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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多國籍企業 

ㄧ、多國籍企業的定義: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圖 2-1-1 多國籍企業的定義 

 

  政治、法律                                     政治、法律 

  經濟、文化                                     經濟、文化 

  社會、教育                投資                 社會、教育 

             資料來源：林彩梅、多國籍企業 1997 3rd Edition 

 

多國籍企業，其向世界中求取資金、物資、人力資源，做全盤的統籌運用，

並提供經濟發展與企業利益之活動能力，以及開發新技術、新技能，並擁有將種

種資源造成各類產品，這就是多國籍企業具有的優勢能力。 

多國籍企業概念，為將兩國的政治、法律、教育、經濟、文化、社會等差

異，及因此差異而造成的障礙，有效的，且同時整合為當地關係者能夠接納的產

品或服務，讓企業變成國際化，世界化。 

然而隨著世界環境的變遷亦使得聯合國對多國籍企業的定義上做了修正，依

聯合國貿易及發展會議解釋，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
的定義是：「在兩個或多個國家建立子公司或分公司，而仍由母公司進行有效控

制和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界生產經營行為的經濟實體」（王志樂，1996）。

在 1973 年以前，其定義為凡在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國家實質控制資產、廠房、礦

產，以及行銷據點者，即稱為多國籍企業。但到了 1984 年上述的定義有了改變，

除了上述的條件外，並增加海外營運是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決策制定中心；在共

通的一貫政策下制定的；以及這些海外實體透過所有權來相互連結，而它們之中

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可以對其他實體產生重要的影響力。除此之外，這些實

體之間彼此分享知識、資源與分擔責任。顯而易見的，新的多國籍企業定義強調

了策略性與組織性整合的重要。 

 

 

 

母公司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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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多國籍企業的整合性 

 

                            資料來源：研究整理 

早期 R.Vernon 將產品的生命週期依序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期（new 

products）、成熟產品期（mature products）及標準化產品期（ standardized 

products）。產品週期理論的主要貢獻在於採取動態的觀點，說明貿易及投資之

動態的關係，並重視生產與行銷之互動。雖然這項理論可以用來解釋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美國廠商之海外投資現象，但對當前世界性跨國企業在選擇最有利的

地方從事研究發展，及最佳地點從事生產等全球性整合擴充現象卻無法解釋。

另外，此理論亦無法解釋為何跨國公司寧願放棄授權方式而採海外投資的行為。 

圖 2-1-3 的中心小圓表示經營過程(management process),這小圓之內是國

際企業經營「目的」,以及為了達成目標所設計的計畫、政策、戰策。小圓之外

圍的大圓是影響國際經營的環境條件，而小圓與大圓之間是經營過程與環境條件

之相關關係所發生的具體問題。 

組織-國際中間業者、外國企業體系、多國藉企業 

財務-投資、貸款、贈與、外匯、金融與保險 

生產-產品適應過程、製造、原料之開發 

市場-進出口貿易、運輸、通信、旅行、零售與批發分配 

 

 

 

環境     策略     組織 

全球整合效率 

當地市場反應力 全球創新能力 

 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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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3、經營過程 

 

 

 

 

 

 

 

 

 

 

 

 

 

 

 

(R. Vernon, Concept) Harvard University 

R.Vernon, Sovereighnty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 Basic Books,1971,p.4. 

二、多國籍企業國際化動機 

多國籍企業步向全球化的主要動機以 Fred L. Fry & Charles.Stoner (2004)在
企業概論(business:an integrative approach)提出的論點。 

(一)、控制成本的需求 

(二)、市場成長機會 

(三)、全球化的競爭策略 

是什麼動機引發企業將其營運作國際化的拓展呢？傳統上，引發企業至海外

投資的最早動機是為了確保主要的原料供應來源，特別是礦產能源及稀少的原材

料。第二個國際化的動機是市場的需求，這個動機對那些擁有強烈固有優勢的公

司而言是特別的，尤其在他們的技術或品牌可在海外市場獲取一些競爭優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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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國際化傳統且重要的動機是為了獲取低成本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在 1960

