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分析 

根據 Pohle & Chapman (2006)指出由於競爭的壓力使得經營模式創新已經列

入許多 CEO 的優先順序工作上，企業領導人尋找新的方法使企業的經營模式能

適應現在競爭的環境中。本章介紹將兩家銀行在經營模式的創新上，採取了那些

作法，其中有相同也有相異之處，本章將運用第二章所介紹的相關文獻，來對個

案公司進行分析，先探討兩家公司如何進行策略性思考，以經營模式創新分析兩

家公司的做為。 

 

第一節 策略性思考 

不管瑞穗金融集團或是新生銀行，兩家公司在意識到傳統的經營模式（以企

業金融為獲利來源）已經不符現代的環境，因此必須在策略上再思考，重新思考

企業的定位與方向，因此如何去改變經營模式，以開創新的獲利來源就是兩家公

司的當務之急。 

兩家企業一開始都先以過去與客戶的關係為基礎，去發展新的業務。在 2004

年，八城政基接受今周刊的訪問時也提到，對於新生銀行再重新出發時，雖然大

部份是企業客戶，但是我們建立新的商業模式，現在有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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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營運方向轉向各種新商品，

這就是新生銀行可以同時解決壞帳，並產生利潤的最重要關鍵。 

同樣的，瑞穗金融集團也是採取相同的做法，在成立之時也針對傳統的企業

金融，採取了類似的做法。另外，也意識到消費金融的重要性，因此在成立的同

時，就成立瑞穗實業銀行（企業金融為主）與瑞穗銀行（消費金融為主），各自

有主要負責的業務。瑞穗實業銀行也提供企業諮詢、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在瑞穗

銀行下，也提供了各式各樣的消費性金融產品，例如房貸、消費性貸款、綜合存

款帳戶、投資信託及保險等等。 



 我們可以發現個案公司在策略再思考的做法是類似的，透過策略性思考找出

企業未來發展的方向，同時思考如何以不同的方式與競爭者競爭，同時以不同的

方式來運用組織的核心資源，以過去與企業的關係，用創新的方式解決客戶需要

資金的問題（資產證券化、發行債券），透過企業本身擁有的資源、能力，提出

解決方案，達成在經營模式上的創新，過去只跟企業做生意，現在則將客戶的員

工也列入客戶，開發各種消費金融產品來服務。對於組織資源不足的部份，也都

加以補強，最後並定期評估成效，隨時因應環境變化而做適當修正。 

 

