本研
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在了解台
籍員工對在日本企的經營管理及其企業文化
的認知，並了解目前在台日本企業公司的經
營管理和企業文化的實況對台籍員工對公司

組織認同的產生可以透過下述觀點來加

的認同感有何影響。

以論述。首先，企業若能夠塑造出足以吸引
員工的企業文化時，將能夠在凝聚員工向心

參、研究方法及架構

力、提升人力素質以及深化組織成員學習動
能之際，同時透過組織整體的有效運作和形

一、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在擬訂研究方向和目標之後，即

象之樹立來獲取更多外部成員的認同及加入
（Abrams et al., 1998; Mael and Ashforth,

開始相關資料的收集、解讀、文獻探討，進

1995）。再者，企業必須瞭解其內部成員對

而建立研究方法和架構，並設計及製作問

工作所具備的態度、信念及能力，而員工也
必須意識到自我特質以強化個人在組織中的
自尊，經由內化的學習過程以產生對於組織
共同進退的認知來與組織產生連結，同時透
過緊密的群體關係建立來評估並接受組織所

卷，再做問卷測試，經過多次修改之後，針
對研究對象發放所設計的問卷，問卷回收之
後進行資料分析及解讀。最後針對所回收之
問卷的分析結果，撰寫研究結果及建議。其
研究流程如圖示，共分為七個階段：

提 供 的 意 義 及 價 值 （ Mael and Ashforth,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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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資料分析及解讀

問卷發放及回收

研究方法及問卷設計

建立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研究動機及目的

圖一 研究流程

二、研究模型與假說
本研究之模型與假說整理如下：

日本企業經營管理
福利

決策

人事

管理

H3

企業文化

H2
企業台籍

溝通

員工認同感

H1
圖二 研究模型

Ashforth 與 Mael（1989）認為，員工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H1e：人事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同感有

對企業的認同感來自個體自我認同與所處的
環境交互作用產生具有相同目標、價值觀之

顯著正向影響。
H1f：管理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同感有

連結而來。Riketta（2005）的研究也發現，

顯著正向影響。

企業聲譽以及工作的內容，都會對員工的企
業認同感產生影響。可見公司可透過經營管

H2：企業文化對企業台籍員工之認同感

理與企業文化之塑造提升員工的認同感。因

有顯著正向影響。

此，本研究據以建立以下假說：

而根據 Tunstall（1985）的定義，企業

H1：日本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對企業台籍

的文化是由共有的價值、行為模式、習俗、

員工之認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H1a：福利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同感有

象徵、態度及處理事務等規範方法組成，故
所有企業在經營管理中所使用的的制度、策

顯著正向影響。
H1b：決策模式對台籍員工之認同感有

略都是影響企業文化形成的因素。因此我們
藉以建立以下假說：

顯著正向影響。
H1c：台對日溝通方式對台籍員工之認

H3：日本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對企業文化
有顯著正向影響。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H1d：日對台溝通方式對台籍員工之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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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部的意見而設計完成。旨在量測台籍員工對

H3b：決策模式對企業文化有顯著正向
影響。

台日企業的經營管理、企業文化與認同感等
各個面向上之觀感，以李克特五點量表進

H3c：台對日溝通方式對企業文化有顯

行。

著正向影響。
H3d：日對台溝通方式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H3e：人事制度對企業文化有顯著正向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問卷回收情形