年代關稅障礙的降低，使得許多以勞工為主要成本的美國與歐洲企業發現，他們

的產品與進口品相較正面臨著競爭上的劣勢。因此，他們必須建立起海外低成本

生產要素的來源據點。同時，透過海外尋求更經濟的資源與較低廉的資金成本亦

成為推動國際化的一股強烈力量。 

 上述的三項動機是多數大型 MNC*s〈多國籍企業〉海外擴張的主要推動

力，而這些推動力的相互作用引導出了 Raymond Vernon 教授知名的產品循環理

論。此理論提供了戰後許多美國企業國際化的解釋。但到了 1980 年代，Vernon
教授所提的理論，其解釋能力已漸漸衰微。當國際經營環境變得越來越複雜時，

企業也為其世界性的營運發展出更豐富的理論根據。以往傳統經營上的態度認為

海外營運只是國內企業策略性與組織性的附屬機構，應該只作機會性的管理。然

而，管理者漸漸認知到國際營運的重要優勢，他們開始以一種更為整合的世界觀

來思考他們的策略。  

科技的進步與自動化革命已使得生產的效率規模大幅提升，研發成本的增加

與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也使得過去將重心放在國內市場的公司不是走向國際化

就是走出產業。規劃全球範圍的經營活動對公司而言是必要且不可或缺的；為了

確保原材料的供應而移往海外的企業，很可能會對全球許多低成本的生產資源非

常注意，而面臨全球競爭環境的企業，在創新產品發展的技術上與對市場需求認

知程度上的壓力，將使其競爭能力與學習能力提升。因此，透過國際化的拉引力，

多國籍企業能產生更有效率的資源或更進步、更適當的產品，以及許多具知識性

的優勢。 是以，一家企業的國際化策略是經由透視並學習其全球營運網的潛在

能力，來提升其技術性與管理上的潛在優勢。而這些潛在優勢包括了確保主要原

料供應，進入新市場，開發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平衡全球資訊管道，以及將多重

市場區隔化的競爭優勢，並且利用這些優勢去進行一個新的策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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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進入海外新市場的模式與策略選擇 

ㄧ、海外新市場進入模式 
基本進入海外市場的考量因素有： 

1.哪一個海外市場是企業想進入的？ 

2.什麼時候是進入的時機？ 

3.進入海外市場的規模 

    有了以上的考量後，對於進入海外市場或公司國際化必須要選擇適當的國外

市場進入策略，因為進入策略之選擇影響到企業未來將資源投入到地主國(目標

市場)的程度，也會影響到日後營運的績效。 

海外市場進入的模式依 Charles & Gareth(2004)的理論有： 

1.出口(Exporting) 

2.技術授權(Licensing) 

3.特權許可(Franchising) 

4.合資(Joint Venture) 

5.獨資(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分析海外市場進入的模式在各種類方式、皆有不同特色分述如下： 

表 2-2-1 國際市場進入的方式及特色 

種類 特色 

◎出口 高成本,低控制 

◎授權 低成本,低風險,少控制,低報酬 

◎策略聯盟 
成本分離,資源分享,風險分攤,整合困難 

(兩個企業分化) 

◎購併(獨資) 
迅速進入市場,高成本,協商複雜,與當地作業的合併

問題 

◎新完全控股子公司

(獨資) 

複雜,通常高成本,長時間,高風險,高控制,平均以上

的潛在報酬 

資料來源:Hitt,Ireland,Hoskission Theory (2004) 

1. 出口 (Exporting) 

    很多工業公司從產品出口或服務至國外開始展開國際市場，出口不需要在當

地國家花費成本來作業，但出口必須有計畫的成立市場行銷及貨物配銷。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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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公司和原本國家的企業發展出合約上的關係。出口的缺點在於當地可能發生

昂貴的關稅，且對當地國家的市場行銷與配銷無法控制，甚至在地緣關係上，也

有關聯性。 

2. 授權 (Licensing) 

    授權是組織網路形式中越來越普遍的一種方式，尤其是較小的企業中，授權 

協定能讓海外企業在原本國家或一些國家內，可以購買生產及買賣公司產品的 

權利。被授權人通常支付每一個產品生產和賣出的權利金。授權人，同時有風險

及賺取金融的投資，在器具生產、行銷及配銷產品的服務上，所以授權可能是在

國際在擴張中最低成本的方式。 

3. 特權許可 (Franchising) 

特權許可亦就是連鎖加盟，是一種特殊的授權形式。  與授權者和被授權

者間的關係相比，連鎖加盟讓加盟業主更能控制加盟商，而且能提供加盟商更多

支援，國際連鎖加盟是現今最快成長的國際商業活動。在其加盟契約中，同意由

獨立企業（加盟商）使用另一企業（加盟業主）的名義從事商業活動，然後支付

權利金，而加盟業主必須提供加盟商商標、營運系統、產品、持續的支持服務（如

廣告訓練）及服務保證計畫。如 McDonald’s、Pizza Hot、KFC。 

4. 合資 (Joint Venture) 

由兩家或兩家以上的企業同意一起合作，另外設立一個公司，為雙方創造

更多的利潤。由於技術、通訊及政府政策的變化相當快速，讓國際企業無法單靠

自己的力量來掌握機會，所以合資的家數成長快速，合資通常是以企業的形式存

在，由出資的母公司共同擁有，持股比例經由討論而定，有時股權相同，不過持

股比例亦有不同。例：Sony Ericsson 手機 J.V.。 

5. 獨資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獨資公司可以 2 種方式取得： 

（1）購併 (Acquisition) 

是指一個企業購買百分百，或足夠控制其他企業的股權，試圖將該企業納  

入自己的事業組合。 

自由貿易已成為全球市場趨勢，跨國購併也明顯增加，跨國購併已經不只

佔全球完成合併案例 45%。  合併可以迅速進入新市場，實際上，購併是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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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中，可以最快、最大的進入新國際市場。 

（2）新完全控股子公司 (Green-field venture)  