第二節 經營模式創新 

從經營模式的分析中我們了解到，經營模式是一種創造價值的過程，此價值

是顧客需要的而且符合顧客的利益，因此企業才能藉由為顧客創造價值而獲利。

因此我們將從核心策略、策略性資源、顧客界面與價值網絡四個面向以及 Drucker

的七個來源，Sawhney , Wolcott & Arroniz 三位學者所提出的十二個創新來源，

Selden & MacMillan 的顧客導向創新探討個案公司的做為。 

在一開始的介紹我們了解到金融創新包括了經營模式、流程及產品的創新，

在第一節中我們也介紹到兩家企業如何思考企業在產業的地位，因此本節將以經

營模式的理論更加詳細的分析個案公司的創新變革。  

1.核心策略面向上： 

（1）.事業使命：陳述策略的整體目標，亦即經營模式要完成何種目標或提

供何種產品給市場。傳統日本銀行是以企業金融為主，但個案公司都切入不同的

市場，包含消費金額、中小企業與投資銀行業務，而在瑞穗集團中，對於財富管

理的投入更是重視，整合集團下的企業成立全球財富管理部門，也在日本成立第

一家的私人銀行，在這項業務的企圖心明顯高過新生銀行。新生銀行及瑞穗金融

集團的每個事業單位都有自己的目標，針對不同客戶的需求去推出不同的產品，

亦即針對特定目標市場開發新的產品，而且產品並不一定是全然的創新。在企業



金融業務上，個案公司都由信用的提供者發展為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而且以利潤

和能力為基礎，對不同客群提供不同的產品與服務方式。 

（2）.產品與市場範圍：描述企業在何處-那些顧客、地理區域與產品區隔-

以及不在何處競爭。傳統日本銀行是以企業金融為主，因此產品是以信用商品為

主，而個案公司為了各個市場，致力於提供新的產品，以下先介紹個案企業的三

種新產品。在 2002 年新生銀行推出新的房貸產品「PowerSmart」，是一種當客戶

有現金時，可以在任意時候還款的房貸產品，與傳統固定時候還款不同。另外一

種「non-recourse」專案融資是一種當企業體質不好，但手中某一個專案計劃不

錯，銀行可以針對專案融資，萬一專案執行出現問題，銀行會接手，減少雙方的

風險。瑞穗集團的管理者融資收購（Management BuyOut, MBO）業務，管理者

融資收購為融資收購的一種，和一般融資收購不同的是收購者係由目標公司內部

管理者所組成，因此收購完成時股權持有者均轉移至原管理者身上，而經營權仍

由原管理者掌控。 

在 PowerSmar 上只是改變了還款期間（運用了平台創新），就可以讓顧客有

全新的顧客體驗，為客戶創造出價值，也增加公司的營收。而瑞穗集團的 MBO

業務在當時就是一項全新的業務，(運用到產品、顧客及解決方案創新)，以克里

司汀生的看法即是一種破壞性創新，瑞穗集團也為此成立一家子公司，稱為

「Mizuho Capital Partners」專門負責此項業務的推行，由於是項全新的業務，因

此人員都是來自於原先瑞穗實業銀行派駐在倫敦或紐約的人員，再施以在職訓

練，讓他們可以去推展此項業務。而此項業務除了上述介紹的特點外，在處理不

良債權上也產生了新的思維。過去當不良債權產生時，銀行動作通常是對公司進

行清算，拍賣資產，進行債權的分配，無法取回的款項則列入呆帳處理，但在

MBO 下，銀行可以針對有經營價值的企業，將債權轉為股權，協助企業引進專

業管理人員，可能來自銀行或銀行所選派，等企業經營恢復正常再申請上市，在

這種做法下，銀行不但可以減少損失，甚至於還可以有非常高的報酬。根據 2006

年公司參訪時，該公司報告指出該項業務為公司帶來 43%的內部報酬率，而且透



過此項業務的發展，可以增加企業與瑞穗集團合作的時間與業務範圍，可以增加

集團的企業價值。 

（3）.差異化基礎：描述企業競爭的方法，特別是和競爭者不同的地方。在

新生銀行與瑞穗集團上，由於在核心策略上的不同，因此在目標客群的選擇上產

生了差異。瑞穗集團因為過去建立了綿密的海外分行通路，因此對於他們爭取跨

國性的大企業非常的有利，形成目前在東京上市的企業有 70%與瑞穗集團有業務

往來，而有 40%是以瑞穗集團為主要往來銀行。而新生銀行則避開這個市場區

隔，而專攻中小企業及消費金融業務，或針對大企業的某業務需求進行合作，形

成兩者差異化的基礎。 

 

2.在策略性資源面向上： 

（1）.核心能力：企業擁有的知識，包括技能與獨特能力，這個部分本文以

人力資源的改變來介紹。以新生銀行為例，它們在人員的訓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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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更容易

