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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計葵生先生現任麥肯錫公司董事暨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曾任

職於美林證券台灣分公司，在麥肯錫台灣分公司從事10年的

顧問工作。專長：金融業諮詢顧問。協助地方性商業銀行和

國際性的投資公司，設計並執行亞洲的商業策略。著作：《亞

洲銀行新世紀》（Banking in Asia: Acquiring a Profit 

Mindset） 

 



市場波動性：從此將成為亞洲銀行市場之痛 
   

麥肯錫公司董事暨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計葵生 先生 
 

 陳文華教授致詞 

麥肯錫是全世界知名的企管顧問公司，人才濟濟，很多美國大公司的 CEO

是從麥肯錫的顧問轉任的，例如 IBM。計葵生先生畢業於Middlebury College，

曾經在台大當過交換學生，中文流利。本身專研於金融產業，由於他在麥肯錫表

現很傑出，三十歲不到就升為合夥人。 

麥肯錫的營運以顧客為中心，主要的經營方向為協助顧客達到最大的績效改

善，並且著重於吸引一流人才加入。奠定麥肯錫成為全球頂尖專業顧問公司的是

傳奇人物是Marvin Bower，他幾十年前所提出的理念：Let’s have guiding principle 

and clear policies, high-caliber people and get them to agree this is the way we want 

to run the firm.，對麥肯錫的發展影響深遠。也因其菁英導向，故一直是小而美的

規模。而其 one-firm policy 使得分佈於全球八十幾個國家的人才皆具備相等水

準，又配合全球資料庫的資源共享，使其能迅速回應客戶的需求。 

 

 張重昭教授致詞 

今天很榮幸請到國際知名的麥肯錫顧問公司經經理計葵生先生來演講，其演

講內容必將是精彩可期。由於近幾年來國內金融業在經歷許多重大的衝擊之後，

正慢慢地開始轉變。今天計先生應該會針對金融業的問題進行精闢的解說，他之

前也曾撰寫過相關書籍，我們在此熱忱地歡迎他。 
 

  計葵生先生講演 

前言 
今天要談的是亞洲銀行的狀況，這並不單侷限於某些國家，中國大陸和其他

亞洲國家在經濟上息息相關。我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曾寫過關於亞洲銀行的一本

書，當時預測未來五至十年金融業的發展，但近來為了檢驗過去的預測、探討未

來前景，以及金融風暴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又寫了第二本。我們研究的結論是除



了韓國之外，多數國家銀行的體質猶未改變，整體的波動性仍大。這對於積極改

造的銀行是個利多消息。近年台灣少數幾家銀行經過改進，成長非常快速，預期

整個市場結構在未來五年會有劇烈的變化，可能由現有五分之一的銀行掌握百分

之八十的市場。 
 

亞洲銀行業在全球市場的重要性逐漸下滑 

過去幾年外商銀行認為亞洲市場太小，事實上，未來會有更多機會浮現。對

於國際性的銀行來說，必須在大陸、印度等東亞國家進行佈局。從 1996-2001年
來看，全球市場是成長的，但亞洲市場卻是遞減，其佔全球市場的比重從 15％
降到 8％，多數國家的獲利也衰退。1989年以來，歐美銀行股價成長有一到兩倍，
亞洲銀行幾乎毫無成長，日本到 2002年為止則是一路下跌，只剩下 20％的市值。
亞洲銀行市場衰退的原因是企業金融部分 NPL（不良資產）過高而導致虧損。
但是同一時間內，消費金融 — 尤其是信用卡，則有大幅轉變。近十年來年複合
成長率為 13％。現今一些像台新的新銀行，很大部分的獲利都來自消費金融，
幾乎佔了 80％。然而未來消金的潛力有多大呢？我們預估從 2001-2010營收大約
可成長一倍，超過 10億美金。前面說過，市場結構有很大的改變，像 1997-2000
年，前五百大銀行中有半數都消失了，有很多是被其他業者併購、破產、倒閉、

