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個案說明 

第一節 日本金融改革及其原因 

本研究的個案公司有二個，分別是新生銀行及瑞穗金融集團。在進入個案介

紹前，首先要介紹日本的金融環境、泡沫經濟原因及金融改革。 

在二次大戰戰前，日本就已經建立了金融體系陸續成立了十二家的都市銀

行，依照其成立年代分別依次是三井銀行（1876）、住友銀行（1895）、第一銀行

（1896）、日本勸業銀行（1897）、日本興業銀行（1902）、三菱銀行（1919）、富

士銀行（1923）、三和銀行（1933）、神戶銀行（1936）、東海銀行（1941）、東京

銀行（1946）及太陽銀行（1968）(蔡增家, 2003），另外 1897 年，日本創立了日

本勸業銀行，希望能趕上西方世界（Tett,2003)。其中 1953 年對日本具有特殊的

意義，又稱為「經濟奇蹟元年」，因為在這一年，美軍正式結束日本軍管情形，

將日本的經濟大權又交回了日本人的手中。 

當時日本的池田政府陷入了銀行與資本市場的選擇之中，為了能快速的重建

日本的經濟以及維持政府適當的控制，日本政府後來決定以銀行為主體來控制稀

少的資金，並確定這些資金能被投入政府的優先目標裡。同時為了避免銀行獨

大，參考了美國的 Glass-Steagall Act，將不同的任務分配給不同的金融機構。當

時建立的金融制度主要有：經紀商負責股票市場；商業銀行服務消費者，並對大

企業提供短期借款；信託銀行專門承作資產管理服務；地區銀行服務規模較小的

客戶。而日本勸業銀行在當時也進行分割，一家稱為第一勸業銀行，屬於商業銀

行，另外一家則成立新的專業銀行，稱為長期信用銀行，提供企業中長期的資金

需求，也就是新生銀行的前身。而日本的銀行體系也建立了「主要銀行體系」

（Main Bank system），其是具有以下兩種意涵：首先是企業以銀行體系為主要資

金來源，同時政府與銀行關係密切，因此銀行體系實是具有信用分配（Credit 

Allocation）的作用；其次是為了擔負起「護送船艦」（Envoy Fleeting）的任務，

因此銀行體系是採取專業分工的銀行體系，其主要分為全國性的都市銀行、專門



負責長期貸款的長期信用銀行、外匯專業銀行、中小企業融資的相互銀行、區域

性的信用金庫及政府經營的郵政儲金體系。(Tett,2003；蔡增家, 2003)主要銀行體

系在建立的金融體系之後，日本企業就以此為後盾，成功的使日本的經濟快速復

甦。從 1955 年到 1974 年，當時日本的年平均實質 GDP 高達 10%，從 1974 到

1990 年，平均成長率為 4%（莊豐昌,1998），因此民間財富已經累積了相當的龐

大，而政府卻是維持一貫的外匯管制，因此一般民眾的投資管道非常缺乏，因此

龐大的資金開始湧進股票市場與不動產。 

而 1985 年 9 月的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日元匯率由 1985 年九月的一