培養專業能力。而瑞穗集團建立 ROE 的願景，重視發展員工的專業以強化競爭

力，也打破傳統銀行訓練人員的方式。從 Porter & Millar 的看法中我們可以了解，

運用 IT 的重點不在於設備的取得，而是在企業的使用方法或 know-how 上，如

何利用 IT 去取得資訊，而且善用資訊科技，也可以協助企業達到差異化的目標，

進而改變核心策略。因此我們可以了解到資訊科技對銀行業的影響，善用資訊科

技不但有利於成本的降低及效率的提升，還可以增加服務的提供，以及協助新產

品的設計與開發，顧客資料的處理。例如 ATM 及電話銀行或網路銀行，讓銀行

運用到「市場出現」創新，同時也運用到「流程」、「顧客經驗」、「顧客」及「產

品或服務」等等。 

資訊系統上，新生銀行在建置資訊系統時，就以提高系統正確性為目標，不



僅要在對外的財務會計也包含內部的管理會計。八城政基也提過一個例子，在他

剛接任 CEO 時，曾問了會計主管有關上個月的營運狀況，但卻得不到相關資料，

原因是當時新生銀行的會計系統是配合半年財報的申報，半年才做一次決算，無

法即時了解上個月的營運狀況，因而促使八城政基要盡快完成新系統的開發。新

系統完成後，不但可以每個月做出決算，也可以根據產品別、部門別或顧客別分

別計算損益，提供主管做為決策依據，以分配組織的資源。而且為了配合未來各

項新商品的推出，在系統的設計上也刻意保持彈性，以便於未來擴充需要。而且

為了協助新系統的開發，八城政基也找了以前在花旗銀行任職的 MIS 部門的人

員，以便新系統能符合他的要求。至於瑞穗集團，前面已經介紹了他們在 IT 整

合的失敗，也對企業造成了傷害，整個整合的工作一直到 2004 年才完成。 

（2）.策略性資產：指的是企業擁有的資產，在部分上兩家企業都採取非常

類似的做法，都是先利用過去在企業金融所累積的客戶關係（策略性資產）為基

礎，去發展新的投資銀行業務，接著再跨到其他的服務，與同時以不同的方式來

運用組織的核心資源，以過去與企業的關係，用創新的方式解決客戶需要資金的

問題（資產證券化、發行債券），達成在經營模式上的創新，過去只跟企業做生

意，現在則將客戶的員工也列入客戶，開發各種消費金融產品來服務。換言之，

運用到「解決方案」、「價值獲取」、「核心資源」與「品牌」等創新來源。 

而針對企業資源不足的部分，個案公司也都選擇從組織外來獲得，例如瑞穗

與與 Shinko 證券、日本 JR East 合作，而新生銀行則併購了 APLUS、Showa 公

司，以獲得所需的資源。 

（3）.核心流程：將投入轉為產出所用的方法與流程，在過去核心能力的企

業金融上，則是改變了核心流程，本文將以風險管理為例來進行討論。由於兩家

企業都面臨過非常龐大的不良債權影響，因此也都非常重視這個風險管理部門的

角色，而且評估的標準也不再只有以信用風險為主，包括市場風險、流動性風險、

法令風險、作業風險、IT 風險等等，而且在新產品設計時就開始評估風險，讓

已經降低的不良債權的比率維持在低的水準，以新生銀行為例，該行在重新營業



後，雖然一開始就積極推展各項新的業務，但對於帳上近 20%的不良債權，仍是

努力積極打消，除了靠盈餘之外，該行還有與政府簽定為期三年的「賣權」可供

運用，這對在新生銀行可以從 2002 年的逾放比 20.01%降到 2003 年的 5.7%，發

揮極大的作用。而在瑞穗金融集團上，在 2003 年 7 月開始執行企業重組的改革，

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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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財務

狀況，而該計畫有一個很重要的部份在於協助企業強化財務狀況。因為客戶的財

務狀況不佳，造成營運困難，就會增加銀行的不良債權，因此瑞穗集團主動出擊，

提供客戶相關的財務咨詢，一方面可以預防不良債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增

加瑞穗集團的手續費收入，這在風險管理上也是一項創新。 

從兩家企業的風險管理系統，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到兩家企業都將風險管理提

升到董事會的層次，而且都從更全面的角度去評估風險，而且也可以看到成效，

在大幅清除不良債權後，兩家企業的逾期放款比率都控制在很低的水準。瑞穗金

融集團的逾期放款金額從 2001 年的月四兆一千億下降到 2006 年的月一兆，比率

從 4.78%也下降至 1.41%。新生銀行的逾期放款金額從 2001 年的約一兆二千億

下降到 2006 年的四百二十五億，比率從 19.03%也下降至 1%。 

 

3.在顧客介面面向上： 

著重於如何接觸顧客、從客戶身上獲取資訊以便企業根據客戶需求，做出決

策，由個案公司的發展來看，為了更貼近的顧客需求，個案公司都捨棄傳統以功

能型劃分的組織，而改採以顧客需求為主的組織設計，符合 Selden & MacMillan

所說的顧客導向創新，將顧客視為創新的主要來源。在建立顧客導向創新前，必

須要能衡量、管理客戶利潤貢獻度，以新生銀行為例，由於他們 IT 系統的完善，

可以去衡量客戶利潤貢獻度，因此更能做好客戶研發的工作。客戶研發的重點在

於開發出一套更好的方法，將公司的價值主張傳達給真正的客戶，個案公司透過

在前二個面向的改變，提升了本身的專業能力，並了解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

援，以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而且我們可以了解到區隔客戶的標準除了依據客



戶的營業額或資產規模外，產業也是重要的考量因子，然後才能對各個客群調整

服務與組織模式，依照客戶不同的需要與經濟條件，設計不同的服務模式，才能

決定如何組成及整合第一線的客戶關係人員及產品專家。 

 