影響。

表三 問卷回收人數統計

H3f：管理制度對企業文化有顯著正向

人數

百分比

男

113 人

50.45

女

112 人

49.55

製造業

102 人

45.54%

貿易業

47 人

20.98%

服務業

56 人

25%

販賣業

1人

0.44%

其他

18 人

8.04%

5 年以下

101 人

49.9%

5~15 年

57 人

25.3%

15 年以上

67 人

29.8%

經理以上

26 人

11.6%

課長、副課長

50 人

22.2%

副課長以下

149 人

66.2%

年功序列

51 人

22.7%

依個人能力考
核

48 人

21.3%

（2008）及胡桂蘭、古田秋太郎（2002）的

総合考量

126 人

56.0%

論文問卷、唐澤麻里、陳明涓等（2011）的

正職

197 人

87.6%

非正職

28 人

12.4%

終身雇用

73 人

32.4%

性、日系企業の経営管理上の課題〉、中村

非終身雇用

152 人

67.6%

久 人 （ 2001 ） 的 「 異 文 化 接 触 と 国 際 経

高中以下

22 人

9.8%

営」、原口俊道（2005）的日本式經營的 12

專科

71 人

31.6%

大學

122 人

54.2%

碩士

9人

4%

博士

1人

0.4%

性別

細項

影響。
三、研究設計
行問卷之發放，問卷回收後，以統計軟體
SPSS17.0 版本進行資料分析，使用多元迴

職業別

本研究針對在台日本企業之台籍員工進

歸分析法驗證各項假說。
本研究在閱讀相關文獻、論文及參考台
年資

灣目前的外資企業的經營模式及勞資關係等
現況之後，決定將問卷設計分為經營管理及
福利、企業文化、認同感等三個部分。經營

職位

管理方面，如前述的文獻資料顯示，管理制
度、福利、決策模式、人事、溝通（包含日
以本研究依以上五個面向進行問卷之設計。
問卷題項設計係參考二宮豐志、高晶

の二章節〈中日の経営管理システムの相違

觀點，再請教在日企公司工作的台日資深幹
－165－

學歷

要素以及文獻探討中多數學者所提出的重要

雇用方式

質化訪談內容，並參酌周寶玲（2003）論文

敘薪方式

對台及台對日）均是日本式經營的特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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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資料分析

年齡
工作性質

細項

人數

百分比

21~30 歲

65 人

29%

31~40 歲

72 人

32.1%

41~50 歲

67 人

29.9%

1. 台籍員工多數認同在台日本企業的經營

51~60 歲

16 人

7.1%

管理和員工福利制度。大多數的在台日

60 歲以上

4人

1.8%

本企業仍沿襲日本總公司的經營管理模

技術、工程

73 人

32.4%

33 人

式，然而因區域、環境、員工的社會文

業務

14.7%

16 人

0.07%

化等的不同，多數在台日本企業會在經

工場管理
事務職

46 人

20.4%

財務会計

11 人

0.04%

資訊

5人

0.02%

服務

18 人

18%

店員

6人

0.03%

其他

17 人

0.08%

根據初步的敘述統計資料，本研究發現
一些現況，整理如下：

營管理和福利方面做部分的調整和改
變。
2. 在企業文化方面的總平均數雖比經營管
理稍低，但是對「重視公司整體形象
的，也會要求員工用心維護」（4.20）、
「重視團隊精神」（4.14）、「重視職務
倫理」（4.10）等題項的認同還是相當

本問卷調查，總共分發卷數約 350 份，
回收 233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225 份，有效
問卷回收率為 64.2%。為了問卷的周延性，
問卷的對象在性別、年齡、行業、職務、職

高。尤其是「重視團隊精神」，回答同
意及非常同意的人數更高達 201 人達
89.3%。此外，「重視目標及績效」及
「對個人的工作表現的嚴格要求」的認

位、地域、教育程度方面均力求均衡。此

知同意度也達 4.02，顯示日本企業除了

外，回收問卷的各個題項在信度上也均達到

業務執行力強之外，對員工的管理及要

良好的水準，「經營管理」的α值為 0.882；

求是相當嚴格的。

「企業文化」的α值為 0.847；「認同感」的
α值為 0.907。
此外，針對「經營管理」之各個問項進
行因素分析，經過轉軸後，題項的分配也如
原先所設定的得到六個面向之不同因素，

3. 在人事制度方面，問卷統計結果顯示，
平均數普遍不高，總平均數才 3.55，是
各面向中最低的。平均數較低的為第
31 題「公司對待日本和台灣的員工都
是平等的」（3.26）、第 32 題「對每位

KMO 值為 0.843。我們依此將經營管理一

員工（不分台日）的考核和升遷，是公

項變數分成福利、決策、人事、台日溝通

平的」（3.36），這兩個題項也是整份問

（台籍員工對日籍員工）、日台溝通（日籍
員工對台籍員工）、管理制度，以進行後續

卷中平均數最低的，而且回答同意及非
常 同 意 的 比 例 均 為 45% ， 未 超 過 半
數，顯示大多數的在台日本企業在對待

的假說驗證。

台灣的員工方面，無論是在管理、待遇
和升遷上，和對待日籍員工還是有相當
的差別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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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決策模式方面，「非日籍員工也可以參