退出亞洲市場等等。 
 
亞洲消費金融的成長 

有些外商銀行試著去瞭解亞洲銀行市場的狀況，在許多國家，外商佔據的，

通常是最賺錢的市場，例如信用卡。要獲利需依照自身的特色，挑選對自己最有

利的領域。未來因為個人性新產品的成長機會很大，但要區分賺錢與不賺錢的市

場，依照本身的條件來選擇購併對象，假使選擇清楚，成長就很可觀。假設未來

經濟會持續成長，但是否是線性的？我們認為未來亞洲市場波動性大，成長不是

平滑的直線，所以務必要瞭解市場波動性的影響，例如突然發生 SARS、大陸內
部變化等。對於體質強健的銀行，波動性大也意味著機會，因為當情勢混亂時，

可以藉機去併購其他銀行；若是體質不良，遇到波動時多半會感到害怕，只能被

動地等待情勢轉好，也可能就被併購。大陸市場每年的人民薪水一直以 10％在
成長。當一些市場開始成長、越來越開放，其中的機會就很多。 
而且目前約 20到 40歲的人，我們稱之為 Starbucks generation，對於各種流

行、消費都有相似的偏好，可能玩的東西、服裝、髮型都很像，過去是每個國家

都不同，必須採取不同的經營模式才能成功，現在因為 Starbucks generation的消
費需求很接近，使得成功的經營模式可以運用在不同國家，這對金融業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轉變。 
 



波動的幅度較以往為強由於 NPL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許多亞洲國家銀行的風
險管理也沒有改善，對放款的審查不夠嚴謹，尤其是房地產。而且企業其它的籌

資管道，像是證券、債券市場，都未發展健全，所以還是要靠銀行。因為一方面

有成長的機會，一方面還是有很多逾放的問題，兩者使得亞洲金融市場波動很大。 
 
第一個大趨勢—現代消費者的興起未來銀行賺錢的機會，第一個是在消費金融，

台灣目前雖然現金卡等愈來愈多，但還不算是充分地發展，例如美國人以信用卡

借的錢，平均是其月薪的六倍。最近韓國在信用卡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因為

韓國人平均借了 8個月的薪水，還不起就破產。目前，其他國家都還低於三個月，
發展上仍有很大的空間。 
 
第二個大趨勢—亞洲人口老化 現在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佔7.9％，可是十年後

可能會提高到12％左右。人口老化，日本有一個特別的情況：2001年時，四位

年輕人養一個老人，過二十年後變成二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到2051年後則變

成一比一，全世界從未發生這樣的現象，假如一個國家有一半的人工作，一半的

人在退休，那經濟會是什麼樣子？其實所有亞洲國家都可能有這樣的趨勢。所以

未來銀行需要瞭解這樣的變化和需求，要瞭解如何為顧客準備退休的儲蓄，這是

很大的一個趨勢。但問題是，對於歐美國家的人若要準備退休金，主要會透過基

金，對其而言，放在銀行比放在股票和房地產的報酬率高。但亞洲資本市場並不

成熟，易漲易跌的特性並不見得適用歐美的邏輯，未來亞洲銀行必須思考如何突

破，從中開發獲利的機會。 

 

第三大趨勢—財富日漸集中 

很多國家都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台灣最富有的2％人口，控制了

60％的財富。最近兩三年，很多銀行開始搶攻財富管理市場，金字塔頂端的客戶

群成為新的主要獲利來源，但是太多家銀行投入造成激烈競爭。 

 

第四大趨勢—「可使用銀行服務」的人口加倍 

隨著所得的提高，消費者對於銀行的需求也會提升，像中國、印度與東南亞，

預計將出現許多新開戶，亞洲的開戶人口會從 2001年的 3億增加到 2010年的
6億，但其平均餘額可能只有 50美元，所以需要降低營運成本來支撐。目前亞
洲尚無銀行經營此部分業務，但在非洲、南美，可發現有些銀行努力去降低營運

成本，縱使餘額很低還是可以獲利。 

第五大趨勢 – 業務重心默默轉向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是亞洲銀行可以善加把握的另一個機會。在台灣，大概有 70％中
小企業對銀行的服務感到不滿意，大多數銀行尚未針對中小企業規劃出專屬的服