4.在價值網絡面向上： 

    由於現在攸關企業成敗的資源，許多都不在企業的直接掌握之下，因此企業

如何透過價值網絡，取得必須的資源就非常的重要了。在個案公司中我們發現都

有向外合作的方式取得組織必須的資源。以新生銀行為例，該公司併購了擁有

470 萬信用卡客戶 APLUS 公司，可以透過遍及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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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它在消費金融業務的資源與能力，以完成組織所訂下之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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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消費者與商業財務

部門的能力。 

瑞穗金融集團則是採用聯盟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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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了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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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財富

管理業務上，也與美國 Wachovia Bank、Bank of New York、Well Fargo Bank 建

立合作關係。在這個面向上，我們可以看到個案公司都運用創新變革的方式，呈

現出與傳統日本金融業不同之處。 

 

總體來說，個案公司在經營模式創新後，在獲利狀況上呈現出逐年增加的趨

勢，其中新生銀行的表現更是比瑞穗集團來的亮眼，顯示出經營模式創新的成

效。而瑞穗集團在 2003 年前忙於處理不良債權的問題，因此無法集中力量於各

項業務的發展，因此整個集團的獲利表現從 2004 年開始才逐漸呈現出經營模式



創新的成效，從表 4-3 中我們可以發現瑞穗集團在 2002 年時不良債權的比率攀

升至最高點，而後配合新的風險管理制度，使得不良債權的問題逐漸獲得控制，

在金額及比率上逐漸下降，因此我們也可以發現瑞穗集團在經營模式創新是先從

危機處理走向擴大收益的情況。 

表 4-1 新生銀行獲利情況  

年份 2001/3 2002/3 2003/3 2004/3 2005/3 2006/3 

稅前淨利 101.9 119.8 107.7 123.5 177.8 273.4 

非利息收入 16 31.3 41.6 66.3 110.9 191.1 

非利息收入/ 

稅前淨利 

16% 26.2% 38.6% 53.7% 62.4% 69.9% 

資源來源：新生銀行財報，單位十億日圓 

表 4-2 瑞穗金融集團獲利情況  

年份 2001/3 2002/3 2003/3 2004/3 2005/3 2006/3 

稅前淨利 211.2 (976) (2,377) 406 627 649 

資源來源：瑞穗金融集團財報，單位十億日圓 

表 4-3 瑞穗集團逾放比 

年份 2001/3 2002/3 2003/3 2004/3 2005/3 2006/3 

金額 4195.6 5517.8 4785.9 3191 1495.6 1052.8 

比率 4.78% 6.09% 6.2% 4.4% 2.1% 1.41% 

資源來源：瑞穗金融集團財報，單位十億日圓 

 