新完全控股子公司的成立也就是海外新創公司。 這個過程通常複雜而且可

能很高成本，但子公司的成立讓企業有最大的控制權，而且最有可能提供在水準

以上的回本。 

綜合各海外進入模式，亦可分列出各模式優缺點如下： 

表 2-2-2 國際市場進入模式優缺點 

進入模式 優點 缺點 

出口 

(Exporting) 

‧ 較能了解當地和經驗取線

經濟 
‧ 財務風險程度較低 
‧ 逐漸進入市場 

‧高運輸成本 
‧貿易障礙 
‧與當地市場代理商較有問題 

授權 

(Licensing) 

‧ 較低的發展成本與風險 
‧ 被授權者提供當地市場的

知識 

‧可能創造未來競爭對手 
‧無法了解當地與經驗曲線經濟 
‧無法專注於全球策略的協調 

特權許可

(Franchising) 

‧ 較低的發展成本與風險 
‧ 全球學習性的成長 
‧ 控制權比授權方式高 

‧市場機會/利潤有限 
‧無法專注於全球策略的協調 
‧無法控制品質 

合資 

(Joint Venture) 

‧技術優於當地合夥者 
‧分攤發展成本與風險 
‧政治風險較有依靠 

‧無法專注於全球策略的協調 
‧無法了解當地與經驗曲線經濟 
‧缺少技術的控制權 

獨資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技術能受到完全保護 
‧能專注於公司的全球策略與 
  協調 
‧較能了解當地的市場性亦對 
  經濟曲線經濟 

‧ 高成本與風險 
‧ 政治風險較高 
‧ 管理複雜度較高 
‧ 易受外資限制影響 

資料來源 : 本研究整理 

二、市場進入策略之選擇  
   市場進入策略之選擇可以二種角度分析(于卓民 2000)即理論和策略，經策

略分析後，企業依各自資源大小、產品通路，擬定選擇全球化策略。 

理論角度 

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 Cost Theory)最常被用來解釋進入策略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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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成本的觀點是比較所有權進入模式(如獨資的國外子公司與分公司、合資公

司)的管理成本和契約方式進入模式(如間接出口、技術授權)的交易成本，若管理

成本較低，則採所有權的進入模式(即高度控制模式)；若交易成本較低，則採契

約式的進入模式(即低度控制模式) 。 

Anderson 和 Gatignon 以控制程度為構面，探討影響進入策略的因素，及何

種控制程度下之進入模式較有效率，而四種因素影響到進入模式之效率，分別為 

(陳偉康,1995)： 

(一) 交易仰賴專屬性資產時(Transaction-Specific) 

P1 : 對於擁有高度專屬性的產品或流程，採取高控制程度的進入模式較有經營效

率。 

P2 : 在無系統化，缺少了解的產品或流程時，採取控制程度高的進入模式是較為

有效率的。 

P3 : 對於顧客程度高的產品，採取控制程度高的進入模式較有效率。 

P4 : 成熟階段的產品，企業會傾向採取低控制程度的進入模式。 

(二) 當外部不確定性時(External Uncertainty) 

P5 : 當國家風險和資產的交易特殊屬性較高時，採用較高控制程度的方法。 

圖 2-2-1 進入策略之選擇-交易成本觀點 

 
 
 

                 ☉ 

 
 
 
 
 
 
 
 

 
 
資料來源：Anderon & Gatignon (1986) P.17 “Mode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 

交易專屬資產 

P1.P2.P3.P4 

外部不確定性 

P5 

內部不確定性 

P6.P7.P8 

搭便車的可能性 

P9 

進入模式的控制程度 長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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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有內部不確定性時(Internal Uncertainty) 

P6 : 企業對於海外機構的控制程度應該是必然地與其國際化經驗成正相關。 

P7 : 當社會文化距離很大時： 

a. 低度控制程度比中度的控制程度較有效率。 

b. 中度控制程度比高度的控制程度較有效率。 

c. 只有再對進入者的交易有一個較大的優勢時，採用高度控制程                        

  度是較有效率的。 

P8 : 地主國的國外營運規模越大時，進入主需要的是較低控制程度的  

    進入模式。 

(四) 撘便車的可能性(Free-riding Potential) 

P9 : 品牌價值越高的產品，採用高度控制的進入模式是較有效率的。 

策略角度 

以策略角度來看進入策略之選擇，可將影響因素分為二類：內在因素與外

在因素，外在因素是企業較難影響的因素，分為地主國市場因素，地主國環境因

素，地主國生產因素及母國因素;內在因素則包括產品因素，企業資源投入因素

及全球策略 Root,(1994)。 

(一) 外部因素 (Root 1994) 

1.地主國市場因素 

   (1) 規模大小 

   (2) 競爭結構 

   (3) 通路情況  

2.地主國生產因素 

3.地主國環境因素 

(1) 政治因素  
(2) 地理因素 
(3) 經濟因素 
(4) 社會文化 
(5) 政策風險 

4.母國因素 

(二) 內部因素 

1.產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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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國 

市場因素 

 地主國 

環境因素 

 地主國 

生產因素 

母國因素 

     
     外國市場進入模式 

(1) 產品差異程度 

(2) 是否為服務導向產品 
(3) 產品屬性 

2.資源/承諾程度 

(三) 全球策略: (針對 Root 的看法，于卓民(2000)加入全球化策略因素) 