美元兌二百四十日元急劇上升到 1988 年初的一美元兌一百二十日元，上升了一

倍。在日圓大幅升值後，日本央行又從 86 年開始調低重貼現率，從 87 年開始，

共維持了三年三個月的 2.5%低利率，更是促成日本泡沫經濟的原因之一。在日

元升值期間，國際資本開始加速進入日本，進一步刺激了日元的升值，並導致日

本國內貨幣供應量過度增加，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實行寬鬆的低利率貨幣政策，

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刺激了日本房地產、股票價格繼續大幅上升，日本的泡沫經

濟也因此生成，日經指數從 1985 年的一萬點附近一路狂升至 1989 年底的三萬八

千九百一十五點歷史最高水準。從 1991 年，日本經濟開始崩潰，日本自此陷入

了十多年的經濟蕭條，一般稱為失落的十年（Lost Decade）。 

根據Foo(2003)指出，日本90年代的銀行危機主要原因有四點： 

1.日本獨有的銀行結構，以保護銀行為主，而不是鼓勵競爭，因此造成銀行貸款

時的輕率，也為後來的巨幅壞帳埋下種子。 

2.日本金融市場開始走向全球化時，事實上日本銀行並未準備好進行全球競爭。 

3.日本企業及銀行間的「經連」（keiretsu）系統使得銀行在貸款時並未考慮到風

險管理。 

4.政策制定者對於制定鬆散的會計制度及不揭露的要求也是原因之一。 

而 Kawai(2005)也與上述原因有相同的看法，另外還指出兩點原因，其一是

90 年代的經濟衰退，另外還有決策者的反應太慢，不願積極面對相關的問題。



這也造成整個銀行危機越來越嚴重。 

從 1992 年開始，日本的銀行就飽受不良債權之苦，導致日本銀行的改革行

動遲緩，間接造成競爭力下降，在 1996 年，當時的日本首相橋本龍太郎提出了

「Big Bang」的改革。主要目標是期望在 2001 年以前，使日本東京市場恢復以

往地位，與紐約、倫敦等國際市場並駕齊驅，以五年時間加強處理金融機構的不

良債權，所有的金融行政措施務必根據市場自由機制為主軸，一改過去人為管制

的作風，建立透明化的交易制度，讓市場回歸市場，促使東京市場活絡的目標。

改革的三原則是（莊豐昌,1998）： 

1.Free－在自由市場上依據市場原理自由運作 

檢討的重點項目包括： 

(1).注入新活力，促使銀行、證券、保險等行業領域相互加入經營。 

(2).因應廣大需求，提供更多的金融商品與服務。如：廢除長、短期金融分離條

件下之各項金融商品限制規定；擴大銀行、證券、保險等行業之業務經營範圍。 

(3).金融服務多樣化與各項手續費率自由化。 

(4).廢除「外匯銀行主義」，促使國內外交易之自由化。 

(5.)促進 1,200 兆日元的國民儲蓄資金能有效運用。如修正資產運用之業務限制

規定，徹底落實財務資訊充分揭露制度。 

2.Fair－建立透明化、充分信賴的自由市場 

檢討的重點項目包括： 

(1).充分提供金融資訊，使市場規則明確化，以建立「自負責任原則」。 

(2).對違反市場規則者採取積極處分措施。 

3.Global－建立領先國際地位的市場 

檢討的重點項目包括： 

(1).因應未來衍生性商品交易之發展，建立完整的法令制度，促進會計制度國際

標準化。 

(2).建立國際性合作監督體制。 



回顧日本金融業的發展歷史我們可以發現到，過去日本金融業的經營狀況整

個銀行體系區分的非常清楚，有大型都市銀行負責規模較大的客戶，而地區銀行

負責服務規模較小的客戶，各銀行間彼此呈現出競而不爭的狀況，因為當時的大

藏省透過各種的手段控制，希望讓金融業維持在穩定的環境，而且也建立銀行間

互助的網絡，也讓想創新的銀行卻步，因為提出過大的改革很有可能招來大藏省

的關切，甚至於被互助的網絡所逐出，而日本企業間的交叉持股風氣盛行，加上

主要往來銀行制度影響，因此其他銀行很難打入非同一「經連」的客戶，這是當

時金融業呈現出競而不爭的原因。而後 80 年代泡沫經濟的發展，使得各銀行在

不動產的放款激增，埋下日後不良債權問題的種子，從 1989 年年底日本央行開

始提高利率，一直到 1992 年才結束，雖然抑止了股票市場與不動產的泡沫，但

也使日本使得日本進入了失落的十年。整個 90 年代，過去繁榮的日本不再，日

本也陷入了長期的經濟不景氣，在 80 年代中，日本的 GDP 成長率還可以維持在

3.8%，但在 1992 年到 2002 年時，卻只能維持在 1.1%，而在 1998 到 2002 年，

甚至低到 0.1%（Kawai,2005)，也促使政府開始推行相關的金融改革，但成效似

乎並未立竿見影。在 96 年開始進行的金融改革，雖然揭示了工作目標，但由於

沉砢已深，仍然在 97 年發生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倒閉，北海道的拓殖銀行

倒閉，使得日本金融業的環境更顯嚴峻。1999 年長期信用銀行也申請回歸國有，

迫使日本政府必須加速對銀行業不良債權的處理，因此投入 60 兆日元公共資金

以協助銀行渡過難關，另外日本央行也出面購買銀行手中對其他企業的持股，降

低因為股價下跌對銀行的衝擊（鄭景文,2004）。因為在日本的會計制度下，銀行

業對其他關係企業的持股是列入銀行的資本計算，而當時日本股市低迷，各公司

的股價都跌入低點，而銀行同時又要處理龐大的不良債權，據估計當時日本銀行

的不良債權金額高達 111 兆日圓，外國分析師則根據其各自的模型推估日本的不

良債權為 180 兆日圓左右，高盛公司甚至認為達 237 兆日圓（陳進安、許育菁, 

2002）。為了使銀行能有強力的資本去處理不良債權的問題，因此日本央行必須

出現購買銀行對其他企業的持股。 



另外在 1997 年通過獨佔禁止法修正案，並促成了銀行業的合併風潮。整個

合併過程時間為 1971 年日本勸業銀行與第一銀行合併，1973 年太陽銀行與神戶

銀行合併，1990 年太陽神戶銀行與三井銀行合併，並於 1992 年改名為櫻花銀行，

1996 年東京銀行與三菱銀行合併，2001 年櫻花銀行與住友銀行合併形成三井住

友銀行，2002 年三和銀行與東海銀行合併成 UFJ 銀行，同年第一勸業銀行、富

士銀行與日本興業銀行合併成瑞穗銀行，2006 年東京三菱與 UFJ 合併成東京三

菱 UFJ 銀行，形成現在日本的三家巨型都市銀行，如下圖： 



 

 

圖 3-1 日本都市銀行合併過程 



第二節 瑞穗金融集團 

一、成立背景 

第一勸業銀行(Dai-Ichi Kangyo Bank, DKB)、富士銀行(Fuji Bank, Fuji)及日

本興業銀行(Industrial Bank Of Japan, IBJ)即依照日本商法的股份轉移制度，於

2000 年 9 月 29 日設立瑞穗控股公司(Mizuho Holdings, Inc.)。成立背景是因應經

濟全球化、金融大改革的進行，金融技術、資訊科技的顯著發展，日本金融環境

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了繼續維持在市場上強大的地位而得以持續地領導市

場，因此三家銀行在 1999 年 8 月 20 日宣佈，並在 12 月 22 日正式簽字同意，合

併的過程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從宣佈開始到 2000 年 9 月，三家銀行以換股方

式成立瑞穗控股公司，將原本分屬三家銀行底下的證券公司與信託銀行合併，成

立了瑞穗證券與瑞穗信託銀行，而在銀行部分，則採取事業單位方式經營，橫跨

三家銀行，並以客戶及產品線做為各事業單位劃分的基礎，建立了信托及資產管

理等九個的事業單位。其組織圖如下： 

 



圖 3-2 2000 年瑞穗控股公司組織圖  

資料來源：瑞穗控股公司 2000 年年報 

 

從 2000 年 9 月到 2002 年四月第二階段的組織重整，集團內部公司間透過公

司分割和合併的方式，進行一連串的企業組織重組(Reorganization)改革後，最後

將其組織功能架構劃分和建構成以下四大業務部門，以強化其企業集團之經營： 

瑞穗銀行(Mizuho Bank) 

瑞穗實業銀行(Mizuho Corporate Bank) 

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 

瑞穗信託銀行(Mizuho Trust & Banking) 

其中瑞穗實業銀行是以大企業、金融機構及集團企業、政府部門及海外公司

為主，而瑞穗銀行則是以國內的個人、中小型企業及地方政府為主，瑞穗證券是

債券交易、IPO、M&A 業務為主，瑞穗信託銀行資產管理、資產證券化商品業

務為主，瑞穗證券與瑞穗信託銀行的服務對象包括了前面兩家銀行的客戶，形成

新的經營模式，如下圖。 

 

圖 3-3 瑞穗控股公司的再重整圖 

資料來源：瑞穗控股公司 2000 年公司財報 

 