的優點。例如：嚴謹的工作態度、自我

與 重 大 決策 」（第 29 題 ） 平均數 為

要求、團隊精神、條理性、守法、有禮

3.50、標準差為 1.08，顯示台籍員工能

貌等等。

否參與公司重大決策依公司而異，其差
異性較大。

在台日本企業採行終身雇用制的比例為

在管理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決策模式方

44.8%，非終身雇用制的比例為 55.2%。敘

面，應該是台籍員工最重視及最介意

薪方式採年功序列制的比例為 22.6%，依業

的部份，然而調查結果顯示，台籍員工

績能力敘薪的公司的比例為 19.2%，採行綜

對這一部分的認同度並不高，也不太滿

合考量的折衷方法的公司則有 55.5%。由以

意。

上資料顯示，在台日本企業的雇用及敘薪方

5. 台對日的溝通方面，台籍員工顯現相當

式和日本本地的情況一致，終身雇用、年功

積極、進取，在公務上會積極與日籍上

序列已不再是在台日企的特色及優勢了。不

司及同事做溝通，約有 80%的台籍員

過，日本企業的僱用還是相對穩定的，本問

工為了提升溝通能力會積極學習日語及

卷「工作穩定，不會無故被解僱」
（第 65 題

認識和了解日本文化及風俗習慣。在日

項）的回答中，有 89.7%的台籍員工是認同

對台的溝通方面，日籍上司及同事雖不

的，回答不同意的比例只有 0.07%，雖然不

及台籍員工積極，但是在工作上多數能

再有終身僱用的絕對保障，但是在台日企的

聽取台籍員工的意見。雙方相處也和

雇用制度應屬於長期雇用，具有相當穩定度

諧、愉快。

的。

6. 台籍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方面，「以身為

除了以上的兩項日本式經營特色的改變

公司的一份子為榮」（第 64 題項）的平

之外，本研究的問卷資料顯示，基本上文獻

均數高達 4.04，顯見絕大多數的台籍員

探討中學者們所提出的日本式經營管理及企

工是認同自己所屬的公司的。而且，

業文化的特色--「集團主義」、「永續經營，

「積極努力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第

命運共同體」、「人本主義」、「和諧原則」、

61 題項）的平均數高達 4.27，也是本

「員工再教育」、「集體決策」、「顧客至上」

研究的問卷中平均數最高的，「對公司

等論述與在台日企的台籍員工對公司的經營

向心力強」
（第 60 題項）的平均數也達

管理及企業文化的認知和感受還是多數吻合

4.01，顯見絕大多數的台籍員工對公司

的。例如：
「集團主義」
（第 13 題項）的平

有很強的向心力且盡心盡力地在為公司

均數達 4.12%，「集體決策」（第 4 題項）的

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認為「在日本企業

平均數達 3.86%，「員工再教育」（第 5 題

上班，我學到許多東西」（第 63 題項）

項）的平均數達 3.96%，「顧客至上」（第

這個題項的平均數也高達 4.15，參酌前

6、7 題項）的平均數達 4.05%。

項研究及經營管理、企業文化的高認同
度，可知台籍員工從公司所學到的應該
就是日本式企業經營及日本企業文化中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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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文化對福利制度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驗證

係，而福利制度與認同感之間也具有正向關

表四 福利制度、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企業文化

福利制度

0.451***

係，且在企業文化加入後，Beta 係數減少

認同感
0.443***

福利制度與企業文化之間具有正向關

了，所以企業文化對福利制度與認同感之關
係為部分中介效果。

0.173**
0.598***

企業文化
F
調整後之

56.931

54.471

102.965

0.2

0.193

0.477

*P<0.05 **P<0.01 ***P<0.001

企業文化

0.451***

0.598***

0.173**

福利

認同感

圖三 福利、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四、企業文化對決策模式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

企業文化

決策模式

0.511***

調整後之

係為完全中介效果。

-0.052
0.703***

企業文化
F

0，因此企業文化對決策模式和認同感之關

認同感
0.307***

但決策模式與認同感之間的關係在企業文化
加入後變為不顯著，Beta 係數更降到小於

表五 決策模式、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決策模式與企業文化之間有正向關係，

78.833

23.245

94.305

0.258

0.09

0.454

*P<0.05 **P<0.01 ***P<0.001

0.511***

企業文化

0.703***

決策

認同感
圖四 決策、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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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業文化對人事制度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

事制度與認同感之關係在企業文化加入迴歸

表六 人事、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企業文化

人事制度

0.656***

式後變得不顯著，Beta 係數也接近 0，因此

認同感
0.506***

人事制度與企業文化有正向關係，但人

企業文化對人事制度與認同感之關係為完全

0.110

中介效果。

0.604***

企業文化
F
調整後之

168.675

76.828

96.162

0.428

0.253

0.459

*P<0.05 **P<0.01 ***P<0.001

企業文化

0.656***

0.604***

人事

認同感
圖五

人事、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六、企業文化對台日溝通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
表七 台日溝通、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企業文化

台日溝通

0.520***

認同感
0.524***

調整後之

業文化呈正向關係，且企業文化加入台日溝
通與認同感之迴歸式後，台日溝通的 Beta
係數降低但仍為顯著，因此企業文化對台日

0.236***

溝通與認同感之關係具部分中介效果。

0.553***

企業文化
F

台日溝通（台籍員工對日籍員工）與企

82.705

84.424

110.132

0.267

0.271

0.494

*P<0.05 **P<0.01 ***P<0.001

0.520***

台日溝通

企業文化

0.553***

0.236**

圖六 台日溝通、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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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業文化對日台溝通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