第三節 變革管理 

變革管理的重點在於建立企業的一致的價值觀與企業文化以重新因應新環

境的變化與新願景的達成。從八城政基在新生銀行的變革過程來看，2004 年他

在 Columbia 大學與學生的座談會上，他談到新生銀行的變革中，他認為最成功



的地方在於改革了新生銀行的文化，進而使新生銀行有了非常明顯的改變。 

他所採行的變革做法，與 Kotter(1995)所提出的八個步驟是非常接近的。

Kotter 的八個步驟分別是： 

1.建立危機意識：1998 年長期信用銀行宣佈主動被政府接管，所有員工都不會懷

疑公司已經面臨重大的危機，因此新生銀行接下來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帶領

大家重新站起來。 

2.成立領導團隊：領導團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目標是追求卓越，八城政基在

2000 年出任新生銀行的會長、社長及 CEO，積極的從各個領域尋找優秀的人才

加入。首先在董事會的部份，他打破傳統上日本銀行的傳統，董事多數是公司的

經營者，相反得他從其他領域尋求外人的加入，例如新日鐵會長兼經連團主席今

井敬、三菱企業會長傎原，美隆銀行董事長 McGuinn 等等。另外在經營階層，

也對外找了許多優秀的人才加入，如負責投資銀行業務的普林斯(主管東京雷曼

兄弟問題債權部門)、IT 部門的狄威維帝、雷吉（花旗銀行資訊部門）（Tett 2003）。 

3.提出願景：願景呈現出一幅未來的景象，在組織變革中好的願景可以呈現出三

個作用。（1）透過釐清變革的方向，願景能成為後續行動方案的指導綱領；（2）

願景會激發員工朝正確方向採取適當的行動；（3）願景能迅速、有效地幫助員工

協調彼此的行動。其特質包含了可以想像、期望中的、可行的、有重點、有彈性、

可溝通的。在新生銀行當時提出的目標就是要重新建立銀行並能對日本經濟有所

貢獻，因此能激發員工對此目標的認同及努力。 

4.溝通變革願景：在溝通願景上，有幾點非常重要的：（1）重複、重複、再重複；

（2）言行一致，以身作則；（3）雙向溝通。在新生銀行的例子中，八城政基也

利用各種機會與員工溝通，除了透過會議外，也經常在員工餐廳利用用餐時間跟

員工溝通。 

5.授權員工參與：八城政基在接任 CEO 後，就明確宣示要充分授權給員工，讓

員工有更大的參與。在推動各項業務時，也讓員工決定該用什麼方式進行，例如

在推動消費金融業務時，就讓員工自己開會，找出最能代表顧客服務的企業，讓



員工自動自發的推動工作的進行，公司提供必要的訓練及資源來支持。 

6.創造近程戰果：新生銀行當時短期的目標就是重新恢復營業，而此目標也在

2000 年 6 月達到，完成了短期戰果。一個成功的短期目標應該具有至少三個特

質：（1）清晰可見；（2）毫不含糊（3）扣緊變革計畫。我們可以在新生銀行的

例子看到這一些特質，完成了重新營業後，接下來就是要重新上市，此目標在

2004 年完成。完成近程戰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激勵並維持員工的熱情與動

力，繼續朝長期的目標努力。 

7.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完成了近程目標，接著便是要進行下一階段目標的完

成，以避免組織成員認為目標已經完成而鬆懈下來。對於新生銀行而言，下一個

目標就是如何讓企業重新公開上市，這個目標也在 2004 年 2 月完成。 

8.讓新做法深值企業文化中：由於新的經營模式與文化已經形成，因此八城政基

也在 2005 年將 CEO 的職位交給 Thierry Porte，Porte 大約在 2003 年進入新生銀

行，擔任副董事長，八城政基也花了兩年的時間來培訓接班人，讓新的做法可以

持續下去。 

至於瑞穗集團的變革做法與新生銀行類似，首先在建立危機意識上，當時日

本的金融環境面臨了非常嚴厲的挑戰，因此在建立危機意識上並沒有太大得問

題，而在經營團隊上是以三家公司的領導人為主，並沒有引進太多的外部經理

人。集團目標雖然全面性、尖端的金融服務成為一個創新的金融集團為企業願

景，但短期目標是以強化財務結構為主，為了解決呆帳問題，因此在 2003 年大

型轉銷呆帳，也創下日本企業最大的年度損失，達到日幣 2.3 兆。接著在 2003

年 7 月開始執行企業重組的改革，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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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計畫有一個很重要的部

份在於協助企業強化財務狀況。因為客戶的財務狀況不佳，造成營運困難，就會

增加銀行的不良債權，因此瑞穗集團主動出擊，提供客戶相關的財務咨詢，一方

面可以預防不良債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瑞穗集團的手續費收入，這在

風險管理上也是一項創新。在完成短期目標後，為了達到企業願景的實現，因此



提出「Channel to Discovery」的策略，以進取、開放、尖端的方式來提供全面性

的金融服務，做為後續的努力目標，與新生銀行不同的是，瑞穗集團的高層領導

人並沒有異動，而且董事會的成員都是企業內部的人擔任。 

 