企業對各國市場規模視為一個或多個舞台時會影響到進入策略的選擇，當企

業將各國市場視為一舞台時，會採取一個全球化的策略，不會只考慮到經濟上的

利得，而傾向採取控制程度較高的進入模式，為推動公司的整體策略，各區域的

單位必須扮演重要的腳色，所以採用高控制程度的子公司或分公司較為適當。 

圖 2-2-2 進入模式之選擇-策略觀點 

 
 
 
 
 
 
 
 
   --------------                                  ----------------- 
 
 

 
 
 
 
 

修改自 Root,(1987).P9. 于卓民 2000”國際企業環境” 

全球化策略的選擇: 

而企業對應競爭壓力採取全球化做法,則有多種的策略選擇 Bartlett & 

Ghoshal(1989)。 

國際化的策略(International Strategy) 

採取國際化策略的企業，大部分對本身產品服務較少變化，主要以輸出商

品及服務為主，而輸入國的產品競爭性較少，且本身產品較有獨特性，範圍較窄

小，對於市場與商品由總公司控制較多。  此企業如 Microsoft、McDonalds、IBM。  

公司產品因素 公司資源投入因素 

全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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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面對的成本壓力較小，而當地反應壓力也較小。 

多國性策略(Multidomestic Strategy) 

意指企業針對當地市場的特殊需求而修改產品或服務。多國性策略是客制

化極大化的策略，大部分的多國性企業是高成本結構，而當地反應壓力是極高的。 

他的市場策略是必須配合當地及不同國家的需求。 

圖 2-2-3 全球化策略的選擇 

  

 

 

 

 

 

 

 

資料來源：CHARLES W. L. HILL / CARETH R. JONES(2004) 

全球性策略(Global Strategy) 

企業將同一種產品或服務賣到全世界的策略。全球性的策略主要在追求低

價格的全球規模。產品 S.O.P.達到極大化，生產的經濟規模也是極大化，整體上

全球性策略減少成本壓力也是極大化，對當地反應壓力則是較少。  例如：Intel、

Motorola、Texas Instrument 及聯電等。（圖.2-2-3） 

跨國界策略(Transnational Strategy) 

在多於一個國家進行生產和銷售的企業，擁有人和經理人來自各國，兩學

者研究 Christopher Bartlett and Sumantra Ghoshal,Managing Across Borders (1989)

在今日全球環境在完全的競爭情況下，企業必須有追求的是降低成本及當地的反

應的極大化。而多國籍企業必須有獨特能力發展全世界的營運，同時

(simultaneously)，可在海外附屬公司中一套作業程序從 A 海外分公司移植至另 B

全 球 化 

策 略

跨 國 界

策    略 

國 際 化 

策    略 
多 國 性 

策    略 

 

企
業
對
成
本
減
少
壓
力
度 

高 

低
高 低 

企業對當地市場的反應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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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分公司，而他們的經驗就是 Global learning。而 Bartlett & Ghoshal 稱這策略

為 Transnational Strategy。（表 2-2-3） 

表 2-2-3 各種全球策略的優缺點 

策略 優點 缺點 

國際化 ●轉移獨特能力主國外市場 

●缺乏當地的敏感度 

●無法了解當地的經濟狀況 

●無法用企業經驗法則 

多國化 
●較能提供客制化服務及反應當

地市場需求 

●實際當地經濟無法了解 

●無法利用企業經驗曲線的效果

●無法轉換獨特優勢到國外市場

全球化 
●能有效利用經濟曲線的效果 

●能有效利用當地經濟 ●缺乏當地的敏感度 

跨國際 

●能有效利用經濟曲線的效果 

●能有效利用當地經濟 

●能有效利用當地經濟 

●較能提供客制化服務及反應當

地市場敏感度 

●獲得的利益可全球學習 

●由於組織問題難以執行 

資料來源：”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ch”Sixth Edition 

ChariesW.L.HILL/Gareth R. Jones p.276 Table 8.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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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產物保險產業經營背景 

台灣產險業的經營背景分析，本研究將以下列項目為探討: 

一、全球經濟 

二、經濟對保險業連動性 

三、2005 年我國重要之保險法令政策 

四、產險業競爭因素分析 

(一) 保險業家數 

(二) 保險個別規模及產險業保費收入 

(三) 保險業密度及滲透度 

(四) 集中度比較 

五、我國保險業市場國際化分析 

(一) 外國保險公司至本國設立 

(二) 產險業在海外設立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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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經濟 
2004 年全球景氣成長率達 4.1%；2005 年 3.6%；2006 年 3.8%；根據環球

透視機構 (Global Insight Inc.) 2006 年 5 月最新資料，全球雖面臨高油價威脅，

惟整體經濟受影響程度低於預期。由於國際經濟走勢將連動台灣產業，而產物保

險業之經營面、投資面深受總體經濟概括性影響。相關數據，請詳表 2-3-1: 