由第二階段的改變我們可以了解到瑞穗集團的目的在於，為了創造新的經營

模式以迎接更具挑戰的 21 世紀，由於在未來的幾年內，世界的經濟將面臨更重



要的變化，為了面對這些挑戰，因此必須建立具有彈性、機動性與迅速性的組織；

另一方面則是為了強調實高度專業能力的重要性，為了成為強而有力的金融集

團，除了善用現有的客戶基礎外，擁有高度專業能力更是不可或缺的條例，所謂

的高度專業能力指的是擁有先進的融資技術及 know-how，客戶導向的事業組織

及能滿足客戶需求的金融商品。 

在 2003 年 1 月，在日本法令允許下，瑞穗控股公司成立瑞穗金融集團

（Mizuho Financial Group, Inc.），原先的瑞穗控股公司變成瑞穗銀行、瑞穗實業

銀行及瑞穗證券的控股公司，其他的子公司則隸屬於瑞穗金融集團，在 2005 年

才又重組為較扁平的組織。 

 

二、變革重點 

1. 改善與加速計劃－Mizuho Change & Speed-Up Program 計畫 

2002 年 11 月，推出改善與加速計劃，加速及改變企業策略的發展，重點著

重於成本的刪減，包括減少國內外的營業單位、人員，以降低成本。公司的人員

及國內、外分行數分別從 2001 年的 34,818 人、645、113 降到 2005 年的 22,800

人、429、41。 

 

2. 企業重組－Business Reorganization 計畫 

而且為了能快速增進集團全面性的服務能力、加速不良債權的處理、進一步

的強化財務狀況及更嚴格的執行改善與加速計劃，在 2003 年 7 月採取了名為企

業重組的改革，其中之一，為了強化兩家銀行的綜效，將原本的瑞穗證券改列在

兩家銀行底下，除此之外，為了重視資產管理這項業務，把原先的信托銀行與資

產管理公司合併，並把原先隸屬於兩家公司下的子公司提昇位階，直接由瑞穗金

融集團管理。另一方面，基於策略性的考量，瑞穗銀行和瑞穗實業銀行下的四項

潛力子公司業務獨立出來，這四家公司是以創投業務為主的 Mizuho Capital Co., 



Ltd 、IT 相關的 DKIS. FRIC.KSD、研究機構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及信用卡

公司 UC Card Co., Ltd.。另外加速執行改善與加速計劃一方面加速成本刪減計

劃，關閉部分分行，裁減員工；另一方面則是加速進入投資銀行業務，拓展未來

營收來源。另外有鑒於 2002 年發生的資訊系統問題，其中原因是因為在合併的

過程中，三家銀行仍照著過去的方法執行業務，並未將自己視為瑞穗集團的一

員，因此高層主管深感到組織文化的重建的重要性，因此也提出五大目標，做為

建立新瑞穗文化的依據。 

1.建立「顧客第一」的企業目標。 

2.面對創新的挑戰。 

3.作決策時必須理性與公平。 

4.對於行動的速度更加重視。 

5.對所有的行為都必須負責任。 

這些文化上的改變不僅重塑企業的文化，也將做為員工考核的標準。 （資料來

源：2001 年報）重組後公司的組織圖如下： 



 

圖 3-4 瑞穗金融集團企業重組後組織圖－2002 年 

資料來源：瑞穗金融集團 2002 年年報 

 

3. 企業復興計畫（Business Revitalization Plan） 

2003 年 7 月，推出企業復興計畫，該計畫有幾個目標，首先是評估企業的

合理化，著重於經營模式建立，因此在此目標下，將企業分為三大業務部門，分

別為全球企業金融、全球消費金融、全球資產與財富管理及以及屬於支援性質的

集團策略成員。重點就是「Channel to Discovery」的推動與執行，由於在 2004

年，集團已經完成了 IT 部門的整合及企業再生計劃的完成，換言之，內部的資

訊系統整合完成，可以更快速的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回應，再生計劃的完成，則代

表不良債權的處理告一段落，瑞穗金融集團可以盡力於各項業務的發展。在消費

金融部門，與美國 Wachovia Bank 及 Well Fargo Bank 建立合作關係，合作內容



包括（1）互相介紹客戶，至彼此銀行開戶。（2）現金管理商品，利用 SWIFT

系統進行資金的管理。（3）貿易融資，在信用狀業務上彼此合作，互指定對方

為通知銀行或限押銀行或託收銀行等。（4）瑞穗銀行於日本境內銷售兩家銀行

的投資信託產品。（5）與 Wachovia Bank 進行網站合作共享。另外全球資產與

財富管理部門則與 Bank of New York 合作，透過 Bank of New York 的協助，建

立瑞穗金融集團資產管理的能力、執行的專業等相關能力。 

第二點是有關管理制度的建立，透過控股公司的方式，讓組織可以運行的非

常有彈性與機敏性，透過以顧客為區隔的各子公司，讓經理人可以專心努力，強

化瑞穗金融集團在各個市場的能力，以滿足客戶需求並增加公司價值。 

從該計畫的改革後，我們可以發現瑞穗集團的組織有了很大的改變，左邊是

原先的組織架構，右邊是新的組織架構，可以看的出整體組織改革後，變得更精

簡，直屬母公司的部門變少，而且也更加重視財富管理的業務。 

 



圖 3-5 瑞穗金融集團企業重組後組織圖－2004 年 

 資料來源：瑞穗金融集團 2004 年財報 

 

4. 「Channel to Discovery」計畫 

該計畫為瑞穗目前最重要的策略方案，因此對該計畫要更進一步的了解，該

計畫的三個核心概念為：前瞻(Enterprising)、開放(Open)、尖端(Leading-edge)。

前瞻是指瑞穗有熱情與能力協助客戶發現正確的方向，而開放是指要真誠的傾聽

及公平的對待顧客，尖端是指要透過創新的心態，協助顧客達到更好更明亮的未



來，透過以未來為考量（Future-Minded）與顧客導向（Customer-Oriented）的方

式來贏得客戶的支持。透過本計畫，訂下瑞穗金融集團未來幾年的目標，除了將

組織劃分為三大事業體外，重點在於企業營收的多元化（Business Portfolio 

Strategy）。在全球企業金融部門下，目標要建立不斷發展的經營模式，透過全

球化的服務，以商業銀行與投資銀行的業務，結合瑞穗集團的成員，為客戶打造

客製化的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在全球消費金融部門下，速度是管理的核心工

作，包括快速的提供服務給消費者與內部的決策速度。而在全球資產與財富管理

部門，則是加強與外銀的合作。 

 