第四節 研究發現 

從個案公司的例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企業規模大小並不影響其經營模式創新

的進行，從經營模式的理論中我們可以了解，經營模式就是要找出與競爭者不同

的經營策略，它並不是選擇一個與競爭者相抗衡的定位，而是要繞過競爭者，透

過為顧客價值創造而為企業帶來獲利，由於每個企業在經營模式的四個面向中，

彼此不會完全相同，因此每個企業都能找出適合自己的經營模式。在瑞穗金融集

團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到，由於它過去在海外的據點相當多，因此較容易配合顧

客的需要在海外提供服務，而新生銀行則用不同的方式來進行海外擴張，主要以

輸出 Know-how 的方式進行，充分反應出個案公司因為核心策略及策略性資源的

不同，而產生在經營模式上的差異。 

另外本文也發現到企業在進行經營模式創新會受組織外力的影響

(Birkinshaw & Mol, 2006)，以新生銀行為例，在董事會的部份，八城政基打破傳

統上日本銀行的傳統，董事多數是公司的經營者，相反的他從其他領域尋求外人

的加入，例如新日鐵會長兼經連團主席今井敬、三菱企業會長傎原，美隆銀行董

事長 McGuinn 等等來加入董事會。另外在管理階層，也對外找了許多優秀的人

才加入，如負責投資銀行業務的普林斯(主管東京雷曼兄弟問題債權部門)、IT 部

門的狄威維帝、雷吉（花旗銀行資訊部門）（Tett 2003）。透過這些專業人士的加

入，可以加速新生銀行的經營模式創新。而瑞穗集團則是選擇以合併的方式成

立，透過三家銀行的結合創造新的經營模式，同時結合三家公司的力量，經營金

融控股公司，透過個案公司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企業進行經營模式創新會從組

織外部尋求新的資源。 



在第二節的分析中我們了解到個案公司如何進行經營模式創新，因此本文將

在此回答第一章所提的研究問題，透過下表，我們將可以更清楚的了解個案公司

與傳統經營模式的差異。 

表 4-4 傳統與創新後經營模式比較表 

 傳統經營模式 創新後經營模式 

核心策略 以企業金融為主，提供信用產

品為主要手段，透過更多的分

行去服務更多的客戶，金融產

業是採專業分工經營。 

針對不同市場區隔提供多元

化產品與服務，從信用產品的

提供者變成解決方案的提供

者，經營的目標是追求獲利的

成長而不僅是更多的營業單

位，採取跨業經營。 

策略性資源 所擁有的知識、技能、資產、

流程都偏偏於企業金融，人員

的訓練偏向通才訓練。 

因為市場的差異，因此需要有

更多種類的知識與技能，人員

的訓練變得以專才為主。 

顧客介面 著重透過分行來服務客戶，組

織設計上採取功能型的劃

分，對顧客並沒有依據貢獻度

加以區分，採取較一致的服

務。 

透過多元的通路服務顧客組

織設計改為以顧客需求為

主，將顧客視為企業創新的來

源，透過 IT 的協助對客戶進

行差異化的服務。 

價值網絡 經營環境穩定，因此並不透過

外部去取得必要的資源。 

新的競爭環境下，透過價值網

絡採用合併或合作的方式取

得必須的資源。 

 