表2-3-1 Global Insight世界經濟成長預測 

 2004        2005  2006(*) 
全球 4.1% 3.6% 3.8% 
美國 4.4% 3.5% 3.3% 
歐元區 1.8% 1.4% 2.3% 
日本 2.7% 2.7% 3.2% 
中國 9.5% 9.9% 9.9% 
新加坡 8.4% 6.4% 5.3% 
南韓 4.7% 4.0% 5.7% 
台灣* 5.7% 4.1% 4.3% 

註：(*)為預測值，台灣部份為主計處2006/05公布資料 

資料來源 :Global Insight, May,2006  

二、經濟對保險業連動性 
  1. 業務狀況 

2005 年我國整體產險業之簽單保費收入為 1,185 億元。進一步分析，台灣

產險市場自身承保能量並不大，如果就 2005 年產險業之承保能量作一分析，1999

年與 2001 年因集集大地震與納莉颱風損失較大，以致簽單綜合率高於自留綜合

率外，近九年再保後之綜合率皆高於再保前；而台灣產險業的自留率平均不高於

50%，低自留率策略雖有助穩定經營成果功能，但卻也造成過依賴再保，並導致

全球再保市場變化亦影響整體台灣市場費率。相關數據，請詳表 2-3-2 

     進一步分析亦發現，我國產險公司目前之主要交易的再保人十分集中， 

且自留比例明顯較國際水平略低( 全球之保險公司自留比例約為 75%，參閱

Sigma Swiss Re 2005)；據此，關於主要再保人之損失率發展分析與信用評等當應

重視；目前國內主要往來再保人約有 31 家，其評等多數落於 S&P 之 AA-與 A+

等級,尚在水準之上，相關數據，請詳表 2-3-3。 

 



台灣產物保險業國際市場經營策略之研究 

 18 

表2-3-2 台灣產險各險種之承保能量分析（%） 

2005年  強制車 任意車 火災 工程 海上 責任 保證  傷害  其他 

簽單業務結構  15  35  19 5  7  5  3  7  3  

自留業務結構  21  40  11 3  6  5  3  9  2  

自留比例  74  66  32 35 40 55 67  72  27 

自留業務損失率 68  53  49 39 49 57 123  39  41 

簽單業務損失率 73  55  61 36 49 42 119  44  6  

資料來源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表 2-3-3 2003 與 2004 年全球 150 大再保公司比較 

 

圖 2-3-1 台灣主要再保險人往來信評概況 

 
 
 
 
 
 
 
 
 
 

 
     資料來源 :再保資訊、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05/10 

由上頁圖 2-3-1 及下圖 2-3-2 足見台灣產險業與全球經濟及世界再保市場

有著極緊密之相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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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台灣產險公司與再保險人往來頻率概況 

 
 
 
 
 
 
 
 
 
 
 
 
 
 
 
 

 
                     資料來源 :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三、2005 年我國重要之保險法令政策 
監理政策  

2005 年繼 2004 年取消保險業設立分支機構限制、放寬資金運用等眾多利

多政策後，進一步對總體產業經營環境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整理分述如下： 

1. 2005 年監理目標  

(1) 亞洲區域保險經營方面：推動建構亞洲再保中心、建立再保經紀業務規

範、鼓勵業者擴展大陸與東南亞保險市場、強勢導入保險業公司治理制度、研議

開放輔助人赴大陸設分支機構等。  

(2) 建全保險經營與監理制度方面：建立保險業退場機制、檢討保險業會計

準則、落實保險公司財務主管與精算人員責任、鼓勵保險業合併、加強民眾保險

觀念、推動兩岸民間保險機構合作。  

2. 產險市場費率自由化  

產險市場費率自由化自 2002 年 4 月 1 日起推動，依原訂時程 2005 年 4 月

起進入第二階段，符合一定資格條件的產險業者可依據本身精算統計資料，申請

在規定範圍內有限度調整原報核之危險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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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商品審查分級管理  

四、產險業競爭因素分析 
綜觀我國保險市場自從開放之後，期間確實吸引外商保險公司進入，而國

內亦有一些新保險公司成立，惟區區有限的台灣產險市場，其整體簽單保費收入

亦不過 1,200 億元，此等規模之台灣市場，在各家保險公司競爭激烈、相互搶奪

業務的程度可想而知。 保險服務業除了人力密集、服務密集以及知識密集之外，

復由於政府規定保險公司設立最低資本額為 20 億，故保險公司應可歸為資本密

集行業。 同時因科技公司創新，網際網路行銷蓬勃急速發展，保險業間、同業、

異業策略聯盟，銀行、證券、保險跨業經營、合併、購併金控公司，已漸成趨勢，

當然消費型態亦慢慢在改變之中。 

（一）保險業家數 

表 2-3-4 台灣產險業家數演變 

 
年     代    家數       演 變 型 態          外國保險公司在台分公司

1987 之前     16        保護型的封閉狀態                9 

1987~1992     16        開放美商成立保險公司            9 

1992          17        開放美國以外國家                9 

1994~2001     18        開放美商成立保險公司            10 

2001~2006     24        家數變化不大,但外商在分購併     8  

 
                   資料來源 :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研究整理 

進一步分析亦發現，台灣之產物保險業由於市場規模遠不及消費者保險需

求及購買能力，遠不如人壽保險業，當然在外商的投資意願及成功個案方面，亦

不如人壽保險業。自 1987 年開放後，有外資實際投入之成功個案如下： 

統一安聯成立     由 Alliance Assurance 及統一企業合資成立 
華僑產物保險     由瑞士蘇黎世保險購併 
新安保險成立     由日本東京海上與新安合資，成立新安東京海上保險 
明台產物保險     2004 由第一銀行併購，2005 轉賣日商三井住友海上保  
                 險集團 