整個瑞穗集團的改革計劃如下表： 

表 3-1 瑞穗集團的改革計劃 

時間 計劃名稱 主要內容 

2002/11 改善與加速計劃 加速成本刪減計劃，關閉部分分行，裁減員工 

2003/3 企業重組計劃 強化兩家銀行業務支援、資產管理業務、策略性

單位獨立 

2003/7 企業再生計劃 加速客戶的財務狀況改善、建立企業諮詢部門 

2005/4 Channel to Discovery 前瞻、開放、尖端，追求獲利來源的多元 

 

5. IT 整合 

瑞穗金融集團的 IT 部門是由三家銀行共同整合，但是由於三家銀行合併過

程中，IT 轉換並不成功，甚至於在 2002 年 4 月 1 日正式營運時，還發生了電腦

系統的大混亂。其中包括了交易手續費的重新計收、7000 部 ATM 的發生故障等

等，唯一沒有出現問題的只有國際交易的清算服務。後來經過 FSA(Financial 

Service Agent)調查認為問題完全出自於缺乏文化整合所導致的情況，也沒有使用

同一套的電腦系統，主要產生的問題有：1. ATM 發生故障；2.250 萬筆的錯誤交



易；3.網路安全出現瑕疵而危及客戶的個人資料；4.超過 6 萬筆的交易被重複扣

帳；5.無法支付企業客戶 27 億元的交易(Guidi 2002)。這些問題都嚴重打擊了瑞

穗控股的商譽，也因此才使該行痛下決心進行資訊系統的整合，不過該工作一直

到 2004 年才告完成。整合的過程重點在於透過 MIS 的協助，強化內部的管理與

稽核、做為高階主管決策的依據、更穩定的操作環境，重新獲得客戶的信任。 

 

6. 發展投資銀行業務 

透過 Relationship Management（RM）的制度，加上瑞穗集團研究的能力，

協助客戶在早期找出管理上的問題，配合瑞穗集團的產品及服務，包括資產管

理、證券化、企業分割、M & A 、企業重整等，提供客戶客製化的解決方案，

希望藉此提升在手續費收入、企業諮詢及現金管理的收入。 

 

7. 進入消費金融市場 

藉由在日本最大的分行網絡可以提供全方位的金融服務、擁有相當多的專業

人士、非常密切的客戶關係，形成瑞穗集團在消費金融市場的優勢。在 2002 年，

透過 The Mizuho Value Program 的推行，該方案是設計來支持與滿足客戶在生命

中不同階段的各種需要，目前該方案已經擁有 640 萬的客戶數了，形成瑞穗集團

重要的資產，為了配合客戶的需求，瑞穗也有相當多的產品，如財富管理、房貸、

信用卡、消費性貸款等，而且為了滿足客戶需要的改變，也會隨時提供更符合客

戶需求的新產品。 

 

8. 人力資源改革 

為了配合新組織形態與新的經營模式，對於人力資源也有了新的做法。對於

人力資源投資上，瑞穗集團建立 ROE 的願景。R 是指 Responsibility，培養員工

獨立判斷與負責的態度，O 是指 Opportunity，提供公平的機會，E 是指

Employability，發展員工的專業以強化競爭力。另外也改變績效評估制度，將工



作績效也列入考核標準。透過在人事制度上的改變，可以讓集團的員工提供創新

的想法，協助建立新瑞穗集團文化。 

 

9. 風險管理制度的改變 

瑞穗集團為了避免重蹈過去的錯誤，因此對於風險的管理採取了非常不同於

以往的做法，圖 3-6 呈現的是瑞穗金融集團的風險管理系統，圖 3-7 則是以市場

與流動性風險管理架構做為例子，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風險管理上，瑞穗金

融集團是依照風險的特性去分類管理，再針對相關的人員提供訓練以評估風險程

度。每個子公司再依據其事業特性、市場規模及風險暴露程度，進行風險的評估。

以瑞穗實業銀行為例，它在承作企業貸款時，就必須考慮到客戶的產業別（市場

風險）以及客戶的所在地區（政治風險），再評估其信用風險，才決定是否承作

該筆貸款，可以看出它的風險管理從前線人員一直到董事會都有參與其中，對風

險的態度是更加謹慎。而在過去的做法上，通常只考慮企業的信用風險，而目前

則對風險的分類變得更細緻、更專業，區分作業風險、信用風險、資產負債管理、

IT 風險、法令風險等等，再針對子公司可以承擔的風險進行管理。 

 



 
圖 3-6 瑞穗金融集團的風險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瑞穗金融集團 2005 年財報 

 

 

圖 3-7 瑞穗金融集團的風險管理系統-市場與流動性風險管理 

資料來源：瑞穗金融集團 2005 年財報 

 

三、擴張計畫 

1.異業合作 



2002 年 12 月與 Shinko 證券合作，由 Shinko 證券提供它廣大的客戶群與遍

及全國的服務網絡，可以增強瑞穗集團在證券業中的實力，以便與其他三大券商

抗衡。2005 年 3 月，瑞穗銀行與日本 JR East 完成在信用卡業務的合作，推出

Mizuho Suica Card，整合信用卡、ATM 與電子錢包等功能，在 JR East 的車站中

也會設立瑞穗集團的 ATM。 

 

2. 海外擴張 

在海外擴張上，除了協助日本企業發展海外業務外，另一方面也協助外國企

業進入日本及亞洲市場，在 2007 年 2 月瑞穗實業銀行總裁接受 The Asian Banker

訪問時提到為了滿足日本企業的需求，瑞穗集團也必須跟著全球化，尤其日本的

經濟成長率多半只有 2%左右，已經不符瑞穗集團的成長，因此必須開擴海外市

場，其中主力放在中國與印度上。有時為了贏取客戶也必須將客戶海外擴展計畫

列入年度計畫內，配合過去已經建立的海外分行網路，形成全球都可以提供客戶

服務的銀行，而這也是瑞穗金融集團競爭力所在，目標要將海外分行的貢獻提高

到 40%。（資料來源：亞洲銀行家，查詢日期 20070623 

https://www.theasianbanker.com/A556C5/FLUpdate.nsf/0/A220E5AEA88C2A9A482

57282000D0DEE?Opendocument） 

 