務模式，只注重大型企業，但大型企業卻不怎麼賺錢。反而中小企業若經營得當，

其實獲利很好，例如美國有 50%的 GDP是來自於中小企業。為什麼其他亞洲國



家中小企業所佔 GDP偏低？因為多數銀行不太願意和他們往來，所以未來亞洲
銀行其實可以好好地經營這一塊。 
 
第六大趨勢—科技帶來變革 

在台灣，手機等科技化商品的使用非常地普遍，整個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及

發展在亞洲是很特別的，未來銀行要能夠善用資訊科技來創造商機。 
 
展望未來十年，結構性風險將較以往更為劇烈 

總合來說，由於成長機會加上種種負面的因素，使得亞洲銀行波動性很大。

在歐美國家，銀行若經營太差，則會倒閉或遭淘汰，但亞洲的政府卻會去支撐這

些不良資產過高、應該要破產的銀行。 
從 GDP來看，2001年整個亞洲的 GDP為 7.2兆美元，十年後增為 9.6兆

美元，主要的成長動能，40％來自大陸，12％來自印度，兩者即佔了五成之多，
其經濟的成長或危機，對於其他國家的影響程度將進一步加劇。個人認為，大陸

市場在未來三至五年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全亞洲都會受到波及，整體的風險

提高。 
 
建立獲利思維是在亞洲金融市場上勝出的關鍵因應波動性的策略有幾個建議： 
一、 耕耘然後收成：亦即利用變動的機會向外尋求合併，例如韓國的國民銀行

原本很小，就是採取這種策略在五年之內成為韓國第一大銀行。 

二、 專注於二至三個成長種子：例如花旗銀行在亞洲50％的獲利都是從信用

卡而來，專注於高利潤的商品，不是全部通吃。日本有些銀行專門經營無

擔保的貸款，像武富士，獲利比其他銀行高。 

三、 建立區域觀 – 在亞洲五十大城市內作選擇：這不是指所有的台灣銀行都
要向外發展，而是需要去瞭解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及其影響。然而在金融

國際化的佈局上，考量的不是要去哪個國家，而是個別的城市。像是大陸

市場，可能就挑十五個最重要的城市來經營，其它的就不必管。 

四、 追求競合 – 在特定領域合作：不論是外商或本地銀行，都可能要與競爭
對手合作，尤其是銀行的基礎建設，需要有初步共用的資訊。例如三年前

香港瞬間有數萬人破產，主要是信用借貸太高，其平均借款為7.5萬美

元，每人平均有14張信用卡，問題是香港缺乏聯合徵信中心(JCIC)的機

制，去年韓國也發生同樣的問題。銀行沒有合作共用一些基本資訊，結果

大家都是輸家。那為什麼對於中小企業不能如法炮製？因為銀行不相信中

小企業提供的資料，對銀行間平台的信賴度也不夠。 

 

新思維的原則 

一、從追求業務量的成長，到追求獲利成長；「先縮編再成長」 

多數銀行在過去十年是以「量」來衡量成功，而非以「獲利」。 



 

二、放棄綜合銀行的模式 

到目前為止，台灣大概只有四、五家銀行真的可以區分賺錢和不賺錢的商

品，80％的銀行都不清楚。 

 