從表 4-1 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傳統與創新後經營模式的差異，過去由於受

到大藏省的管制，因此整體金融業呈現出競而不爭的狀況，各家銀行的業務也沒

有太大的差異，都是偏向企業金融為主，銀行業的目的是要協助企業進行擴張時



取得必須的資金，在經營策略上以企業金融為主要業務，並提供信用產品為主要

方法去服務客戶，透過更多的分行去服務更多的客戶，組織設計上採取功能型的

劃分，而金融產業是採取專業分工經營。因此金融業所擁有的知識、技能、資產、

流程都偏偏於企業金融，在人員的訓練上偏向通才訓練，往往兩年就輪調一次，

但彼此間的關連幸不大，由於 IT 並未廣泛的運用，因此也無法對顧客依據貢獻

度加以區分，提供差異化的服務，只能採取較一致的服務，而產業的經營環境相

對的穩定，因此並不積極透過外部去取得必要的資源。 

但在金融改革後，政府放寬對金融業的管制，使得金融業的發展呈現出與傳

統極大的差異，彼此間真正的進入競爭的狀況，也因此促使個案公司開始進行經

營模式的創新。在策略上必須針對不同市場區隔提供多元化產品與服務，也促成

銀行從信用產品的提供者變成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經營的目標更重視獲利的成長

而不僅是更多的營業單位。由於需要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因此必須採取跨業

經營，也因此在組織內部需要有更多種類的知識與技能，人員的訓練變得以專才

為主。而在通路上透過多元的通路提供客戶服務，包括網路、異業結盟方式等，

為了更重視顧客的需求，因此在組織設計改為以顧客需求為主，將顧客視為企業

創新的來源，透過 IT 的協助對客戶進行差異化的服務。在新的競爭環境下，也

促使企業必須積極透過價值網絡採用合併或合作的方式取得必須的資源。 

 

透過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後，我們找出了經營模式的面向，也分析個案公司

在四個面向的做法，從個案分析中可以發現，企業為了滿足顧客的需求，因此不

受其現有組織資源、能力的限制，勇敢的去進行經營模式的創新，透過不同的策

略形成他們差異化競爭的基礎，為了滿足客戶需求，創新變革的重點多圍繞在如

何強化企業的策略性資源上，即使在價值網絡面向上，個案公司透過合併或合作

的方式，與其他企業結合，其目的也是為了取得相關能力與資源去服務顧客。 

接下來本文將回答研究問題二，去探討個案公司在進行經營模式創新的是否

會有差異。透過分析後，本文認為個案公司在經營模式創新上的確存在著不同，



其差異的內容如下。由於在策略上的不同，直接反應在三個層面上，第一是在市

場的範圍，瑞穗金融集團在 2000 年的年報中，就揭露要透過全面性、尖端的金

融服務成為一個創新的金融集團為企業願景，因此對所有的市場區隔都要進入，

而新生銀行則避開跨國企業此目標客群，因為要服務這些客戶可能必須在海外增

設許多分行，與新生銀行的策略不符，因此瑞穗金融集團的市場涵蓋範圍是大於

新生銀行。第二則是與服務內容相關，因為瑞穗集團的市場涵蓋範圍大於新生銀

行，因此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就大於新生銀行，例如在瑞穗集團內有針對新創

企業的創投公司，但新生銀行下卻沒有相對的服務，因此瑞穗集團的產品與服務

是較新生銀行更為完整。第三是在海外市場的發展，如前所敘述的，有時瑞穗金

融集團的海外擴展是配合客戶的發展而進行的，因此它在海外市場的分行是相當

多的。而新生銀行在開發海外市場則是選擇去輸出本身的 Know-how 為主，運用

其專業能力，例如投資南韓與德國的不良債權市場，與交通銀行合作進行 IT 部

門的改造，協助日盛金控的風險管理，呈現出與瑞穗金融集團的差異。本文將透

過下表的整理，來區分兩者經營模式創新的類別。 

 
表 4-5 瑞穗集金融團與新生銀行經營模式的差異 

 瑞穗集團（scope redesign） 新生銀行（processes 

reengineering） 

核心策略 成為全方位的金融集團，透過

三大事業單位去滿足每一個市

場區隔。 

建立與日本其他金融機構不同

的經營模式，透過三大事業單

位與顧客建立更緊密的關係，

選擇性的市場區隔。 

策略性資源 瑞穗集團擁有在日本最龐大的

國內分行體系以及眾多的海外

分支機構，形成瑞穗集團爭取

顧客時的助力。 

透過內部的組織變革建立起很

多新的專業能力，例如在 IT 與

不良債權的 know-how 可以輸

出到其他海外市場。 



顧客介面 透過綿密的通路與專業人員去

服務顧客，除了日本市場外，

也積極開發海外市場，一方面

配合客戶發展，一方面也是本

身選擇。 

使用更多元的通路，包括網

路、異業結合以彌補本身通路

的不足來服務顧客，透過 IT 的

協助對顧客提供差異化的服

務。 

價值網絡 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與其他同

業合作 

透過併購的方法取得企業發展

所需的資源。 

 