小結： 

從瑞穗金融集團成立及改革的過程來看，我們可以大略將之區分為兩個時

期，第一個時期從成立到 2005 年為止，在這階段內面臨三大問題－不良債權的

清理、資本結構的強力、IT 的整合，因此主要的工作大都集中在內部的整合工

作及不良債權的處理，尤其是因應日本政府要求必須在 2005 年 3 月完成不良債

權比率減半的政策，大幅轉銷呆帳也造成瑞穗集團在 2003 年創下鉅幅虧損的紀

錄，同時為了因應打消呆帳後資本不足的現象，也大幅增資一兆日圓以上，創下

單一企業增資的紀錄，而發生在 2002 年 IT 系統的問題，更是讓瑞穗集團顏面無



光，又花了兩年時間進行整合。而在此階段內，為了建立客戶導向的事業組織及

滿足客戶需求的金融商品，整個公司的組織也面臨多次的重組，一直到 2005 年

3 月後，才算完成了內部的整合。因此集團的發展從 2005 年 3 月開始又進入了

新的階段，配合企業復興計畫的「Channel to Discovery」策略，正式讓瑞穗金融

集團以客戶的需要重新架構，將集團分為三大業務部門及策略子公司集團，開始

將集團的力量集中在進行業務的衝刺，擴增收益來源，調整集團的營收結構並提

高獲利能力，而同時在 Channel to Discovery 策略下，瑞穗金融集團也非常重視

品牌的形象與力量，這在日本的金融業中也是非常少見的例子。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瑞穗金融集團經營模式的改變，從 2005 年之前的「因應

危機」走向 2005 年之後「擴大收益」，從內部的改革走向外部的競爭，意識到傳

統的經營模式無法符合現代的競爭環境，重新思考企業定位與方向，開始進行經

營模式的創新，將顧客視為創新的來源，組織設計上也朝此方向進行，在組織轉

型上也確定長期發展的目標，並因此去調整組織設計，建立以顧客為中心的事業

單位。 

 

第三節 新生銀行 

一、成立背景 

新生銀行(Shinsei Bank, Limited)前身是日本長期信用銀行（LTCB：Long 

Term Credit Bank of Japan, Ltd），成立於 1952 年，於 1953 年正式營運，在當時

日本是採行主要銀行制，每個大財閥都會有自己主要的往來銀行，而長期信用銀

行是少數跨越不同企業的金融機構，原因之一是自己沒有關係企業，因此就得向

不同的關係企業和幾十家的區域銀行購買股票，再貸款給他們。隨著日本的經濟

成長，也快速的崛起，到了 1989 年，當時的總市值為三十兆日元（3000 億美元），

是世界排名第九，是花旗銀行的數倍。在同年年底，日本銀行開始調高利率，希

望可以讓不動產的上漲獲得控制，卻也造成日經指數及房地產的價格下跌，長期



信用銀行也因為在泡沫經濟的崩潰而承受鉅額的呆帳損失，進而在 1998 年 10

月 23 日自動申請收歸國有，在 1999 年長期信用銀行賣給美國的私募基金

Ripplewood Holding。在簽訂合約時，為了不良債權的問題，也加上一項賣權的

選擇權。所謂「賣權」，就是新生銀行可以將貸款還給政府，這是 Ripplewood 簽

訂合約時特別要求的一點。因為 Ripplewood 對於長期信用銀行當初所提列的壞

帳並沒有太大的信心，認為在正常放款中仍然有很大的一部份是屬於逾期放款，

但金額無法正確衡量，為了保護美國投資人的權益，因此在合約中加註此點，讓

新生銀行可以將有問題的放款可以整筆(包含已提列之壞帳)退還給日本政府。而

在 1999 年，新的經營團隊邀請剛剛從日本花旗銀行總裁退休的八城政基先生擔

任會長、社長及 CEO，負起改造長期信用銀行的使命，並於 2000 年六月以「新

生銀行」重新營業，在 2004 年 2 月重新在東京交易所掛牌交易，並在當天股價

大漲 58%。（一銀產經資訊 469 期；Tett,2003） 

八城政基是推動新生銀行改造的關鍵人物，因此要對他的背景有必要稍微了

解一下。他出生於 1929 年的東京，父母親死於二次大戰期間，戰後進入京都大

學就讀，主修法律。1952 年進入東京大學研究所，主修國際關係。1958 年，進

入美商標準瓦肯石油公司（Standard-Vacuum）東京分公司工作，1960 年進入 Esso

公司，而在 1964 年，出任美日合資的 Esso 石油公司董事，在日本，這麼年輕就

出任高位，相當令人訝異。1989 年，從公司退休。同年接受花旗銀行董事長 John 

Reed 的邀請，擔任日本花旗銀行的總經理，負責創設消費金融業務，而後在 1997

年再度從花旗銀行退休。1999 年，接受邀請而擔任新生銀行的社長及執行長。

2005 年 6 月 24 日將執行長的職位交給 Thierry Porte。（Tett,2003；新生銀行 2005

年財報） 

 

二、變革重點 

八城政基在新生銀行推動了許多的改革，以下資料主要來自於 2004 年今週



刊訪問、2005 年接受日本「獨立行政法人 經濟產業研究所」的訪問，以及「新

泡沫經濟」一書。 

1.管理制度的改變  

八城政基在新生銀行重新營運時，就在董事會中建立了與其他日本銀行不同

之處。首先讓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大多數的董事都不是公司的經理人，在 15

名董事中，就有 4 位獨立董事，而且也在 2004 年引進委員會制度，分別為任命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稽核委員會，而後兩個委員會皆為外部董事所組成。另外

有鑑於過去長期信用銀行破產的原因，因此他對風險管理也非常重視，引進全系

統風險管理的觀念，除了信用風險外，其他如市場風險、營運風險等一併列入考

量。新生銀行從 2000 年下半年採行新的風險標準，來面對其底下的企業貸款，

而不是用傳統以關係做為貸款的核准依據。在新的制度下，客戶若不符合風險標

準，必須接受下列三個方案的其中一種：清償貸款；支付較高的利率；增提擔保

品。另一方面，也全面檢查公司所有的不良債權(NPL)。 

 