三、從功能性組織架構過渡到以客戶為中心的組織架構 

個人認為，銀行要成功，其組織要完全改變，因為台灣大部分大型的銀行，

像合作金庫，有上百個分行，都由總經理管轄，如果每個分行都得要決定服

務哪些客戶、賣哪些商品，那策略要如何擬定？未來的趨勢，不論是新興消

費型態、退休人口、財富管理，各種客戶的需求差異很大，亞洲銀行必須要

以客戶為導向，依其需求來架構組織，不能僅根據內部的功能，讓分行經理

自己做決定。 

四、將分行功能從「簡易分行」轉換為「銷售與行銷分店」 

很多台灣銀行的分行規模達到數十個人甚至上百人，因為前、後台沒有分

開，很多人力放在低價值的活動上。未來應該要將後台作業集中，將更多資

源放在業務服務上。 

五、引進績效管理 

讓業績低落者離開，另外銀行本身的績效管理文化也要改變，很多銀行不願

意淘汰低績效員工，認為要讓員工工作到退休，其實資遣成本不應是最大考

量，主要是如果要塑造出服務或行銷導向的文化，少數懶散不做事的員工會

影響其他勤奮員工的工作士氣。每年給最差5％的員工警告，如果其不願改

善就讓他離開。傳統公務員似的行員文化，應該要逐步地改變。 

六、管理風險 

不僅只是追蹤虧損銀行對於放款客戶應該更積極關心，瞭解其經營狀況，甚

至主動給予改進的建議，要求其改善經營方式。 

 

總結來說，亞洲銀行機會仍多，波動性大，但是很多銀行經營思維必須有所

改變才能提升競爭力，現在已經有少數銀行積極朝向這個方向在努力。 

 



Q&A 
問：您建議將「簡易分行」改成「銷售與行銷型式的分行」，要如何進行？ 
答：這一點是要在遇到客戶時，主動瞭解客戶需求，給予適當的服務。今天對客

戶的服務多嗎？很多分行中有很大比例的後台人員，那種氣氛使得你進去

好像是會打擾他們，這部分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問：台灣的金融業可能因為那樣不斷的併購而建立金融帝國嗎？ 
答：我想有些銀行是打算這麼做。購併其實很難，要考量策略和相互的優勢，最

近四年只有台新和大安，中國信託和萬通看起來是真正合併成為一體。多

數銀行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且在觀念上仍認為大就是好，大有何好處？也

許是壞處，必須要能找到新的價值。我覺得台灣可能只會有二、三個成功，

因為在美國 60％的併購結果都不好。 
 
問：未來外商銀行和本土銀行會有何差異？ 
答：台灣政府十年之前很喜歡宣稱有多少外商投資，但在 1997年之後就很少再

宣布，因為很多外商陸續離開了，但其實近五年外商投資的金額比十年前

多，尤其是在保險、資產管理方面，基本上外商不至於控制台灣的市場，

其在銀行業務所佔約 7％，信用卡佔 35％，他們會選擇特定幾項有獲利潛
力、資本不大的部分。整個亞洲中，台灣市場排第四，但大家不曉得未來

十五年後會有什麼改變？所以外商會有些擔心，其目前切斷的前三個市場

是韓國、大陸、印度，台灣還在觀察中。大概不會有外商購買台灣的銀行，

反而是日、韓的銀行有可能，因為其曾有公營轉變到民營的經驗。 
 
問：請問韓國銀行近幾年來是如何改變？有何可供台灣借鏡的？ 
答：其實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韓國在五年內有大幅轉變，台灣卻很少，

最大的因素有兩個：（1）韓國在金融風暴時很慘，別無選擇，若無改革則全
國經濟就會破產，而且當時 IMF提供援助，韓國的壓力很大（2）韓國改革
時雖遇到工會阻礙，但政府強力介入，故在短期間內就將整體作法進行改

變。相對的，台灣沒有第一個因素，即使風暴還是過的去，第二個因素是，

台灣當局沒有強烈的改變魄力和決心，主政者不想得罪人。只有幾家民營銀

行因為有獲利誘因的驅動，才較積極改造，多數公營行庫沒有改變的誘因。 
 
問：如果要針對中小企業做 JCIC需要什麼條件？ 
答：其實可以建立像 ebay的模式，因為中小企業麻煩的是，他們的資料不易讓
人相信，所以 JCIC要建立的話不只是需要公司資料，也要看其供應商往來
的紀錄，現金流量和信譽是否良好。我聽說 Dun & Bradstreet--一家大型的資