從瑞穗金融集團的發展過程來看，它們透過合併的方式擴大自己的經營規

模，重新定義了自己在產業的定位，而後藉由本身豐富的資源，將所有的市場區

隔都列入自己的營業範疇中，因此我們可以將瑞穗集團的經營模創新視為一種經

營範疇擴大型的經營模式創新，而新生銀行的發展過程則是從內部的流程變革做

起，選擇本身要發展的業務進入該市場，並不透過合併或成立金控的方式來擴大

經營規模，相反地他們非常專注於內部的管理系統的建立，透過各項流程的變

革，建立起與其他同業不同的經營模式，因此我們可以將之視為流程再造式的經

營模式創新。從個案公司的創新變革，我們可以發現金融業在進行經營模式創新

變革的兩種類型，我們將透過下表說明兩種類型的特色。 

表 4-6 兩種經營模式創新的類型 

 經營範疇擴大型的經營模式創

新 

流程再造式的經營模式創新 

組織形成方式 透過組織間的合併形成 企業內部因應環境改變而進行

各項流程的變革而產生 

綜效來源 透過合併而產生 內部管理系統產生 

綜效內容 可以產生營運、市場、財務綜效 可以產生內部的營運綜效 

核心策略 滿足每一個市場區隔 選擇性的市場區隔 



差異化基礎 綿密的通路與服務人員 在所選擇的市場區隔具有更豐

富的專業能力與經驗 

核心能力 具有處理合併的整合問題 具有內部流程改善的能力 

策略思考重點 是否已經滿足了每個市場區隔

的需求，是否有新的機會產生 

目前的市場區隔是否出現重大

變化，是否影響企業的整體績效

顧客服務 以企業自己的通路服務 需要與異業聯盟，以彌補本身通

的路不足 

價值網絡 與其他同業提供的資源可以採

取聯盟或合併的方式取得 

偏向以合併的方式去取得資源 

組織規模 在人員或通路上較多 在人員或通路上較少 

 

經營範疇擴大型的經營模式創新其組織的形成方式通常是透過合併而形成，

因此而產生綜效。一般對於綜效的分類可分為營運綜效、市場綜效、財務綜效

（Lubatkin, 1983;Singh & Montgomery,1987）。營運綜效是透過規模經濟以降低交

易成本，透過裁減重覆人員、機器設備等方式，來降低成本。而市場綜效是指由

於競爭者減少，因此剩餘在市場上的廠商可以增加市場集中度，降低市場競爭以

提升廠商獲利。財政綜效的來源是由於公司合併後規模擴大，降低倒閉風險，因

此在財務上產生綜效。而經營範疇擴大型的經營模式創新透過合併可以產生上述

的三種綜效，而且這類組織由合併產生，因此如何處理合併的整合問題會形成其

內部的核心能力之一，而在策略上通常會選擇以滿足每個市場區隔的服務提供者

自居，因此必須提供每個市場區隔所需的產品/服務，以滿足不同區隔客戶的需

求，因此形成這類的組織在組織規模上在人員、通路等較為龐大，而在顧客的服

務上因為本身建立了綿密的通路與服務人員，因此多以自身的通路來服務客戶，

並且能克服地理因素影響，因此也形成其差異化的基礎。經營範疇擴大型的經營

模式創新在策略思考重點在於目前的市場區隔是否已經被滿足了，是否有新的機



會產生，而且由於企業組織規模龐大且資源豐富，因此對於外部的資源可以選擇

聯盟或合併的方式來取得。 

而流程再造式的經營模式創新其組織的形成通常是來自於原本的企業其經營

產生危機，因此透過內部流程的變革而形成新的經營模式，因此在綜效來源上，

主要是來自於企業內部管理系統的強化後所產生的營運綜效，由於專注於內部流

程的改善，因此成為其核心能力。在核心策略上則是選擇性的市場區隔，在產品

/服務內容上則是以滿足所選的市場區隔為主，其差異化的基礎來自於在所選擇

的市場區隔中具有較競爭者更豐富的專業能力與經驗，策略思考重點上著重目前

的市場區隔是否出現重大變化，是否會影響企業的整體績效。由於企業本身並沒

有建立綿密的通路與服務人員，為了滿足顧客服務需要，必須與異業聯盟，以彌

補本身通的路不足，因此容易受地理因素影響，在組織規模上在人員及通路的數

量也較小，由於所選擇的市場區隔較少，因此對於該市場區隔相關的資源，會透

過合併的方式從外部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