圖 3-8 新生銀行的風險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2002 年新生銀行財報 



 

圖 3-9 長期信用銀行的風險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1999 年新生銀行財報 

 從兩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新生銀行中，風險管理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風險

的分類變得更細緻、更專業。讓風險管理從企業整體出發，再找出各事業單位會

面臨的風險以及可以承擔的範圍，在配合風險的分類，的區分作業風險、信用風

險、資產負債管理等等，再依照不同部門進行管理，從新產品的開發就開始進行

風險管理的評估，而且過程中董事會及 CEO 都親自介入，顯示高層的重視，而

反觀在長期信用銀行時代，風險管理工作的重要性就不如新生銀行，而且偏重信

用風險，反應出長銀當時業務僅限於企業金融。 

 

2.人事制度的改革 

傳統上日本企業的企業部門是負責擬訂企業的策略，決定企業未來幾年的營

業方針，而人力資源部門一向負責指派員工的工作，決定員工的升遷與職位，在

企業內部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八城政基希望創造一個扁平化、分權的機構，而且

企業的發展要由顧客的需要來推動，因此採取了廢除企劃部門，而縮減人力資源

部門權力。另一方面，在人員的訓練方式，他也打破傳統的訓練方式。傳統的日



本銀行，人員大約兩年就會接受輪調，接受不同部門的訓練，但彼此間的關連性

不大，也因此不容易培養專業知識的人才，而在新的制度下，轉換的期限定為五

年，而且讓員工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職位，雖然無法完成 100%的自由選擇，但

會盡量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另外也建立以績效為基礎的考核制度，取代過去以年

資為基礎的考核制度。為了進入新的市場，公司也採取更積極的招募政策，從外

商的銀行招攬了投資銀行、IT、風險管理的專業人才。在新生銀行下，人事制度

的基礎改為以績效為基礎的獎勵制度、授權予各部門，不再集權於總部。形成積

極的人才招募制度，在員工的任用上，種族、學歷、性别等等都不認為是重要因

素。重要的是有什麼樣的經驗，做過什麼樣的工作，這種經驗是不是新生銀行所

需要的，新生銀行裡面，實際上吸收了各種各樣的人，員工的國籍就有十種以上，

但大家目標一致，没有任何隔閡。 

另外一方面，如何讓出身於商業銀行的人與出身於投資銀行的人相融合也是

重要的工作。隨著銀行經營模式的轉變，從外面的投資銀行進來的人也多起來

了。對新生銀行來說，從舊長銀繼承過來的法人金融的客戶非常多，這些客戶現

在的一項重要業務內容是資產的流動化。進一步來說，如何運用透過資產流動而

獲得的現金，以及如何尋找能夠操作證券化資產的投資人，這些問題的後面，就

蘊藏著商機，因此新生銀行創立了兼有資本市場商品主管和法人金融客戶主管的

部門。在管理法人交易業務的部門裡面，由客戶主管和金融商品主管 2 個人共同

負責來管理全局，這就避免客戶關係人員與產品人員無法合作的情況。為了強化

員工的學習，在 2006 年也設立了學習長（Chief Learning Officer）一職，來協助

員工強化專業知識與技能。 

 

3.發展投資銀行業務 

傳統上日本企業若是有資金需求，都是直接向銀行申請一筆貸款，但是在八

八城政基的領導下，開創了新的事業。首先先利用原來行員與客戶的關係，再招

募一批適當的投資銀行家，擔任產品專家，當時的客戶手裡也有相當多的不良債



權想要脫手，因此非常需要籌募資金或變賣資產，因此他們就成為資本市場產品

的潛在客戶，新生銀行就利用了這樣的機會，取代了傳統的企業貸款。用企業理

財業務來賺取手續費收入取代利息收入，因此目前有一半以上的獲利來自於提供

特別服務、不動產證券化、企業諮詢等業務的手續費收入。在 2004 年接受今週

刊訪問時，對於新生銀行為何發展投資銀行業務？他也做了以下的回答「銀行除

了解決壞帳問題，還要面對現實環境。過去幾年日本採零利率政策，使得放款無

利可圖。銀行對企業放款有三項成本，第一是吸收資金的成本，第二是放款本身

的風險，稱為風險溢價（risk premium），第三項成本是銀行的營業費用，例如

營業場所的開銷、折舊、員工的薪水等等。這三項成本算起來，以目前日本的利

率水準根本不能讓銀行承擔這些成本，銀行靠放款也不能賺錢」。 

所以新生銀行重新出發時，雖然大部分是企業客戶，但是我們建立新的商業

模式，現在有一半以上的獲利來自於服務手續費、不動產證券化、新產品開發、

企業諮詢等等，把營業方向轉向各種新商品，這就是新生銀行可以同時解決壞

帳，並產生利潤最重要的關鍵。新生銀行發展投資銀行，和歐美投資銀行最大的

不同是，新生銀行本報有存款戶，掌握資金來源，而歐美投資銀行必須要向同業

拆借或者發行股票，相較之下，新生銀行更有垂直整合的優勢。」泡沫經濟之後，

比銀行信用好的企業越來越多，企業本身可以透過發行公司債、股票等方式直接

從资本市場進行融資，而且成本更低，資金調配更稳定。銀行希望透過對企業直

接融資來經營的時代已經過去了。此時，銀行的角色也就必須重新定義。新的角

色之一就是，銀行可以為企業所面臨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所謂解決方案，比如

假設某企業分析本身的產業現況，決定出售一些不良資產，此時銀行就可以充當

賣方與買方的中介，提供咨詢服務。 

 