至於外商在台設立分公司的家數而言，在產險業部分，雖然 1996 年，,很

快的增加了 3 家外國產險在台分公司；但是，在 1997 年時也撤掉了 3 家，之後

陸陸續續有增有減。但至 2006 年底，外國保險公司在台分公司只有比 10 年前多

2家，這此數據顯示外國保險公司重視財務投資面，外商保險公司進入台灣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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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近 10 年的模式，有設立分公司、獨資(購併)、與合資(Joint Venture)等方

式,，參考外商進入模式，亦可為台灣產險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經營策略做參考。 

（一）保險個別規模及產險業自留保費、費率適足性 

從公司規模 / 資本額來看,本國之財產保險至 2006 年底，資本額排名為第

一者為富邦產物，其資本額為 81 億元；資本額最低者為 20 億元，保險局亦規定

保險公司最低資本為 20 億元。 

而就保費自留比率比較，台灣產險市場的自留比率偏低，約有百分之五十

以上之簽單保費必須再保分出，這當然也是造成我國產險業無法擴大經營規模的

原因之一。 

根據瑞士再保公司統計，全球合計的再保險收入約佔直接保費收入的 15%

左右，各國之自留比率平均應落在 70%~80%的水準，以亞洲市場國家為例，亦平

均分佈在 75%~80%之間。若以上述明顯發現我國之產物保險業顯然太依賴國外再

保公司之承保能量。台灣自 2003 年起整體市場成長率有緩慢趨勢，從 5.4%，

2.6%，至 2006 年 5.2%。主要在於商業保險 Hi-tech 建廠趨緩，且車險由於車輛

銷售量減少所致（表 2-3-5） 

（二）保險業密度及滲透度 

保險業保險密度：每人平均保費支出 

保險業滲透度：保費收入對國內生產毛額(GDP)比率 

近 10 年來，保險業在人壽的保險密度與滲透度的成長進度皆比產險業來得

快，顯示人壽保險在國人當作儲蓄使用，普及率也漸高。（表 2-3-6） 

（三）集中度比較 

台灣產險業前 5 大保險公司之總簽單保費佔了全市場 50％，與全世界最大

市場美國比較、美國產險業前 5 大的總簽單保費佔了全市場 30％(2005)，詳表

2-3-7。2004 年至 2006 年產險業集中度提高了 4.14%，顯示金控公司各子公司集

體銷售，交叉行銷，發揮了綜效，而排擠了無色彩的獨立保險公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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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台灣產險業 10 年簽單保險費統計 

年 Yea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財產保 

險業 

Non-Life  

Insurance  

 

74,864  

 

 

72,974 

 

 

72,681 

 

 

75,922 

 

 

85,207 

 

 

87,835 

 

 

90,829 

 

 

101,433 

 

 

109,469 

 

 

115,468 

 

 

118,502 

資料來源 :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表.2-3-6 我國保險密度、滲透度 

保險密度 保險滲透度(%)    項目 
年度 壽險 產險 壽險 產險 

1996 16,651 3,390 4.67 0.95 

1997 19,437 3,343 5.09 0.88 

1998 22,309 3,462 5.30 0.82 

1999 25,261 3,857 5.79 0.88 

2000 28,115 3,943 6.24 0.88 

2001 32,531 4,054 7.39 0.92 

2002 39,487 4,504 8.72 0.99 

2003 50,106 4,843 10.98 1.06 

2004 57,671 5,089 12.15 1.07 

2005 64,015 5,204 13.08 1.06 

2006 68,340 4,988    13.55    1.05 
                           資料來源: 金管會保險局 

                     表 2-3-7 我國保險市場集中度 

年度 前五大產險公司市場佔有

率(%) 

前十大產險公司市場佔有

率(%) 

2004 50.54 76.14 

2005 51.96 79.40 

2006 54.68 81.31 
                           資料來源:保險年鑑.研究整理 

五、我國保險業市場國際化分析 

（一）外國保險公司至本國設立 

台灣產險業截至 2006 年 12 月底止，產險業共計 24 家保險公司，其中本國

保險公司 14 家，外商保險公司 7 家。惟法商安盛產物已於 2004 年 2 月撤資，2005

年 4 月本國新安產險公司與外商東京海上產物（原統一安聯產險）合併，並正式

更名為新安東京海上產險。第一金控亦於是年 4 月將明台產險售予日本三井住友

保險集團經營，至於台灣產險業對外國的開放在前述產險業競爭因素之章節已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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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2004 至今以來，台灣產險市場有同業合併、集團策略性收購產險公司，惟