料庫公司，他們要擴大在亞洲業務，發展很多中小企業的資料庫。所以中小

企業的聯合徵信機制，可以透過與類似機構的合作來進行。 
 
問：近來金控公司朝向多元化商品銷售，也大量擴增理財專員人數，但據我所知

其大部分並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樣將多種業務綁在一起的作法是否應

該調整？ 
答：我覺得金控都夢想自己可以包辦全部的業務，但在台灣其實只有 40％的客
戶需要 one-stop shopping，有 60％的客戶想要有不同的選擇，更好的價值。
其實財富管理的客戶不只有一種，有些較為保守、有些較冒險、有的需要詳

細的分析，所以真要成為優秀的財富管理，需將客戶切分的更清楚，針對不

同類型的客戶給予不同的商品，連帶著在專員的訓練上也跟著配合。舉例來

說，Capital One公司在信用卡行銷上非常成功，但卻很少做廣告，透過詳
細的客戶管理來瞭解客戶需求，有效給予適當的服務。他們針對五千萬的客

戶，區分出七百萬個客戶群，非常非常的細。所以要做財富管理一定要將市

場區隔清楚，其次是提供的商品應不局限於自己公司，現在這樣做的金控很

少，多數只想變大，也許幾年後就會又被切出去。以歐洲的經驗，控股公司

可能因為無法專精於多種領域，股價反而較低。 
 
問：2006年即將實施的 Basel II對台灣金融界長期來說會有什麼影響？台灣金
融界是否準備好風險管理？ 

答：我希望 2006年台灣可以達到 Basel I就很高興了，達到 Basel II的機會不大，
大部分銀行將這個議題當作是電腦系統的事，而不是人員的問題。事實上，

對於客戶的瞭解要全面改變，內部分析、審查的流程方式要全面改變。台灣

的經濟基本上是國際化的經濟，全球企業會尋找最便宜的資金，如果台灣無

法真正符合 Basel II，其營運成本會一直提高，競爭力會下降。但我認為會
符合的大概只有歐洲、美國、和新加坡，香港還不一定。 

 
問：應向哪些國家學習？ 
答：歐洲會較適合，尤其是德國，他們對此有很深入的瞭解。 
 
問：美國在九十年代也經歷過一些銀行倒閉，其中是否提供我們什麼教訓？ 
答：當時儲蓄放在高風險投資，結果無法回收，不良資產佔全國經濟約 3％，美
國政府很快地處理掉，台灣處理不良資產時，還是要評估有沒有獲利。 

 
問：你認為對於大陸，影響銀行業務下降的因素除了經濟成長之外，還有哪些？ 
答：最大的預測指標是看企業的 ROIC，如果企業報酬率偏低，銀行 NPL的問題
會惡化。大陸的上市公司注重資產規模，但一味追求資產擴充，其報酬卻是



很低。韓國金融風暴就是因為急於擴大，借貸太多。銀行自己要判斷放款的

風險。 
 
問：美國的一些小型金融機構，不見得有足夠的人才和能力去做風險評估和定

價，是不是有些技術是可從外面取得？ 
答：Information provider是很好的商業機會，但是否能因此讓台灣小型金融機構
長期存在是個問題。因為美國小型的金融機構仍佔有不小比重，前 100名佔
整體利潤的 80％。但是整體台灣市場很小，不像美國有很多偏僻地區大銀
行不願意去，相對的留給小型金融機構的空間也很少。 

 
問：台灣一些小銀行不能倒閉嗎？ 
答：政府應該讓其倒閉。（陳文華教授補充：北京商業銀行曾合併 200家分行，
採取強烈的措施淘汰不適合的人，引進年輕的人才，徹底改頭換面。） 

 
問：未來資料庫行銷和 CRM在亞洲銀行扮演的角色？ 
答：未來這方面的趨勢很清楚，不論是中國信託、台新等銀行都有這麼做，當瞭

解客戶的需求，商品的開發會更快，他們清楚目標客戶是誰，可以獲得較大

的利潤，之後雖然會有跟進者模仿，但是後者的銷售額會差很多，容易失敗。 

 陳文華教授結語： 

非常感謝計葵生精彩的演講，計先生本身專研於金融產業，這次提供給大家

的見解相當具有見地，讓我們再次感謝計先生的來訪，同時謝謝各位來賓蒞臨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