4.進入消費金融領域 

在花旗銀行時便是消費金融高手的八城，為了在新生銀行進入消費金融業

務，也採取了不同的做法，首先將員工分組，進行討論，請大家找出心目中顧客



服務做得最好的典範企業，再列出可以學習模仿的方法。最常出現的討論個案包

括星巴克、7-Eleven 便利超商、零售商優衣庫（Uniqlo）以及新力公司。他讓員

工了解到客戶服務做的好的企業，據此設立了學習的標準與對象，讓員工發自內

心的去做好服務，改變一般人對銀行的印象。Berry , Shankar, Parish , Cadwallader, 

& Dotzel (2006) 提到要做到服務創新必須從文化做起，而新生銀行文化的改變

更是讓消費金融業務得以快速進步的原因之一。 

消費金融方面，要推出顧客真正需要的金融商品，必須做到交易簡單與低成

本。在消費金融的領域中，有四個核心的概念：(1).讓客戶更便利，一年 365 天，

一天 24 小時都可以享受到銀行的服務；(2).獨立的產品與服務，發展許多日本第

一的產品，如各種網路銀行、線上開戶等等；(3).可及性，讓客戶在任何時間與

地點，均可得知帳戶的最新情況；(4).趣味性，讓銀行的建築不再是灰灰暗暗的，

用更豐富的色彩讓顧客每次到銀行都會感覺到趣味。 

新生銀行為了貫徹推展消費金融的決心，吸引更多一般大眾上門，在原本看

來空盪冰冷的營業大廳中，裝設五彩投射燈光，牆壁四周懸掛寫著服務標語的彩

色帷幕，使暗灰色的牆面多了分生氣。更驚人的是，准許星巴克咖啡與雅虎網路

咖啡廳開在總行的大廳一隅。在分行中也設立全新的功能，如網路銀行設備，讓

消費者自行操作，而可以減少人力的使用。經過 3 年的努力，新生銀行的消費金

融業務手續費收入由 1.5 億美元增加至 6 億美元，而網路交易量也上升到日常交

易量的六成，零售業務成績亮麗。 

 

5.導入新的資訊系統－採用新的先進資訊系統 Flexcube 以強化競爭力 

新生銀行原有兩套利用大型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一套是資訊交換，一套

是會計系統；荒謬的是，兩套系統並不相容，也無法提供即時分析。日本企業對

客戶接待一絲不苟，鞠躬、微笑都有嚴格規定；但是當時卻沒有一家銀行懂得善

用資訊系統進行客戶關係管理（CRM），客戶資料完全由任各分行自行處理。(數

位時代雙周刊,第 79 期)為了配合其核心業務的調整，建立新的經營模式，並配合



日後各項業務的推行，如企業金融、消費金額及投資銀行業務的需要，八城政基

引進新的資訊科技，廢除銀行業使用的大電腦系統（mail-frame），利用視窗作業

系統，把很多小型的軟體結合起來，變成一種大型的組合軟體。在推行的過程中，

更引進許多印度籍的工程師及顧問來擔任工作，這也是日本企業首度將資訊部門

由外國人來進行改造，在十個月內，就完成了新系統的更新，而且所花費的金額

只有日元六十億，約為其他銀行的十分之一。(Tett 2003,今周刊 378 期)。 

該系統特別強調彈性、可擴充性及上市速度，他們顧客需要的產品放在第一

位來考慮，為此建立了這個最為便利的系統。它最大的特徵是，完全不使用大容

量的交換主機，是一個能夠靈活對應各種金融環境和顧客需求變化的開放式系

統。這一系統是使新生銀行盡可能地控制開發成本、把開發週期縮短到通常的

1/3。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的商品或服務從匯入到實現所有的系統功能對應，

大約只需要 2 個月的時間。 

經過一系列的改進，現在管理資訊系統已經成為了涵蓋新生銀行經營相關所

有領域的一個分析系統。管理層至少每月都會對它確認一次，那裡有問題都能夠

及時掌握。這樣一來，銀行自然步入了良性運轉的軌道，透過管理資訊系統的建

立，銀行可以分析每項產品、客戶的獲利情況。不光是社長，也不光是管理層，

而是要盡可能地擴大訊息共享的範圍，讓大家都能共享訊息，因為這樣每個人才

能知道自己努力的方向。 

 

6.訊息的共享與目標的統一 

    在人員變動多了以後，如何加強內部人員之間的交流就變成一個重要的問

題。上層的想法，只有傳達給每一個員工才能引起廣泛的討論，否則大家都不知

道銀行在向哪個方向前進，就會變成一盤散沙。新生銀行的做法，是在最初期的

階段就匯入了每周一次的、囊括全部分行和總行的電話會議。現在雖然變成了兩

周一次，但每次開會，個人金融、法人金融、投資銀行等各部門的負責人都要詳

細地會報這兩周內的動態。這個會議全體員工可以自由參加，而且最大的特點是



不論職級，誰都可以提出問題。另外，大約每隔 3 個月左右，CEO 也會做營業

狀況的說明。當然，除了這個會議之外，從周一到周五的營業時間內，高層也拿

出了大約 15%的時間用來進行各種內部訊息的共享與交流。新生銀行員工來源除

了包括舊有人員外、還有新人招募及相當多的外籍人士。外聘的員工分佈在零

售、IT、風險管理等各個領域，企業金融領域還分出了具有投資銀行經驗的集團。

另外，核心管理階層外聘的員工當中，如果除去外國人的話，日本人就只有八城

政基一人。這就是說，無論原來舊長銀的還是外聘的，在地位上都沒有任何差別。

可以說，這 5 年來最大的成績，就是透過上述這些人事、訊息共享等措施的實施，

使舊長銀過來的員工思惟發生了變化，使包括外聘人才在內的員工整體的思惟模

式得到了統一。大家都抱著同一目標，考慮著同樣的問題，齊心協力地工作，這

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同一目標，作為企業，就是獲取長期、穩定的利益增長，而

短期的利益較不重要。是否有益於銀行利益的長期增長，是考慮所有問題的一個

出發點。新生銀行的基本方針，就是要保證每年有 2 位數的利潤成長。大家的工

作都是置於這個目標之下。把各自的業務進展狀況向全體員工通報的話，不用具

名，每個人就都會自覺地把自己調整到和全員一致的努力方向。 

 

三、擴張計畫 

1.2004 年收購日本著名的信用卡公司－APLUS 

該公司擁有 470 萬信用卡客戶，可以透過 APLUS 遍及日本的 64 個銷售據

點，協助新生銀行拓展以東京為中心的客戶網絡，增加新生銀行在日本各地的服

務據點，到了 2007 年 3 月，該公司的客戶也成長到 560 萬人。另外也併購 Showa

（租賃公司），以強化消費者與商業財務(Consumer and Commercial Finance)部門

的能力。(資料來源：新生銀行 2006 年年報；搜狐新聞查詢日期 20070623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06/n221898587.shtml) 