是否能為產險市場帶來更高之整併效益，仍有待持續密切觀察。 

長久以來，台灣產險業的開放，一直遭受美國極大的關切壓力，1978 年 12

月中美簽訂雙邊貿易協定，已就相關問題進行協商。終至 1981 年決定訂定「美

國保險公司申請在我國境內設立分公司審核要點」，規定欲在我國境內設立分公

司之美國保險公司必須符合申請當年度實收資本額等值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並與

我國保險業務往年五年以上等條件，並規定財產保險以在我國境內美國人及其法

人之財產保險為限。 

1985 年 10 月，美國之保險公司認為在台分公司，營業範圍太近狹小，要

求再開保險諮詢會議，1986 年 4 月決定放寬財產保險承保對象，以在我境內美

國人及經濟部投資審核委員會或該會授權機關核准之美獨資或合資事業之財產

保險為限。後又同意美商保險公司得與本國保險業者經營相同的事業範圍，1987

年開始實施對美國全面開放產、壽險市場。1992 年開放讓國人可設立保險公司，

1994 年取消外人持股比率限制，外國保險公司將可以子公司型態經營保險業

務，1994 年訂定「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理辦法」，開放美國以外國家之保險

公司得以來台設立子公司。是故可知，1994 年政府才完全鬆綁對外國保險公司

的設立。 

從 1985 年至 1994 年，9 年之間政府監理機關，經過了美國的強力扣門與

壓力，政府才開放特許行業“保險公司“可見本地國政府對開放保險市場，都是

採漸進式方式，以保護本國保險業者。（表 2-3-8 我國對外開放時間表） 

當然我國在進入 WTO 入世後，透過產物保險業在外商進入本國市場中，

也從中學習到外商保險多項優點，可歸納為： 

1. 經營管理能力: 

     跨國的外商保險公司,在世界主要金融據點皆有設立分公司或子公司，對於 

全球管理階層各有其決策管理能力及權限，因而能順利應付複雜的國際事務，管 

理階層當然皆為更專業管理人才。 

2. 國際市場的經驗 

     面對國際市場的詭諊變化與國際情勢的變化無常，保險公司本身具備了 

豐富的國外市場經驗，能享有以不變應萬變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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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人才的取得 

     保險業對人力資源的依賴相當高，外商對培育專業人才皆有全球性的訓 

練，讓本地保險業及從業人員能迅速學習國際觀。 

4. 專業知識及技術的擴散 

     外商保險業能在海外擴展市場，在專業知識上有其一定的水準，如核保、 

精算、災害防阻的專業知識上，都比本國技術較有競爭優勢。 

5. 產品研發及設計能力 

    外商產險業在其母國國內市場，產品開發能力皆較成熟，所以新商品的引 

進對外商在經營或行銷上較為容易，也可讓本地市場消費者得到更多保障及選擇 

機會。 

（二）產險業在海外設立分支機構 

1. 相關法令規定 

有關我國政府法令對台灣產險業海外投資相關規定最早為 1994 年 3 月，引

用保險法第 146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業之資金得處理國外投資，其範圍及內容

由主管機關定之；之後陸續於 1997、1999 年因應環境變化而修訂；1994.9 訂定”

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可辦法”允許台灣保險業海外分支機構得與

外商保險業在大陸地區之分支機構，以及大陸地區保險業海外分支機構為再保險

業務往來，並可與在海外之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簽單保險業

務往來。 

   香港 1997 年回歸，訂定”台灣地區保險機構在香港澳門設立分支機構“許可 

辦法。同年修訂「保險業辦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增加保險業資金運用的管 

道，放寬保險業國外投資項目，條件與比例限制，允許保險得以資金設立或投資 

國外保險公司，但需經財政部核准，並以保險業投資額規定上亦限制以不超過該 

保險業資金 10%為限。 

2003 年 3 月，依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三十六條規定，修正

「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可辦法」，允許台灣保險業者前往大陸設

置辦事處，但不得有直接通商之行為，設置辦事處只能從事保險相關商情之調查

與資訊之蒐集，以及其他相關聯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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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台灣主管機關對外資開放保險市場時間歸納如下： 

表 2-3-8 我國對外開放時間表 

時 間 項    目 

1978 中美雙邊貿易協定簽訂 

1981.2 訂定「美國保險公司申請在我國境內設立分公司審核要點」 

1986.4 
產險承保以”美國在我國境內集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或該會授權之機關核

准之美國獨資或合資事業之財產保險為限” 

1986.8 美商產險可與台灣產險有相同經營範圍 

1992.6 允許本國人民申請設立保險公司 

1994.5 取消外人持股比例 

1994.6 開放美國以外國家,來台投資設立子公司 

1995.7 修正保險業聯絡處申設條件 

1996.5 核准開辦海外投資資產保險 

1998.2 修正”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理方法” 

2001.5 修正”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理方法” 

 
核准開放保險業從事財務性再保險業務,並發佈”保險業處理財務性再保險

業務處理要點” 