業文化具有正向關係，而日台溝通與認同感

表八 日台溝通、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企業文化

日台溝通

0.642***

之關係在企業文化加入後，Beta 係數降低

認同感
0.515***

日台溝通（日籍員工對台籍員工）與企

但仍為顯著，故企業文化對日台溝通與認同
感之關係為部分中介效果。

0.136*
0.590***

企業文化
F
調整後之

154.618

79.623

97.517

0.409

0.262

0.465

*P<0.05 **P<0.01 ***P<0.001

企業文化

0.624***

0.590***

0.136*

日台溝通

認同感

圖七 台溝通、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八、企業文化對管理制度與認同感關係之
中介效果

管理制度與認同感之間的關係在企業文化進

表九 管理、企業文化與認同感迴歸分析
應變數／
依變數

企業文化

管理制度

0.589***

於 0，所以企業文化對管理制度與認同感之
間的關係為完全中介效果。

0.080
0.629***

企業文化
F
調整後之

入迴歸式後，Beta 值變得不顯著，且接近

認同感
0.450***

管理制度與企業文化具有正向關係，但

118.563

56.763

95.124

0.344

0.199

0.457

*P<0.05 **P<0.01 ***P<0.001

0.589***

企業文化

0.629***

管理

認同感
圖八 管理、企業文化與認同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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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九、假說驗證統整
經前述之資料驗證分析，茲將本研究所

本研究旨在探討日本企業在台灣的經營
策略與跨國籍員工間溝通方式以及對台籍員

建構之假說驗證統整如下表：

工的企業認同感之影響。經過資料分析，發
現日本企業在台的經營方式上，福利制度以

表十 假說驗證統整表
假

說

驗證結果

H1：日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對台籍
員工之認同感有顯著正向影
響。

部分成立

H1a：福利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1b：決策模式對台籍員工之認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不成立

H1c：台對日溝通方式對台籍員
工之認同感有顯著正向影
響。
H1d：日對台溝通方式對台籍員
工之認同感有顯著正向影
響。

及溝通方式的改善應該是提升員工認同感最
直接且有效的策略運用。此外，使用其他經
營管理的策略，例如，透過提升企業文化，
同樣也可以達到提升台籍員工認同感之效
果。因此，日本企業應更重視在台企業經營
管理之策略運用，藉由提升台籍員工之認同
感，來強化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及員工的穩

成立

定度以及經營績效。
然而，透過問卷的量測，我們也了解其

成立

H1e：人事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不成立

H1f：管理制度對台籍員工之認
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不成立

H2：企業文化對企業台籍員工之
認同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日本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對企
業文化有顯著正向影響。

完全成立

H3a：福利制度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b：決策模式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c：台日溝通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d：日台溝通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e：人事制度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f：管理制度對企業文化有顯
著正向影響。

成立

他的一些實際的狀況，日本企業在台籍員工
的觀感中，管理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決策
模式，都是較令台籍員工認為需加強的地
方，雖然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這幾個面向並
無直接提升台籍員工認同感之效果，然而卻
仍能藉由這些方面的改善，提升企業文化，
同樣能達到提升認同感的功效。
除了問卷資料研究之外，本研究也做了
少數的質性訪問（6 家公司 10 多位員工），
他們的認知和感受與問卷結果大同小異，值
得一提的是 9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日本企
業低調、保守，在特殊技術或公司重要事務
上對台籍員工仍持有相當的戒心，在台、日
員工的對待上還是有差別待遇的。本研究在
問卷調查過程中，也遇到部分在台日本企業
拒絕受訪或顯現許多顧慮的情況。由此可
見，日本企業的自我保護意識是相當強烈
的，也是台日貿易及技術合作中常見的問
題，有待我們去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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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culture on local staff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Yen-Wen Hsia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Owing to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aiwan and Japan have developed
frequent contact in political,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Japanese corporations are also the
top among foreign investors in Taiwan. Though Japanese business is well known for its
management,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ese staffs have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variables involved in
the impact of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cultur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Taiwanese staffs.
Data in the study was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d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s

of statistical ski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variants of benefits,
Taiwanese-Japanese communication, Japanese-Taiwanese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ere critical;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personnel system, policy making model,
and management system, displays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staff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benefit system and good communication can strengthen staf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reflected in personnel system, policy mak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ff identification. The study provides informative
suggestions 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o Japanese corporations in Taiwan.
Key words: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taff identificatio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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