 



2.投資台灣的日盛金控 

在 2006 年 5 月投資台灣的日盛金控，根據日盛金控董事長陳國和表示，新

生銀行入股日盛金著眼長期性策略聯盟關係，而不是基於財務投資。新生銀行除

了取得 3 席董事外，還將擁有日盛金風控及日盛銀信用審查主管的提名權，協助

強化日盛金的風控能力。新生銀行在處理不良債權問題有相當成功的經驗，其先

進之資訊平台和風險控管能力也讓其能穩定而持續地成長。陳國和指出，目前雙

方約定在「消費金融/資訊系統」、「企業金融」及「經營管理」等三大領域共

計二十餘項議題上陸續展開合作。另外，新生銀行在證券化與資產管理業務上的

優異成效也進一步提供日盛金控可以學習與創造雙贏的機會。更期望將來雙方業

務的合作能盡速發揮成效，使日盛金控得以提供差異化與區隔化的商品與服務，

做好從事區域發展的準備，以達到有效提升股東報酬率的最終目的。（資料來源：

日盛金控網站，查詢日期 20070623http://www.jsun.com.tw/news.asp?Page=4） 

3.投資國外不良債權市場與輸出 IT 管理知識 

雖然新生銀行是以日本為核心市場，但由於為了能更槓桿的運用其專業能力

與 Know-how，例如因為善於處理不良債權，新生銀行除了在台灣投資日勝金控

外，在南韓及德國都成立合資企業，進軍當地的不良債權市場。由於 IT 轉換的

成功，2004 年新生銀行也跟台灣的交通銀行合作。兆豐金在進行各子公司 2 年

整合、建立風險控管機制與業務交叉行銷後，與日本新生銀行簽約，委請擔任資

訊系統顧問。交通銀行藉由引進新銀行成功模式，強化交銀 IT 資訊系統及作業

流程，合作契約初期維持 2 年。兆豐金控董事長鄭深池表示，初步預估第 1 年

將可增加 1000 萬美元的營收，第 2 年可增加 5000 萬元營收，且一旦交銀成功，

將把 IT 系統拓展至其他子公司。鄭深池表示，新生銀行將依照交銀未來的願景、

定位與發展方向、業務需求等，提供企業再造的專業技術與經驗，內容包括調整

為功能性的組織架構、IT 之導入、塑造本行新形象與風格、新舊系統同時並存、

維持現有領導體系、保障員工的工作權益等。 



    在調整功能性的組織架構上，主要是依功能區分為銷售、產品與行銷、資

訊與作業等事業群，其中，資訊與作業事業群底下將設一個獨立的作業中心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 Center)，整併現有的資訊、帳務及總務等作業，此

外，營業單位的前後檯作業亦須加以區分，透過共同作業集中化以避免重複、節

省人力與空間、增加產能，統一風險與財務上的控管。因此，引進成功者的經驗，

將有助於金控發展投資銀行及財富管理兩大業務。 

資料來源：鉅亨網新聞中心，查詢日期 20070623 

http://www.cnyes.com/photo/intro.asp?newsdate=20040312&newsid=ST3TE33A 

 

小結： 

在競爭者也開始進入新生銀行所創新的市場後，當然使競爭加劇，不過新生

銀行憑藉著完成整合的高度訓練的風險管理能力、先進的資訊科技系統、良好的

公司治理與管理架構，使新生銀行在面對競爭者時仍然能保有優勢。三大業務單

位：法人金融（Institutional Banking）、消費金融（Retail Banking）及消費者與商

業財務(Consumer and Commercial Finance)形成新生銀行的基礎，充分的運用這三

個部門的合作，增加客戶使用新生銀行的商品數量，可以達成綜效。綜效來源不

一定要靠併購，在同一家銀行中，透過內部系統的良好運作，也可以產生綜效。 

在法人金融上，了解客戶需求，提供客戶所需的解決方案，必須結合客戶關係經

理（了解客戶需求）配合產品經理，在考慮客戶的業務需求與市場環境狀況，為

客戶量身打造適當的解決方案。消費者與商業財務部門是 2005 會計年度才新設

立的部門，該部門在新生銀行具有特殊的定位，不同於一般日本企業的企劃部

門，只是單純的幕僚單位。它不只提供客戶相關的財務服務，而且本身是新生銀

行集團整合的一部份，透過精心設計的小組提供營運及管理的方向給其他的子公

司去槓桿運用其資源與專業能力，該部門的獨特經營模式是使新生銀行與其他銀

行不同之處。當新生銀行有需要併購時，此部門要負責，通常併購對象是非銀行

公司，但可提供金融產品，該部門是新生銀行創造內部綜效來源的部門，該部門



的設立表示新生銀行的經營模式又改變。底下包括了一些併購的企業如

APLUS、Showa 等，除了開發信用卡客戶外，也將目標放在中小企業上。消費

金融上則不斷的擴大產品的創新，不斷的透過客戶容易取得的通路以創新的產品

與服務讓客戶選擇如何與新生銀行互動，也透過新生銀行優秀的電腦系統，開發

了許多結合網路與實體通路的產品。 

新生銀行的經營模式是以顧客為中心，以風險管理、內部管理、公司治理、

資訊科技為基礎再配合三個主要業務部門來服務客戶，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

透過過去堅強的顧客關係與最先進的外商銀行 know-how，使新生銀行可以在獲

利來源上多角化，不再像過去完成倚靠企業放款利差。新生銀行在更換經營團隊

後，了解到顧客的需求是企業的創新來源，建立起與過去不同的組織設計，採取

以顧客/產品為主的組織設計，另外為了激勵員工也改變考核制度，訂出許多短

期目標讓員工有努力的方向，例如要重新恢復營業、重新上市、發展以手續費收

入為主的銀行等。在 2000-2006 年間，不停的積極發展消費金融、投資銀行業務，

希望可以將組織轉型為以手續費收入為主的銀行，整體獲利也不段上升，2001

年的獲利是約一千億元，手續費收入的比率是 16%，到了 2006 年獲利是約二千

七百億元，手續費收入的比率大幅提高到 69.9%，收入的來源也變得更多元化，

擺脫過去以企業金融為主要業務的銀行。 



  
圖 3-10 新生銀行的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新生銀行 2006 年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