2002.8 
修正「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可辦法」部分條文,開放保險業

得直接赴大陸地區設立分公司或子公司 

2002.11 
馬來西亞第 5 屆台馬部長級經貿諮商會議承諾允許「我國保險業於馬國設立

辦事處」及「我國保險業於馬國設立分公司」 

2003.6 

研議兩岸保險業務進一步交流,修正「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

可辦法」部分條文,開放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証人公司得在大陸地區設立

辦事處,並明定資格條件及業務範圍 

2004.7 金管會保險局改制 
                     資料來源 : 保發會、保險局、研究整理 

 

同年 10 月因應金融整合以及國際化之趨勢，為使保險業能加速進入國際市

場，俾使其積極開拓保險業務，訂定「保險業辦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準則」，

將原行政規定之形式提升為法令之位階，並於 12 月時，增列保險業得以設立或

投資國外保險公司或其控制公司，同時將保險資金辦理國外投資之總額，由 10%

之限制提高至 20%。前述相關時程，請詳表 2-3-9。 

2001 年 12 月，政府保險公司研擬「開放證券業及保險業赴大陸地區設立

子公司或分公司」相關配套措施，送行政院審議。 

2005 年修訂保險業設立分支機構審核及管理要點、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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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我國保險業海外投資相關規定改革表 

時間 項目 

1994.3 保險司「保險業辦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 

1994.9 訂定「台灣地區及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可辦法」 

1995.2 配合國統綱領促進兩岸交流同意保險業同業公會在大陸地區設立聯絡處 

1996.9 核准中央再保險子公司新加坡連絡代表處改制分公司 

1997.6 修訂「保險業處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增定保險業得以設立或投資國

外保險公司,總投資金額為 10%為限 

1997.7 (1)訂定「台灣地區保險機構至香港澳門設立分支機構子公司許可辦法」

(2)我國保險業赴大陸從事投資列為禁止項目. 

1999.2 准許中國產物保險公司投資菲律賓國華產物保險公司,並取得 517 股權. 

1999.11 持續修正「保險業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 

2000.3 修正「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來許可辦法」，開放保險業赴大陸

設置辦事處 

2000.9 修正「台灣地區保險機構在香港澳門設立分支機構子公司許可辦法」 

2000.10 「保險業辦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準則」，提升為法令命令之位階 

2000.12 修正「保險業辦理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準則」,保險業得以投資國外保險

公司之控制公司,同時將保險投資國外投資總額，提高至 20% 

2001.12 研擬送審相關配套措施”開放證券業及保險業赴大陸地區設立子公司或

分公司” 

2004.7.1 金管會保險局改制 

2005.12.2 保險局修定「保險業設立國外分支機構審核及管理要點」 

2007.2.27 合計產險業在外設立子公司處,產險 5 家 18 處辦事處…. 
資料來源 : 金管會、保險局、研究整理 

2. 我國產險同業分支機構設立概況 

我國產物保險對於海外市場開放，由上表中可知相當緩慢，但當台灣進入

WTO 後台灣保險業的國際化與自由化發展將逐漸迅速。根據金管會對於海外分

支機構的定義，海外分支機構包含子公司、分公司、代表處及辦事處等。目前，

除兆豐產物保險至關島、菲律賓轉投資子公司國華產物保險公司並取得經營權，

其餘之保險公司仍只有設立代表處或辦事處.（表 2-3-10） 

產險業最早開始在海外市場設立辦事處者為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後改為兆

豐產物保險公司），在 1972.4.於關島設立代理處，主要設立原因為服務當時同為

國營企業的中華工程公司在當時標得關島國際機場新建工程；同年 12 月更名為

關島代表處，而後取得執照可透過代理人進行業務銷售，該公司亦曾於紐約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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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後來又撤銷。 

    而目前在海外市場則以富邦產物保險及明台產物保險表現最積極，分別於五

至六地區設置辦事處，惟自 1992 至今以來，則尚未有突破性發展。期間太平產險

與新光產險亦曾設立辦事處，但皆已撤回。合計 6家產物保險公司 16 處辦事處(不

含大陸其他地區) 

   表 2-3-10 我國產險業目前(2007 年)海外分支機構之設立 

保險公司                地區 

富邦產物保險 

馬來西亞(與豐隆保險 Hong Leong 合作) 

泰國(AVIVA&ING) 

越南胡志明市及河內市代表處 

菲律賓代表處 

中國大陸(北京辦事處、蘇州辦事處) 

明台產物保險 

馬來西亞 (與 MAA 合作) 

泰國(與 BANKOK Insurance 合作) 

越南 : 胡志明市代表處 

中國大陸 : 上海辦事處、香港辦事處 

兆豐產物保險 

關島代表處 

菲律賓(轉投資國華產物保險公司 51%股權) 

越南代表處，2007 申請塞班分公司 

註：菲律賓國華產物已於 2006 年 9 月停止承接業務，並向

該國保險署申請結束執業。 

友聯產物保險 越南代表處 

中央產物保險

(AIG) 

中國大陸、廣州、上海辦事處 

國泰世紀 上海辦事處 

資料來源 : 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