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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產物保險業國際化模式 

日本產物保險業的誕生自 1893 年迄今已 114 年，日本在國際市場的經營方

式，比較像台灣產物保險業，剛開始向海外發展的動機，就是日商產業在二次世

界大戰後，蓬勃的發展，而後帶動產業及產品的外移，由於產業的需求，產物保

險業亦尾隨著客戶，在全世界不斷的設立據點，以服務日商客戶。 

本研究將以日本較具歷史的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作為一模式，

探討以日本經驗其在海外經營程序及方式，及成為國際化產物保險公司之歷程。 

 

第一節、三井住友保險集團發展歷史 

歷史沿革 

公司名稱：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Mitsui-Sumitomo Insurance Company 

Ltd.） 

設立日期：1918（大正 17 年）10 月 21 日 

資本額：139,595,525,495 日幣 

員工數：13,534 名                                    

（2005.3.31 資料） 

一、 三井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的沿革 

    舊三井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成立於 1918 年（大正 7 年）10 月，當時公司 

名稱為大正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總公司位於東京日本橋，另有大阪、神戶兩分公 

司，經營險種為海上保險、運送險以及火災保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日本產險市場進入整理統合時期，大正海上分別於 

1941 年以及 1944 年（昭和 19 年）與新日本火災以及三井火災合併。戰後，隨 

著日本經濟急速成長，因應此需求，企業、個人保險產品陸續推出，特別是汽車 

保險所佔比例自此時期開始增高。因應日本經濟的高度成長以及社會環境的快速 

轉變，大正海上不斷地在新商品開發，理賠處理系統的整備以及客戶服務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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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等方面注入心力，同時，因應國際化時代的來臨，也積極充實海外營業網， 

拓展國際活動。 

    1991 年（平成 3 年）公司更名為三井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1996 年（平 

成 8 年）新保險業法的實施，設立三井未來生命株式會社，正式跨入人壽領域。 

為求事業多久化經營，於 2001 年（平成 3 年）與住友海上合併。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官方網站 

圖 4-1-1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的沿革 

 

二、 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的沿革 

舊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的前身之一大阪保險株式會社於 1893 年成

立於大阪西區，並於 1916（大正 5 年）加入大阪商船集團，成為大阪海上火災

保險株式會社。 

1917 年（大正 6 年）山下汽船公司於東京有樂町成立另一個住友海上的火

災株式會社，爾後經營權移轉至住友，公司改名為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蕭條時期以及關東大地震，太平洋戰爭等多

重試煉（昭和 19 年）大阪海上與住友海上合併，成為大阪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

式會社，1929 年改稱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迎接戰後經濟成長期的到來。 

在日本經濟高度發展的時期，住友海上以擴大良質契約為目標，全力朝擔

扶桑海上火災 

大正海上火災 

住友海上火災 

大阪住友海上火災 住友海上火災大阪海上火災 

新日本火災 三井火災

三井海上火災

三井住友海上

2001年 1918年 

1920年 1943年

1916年 

1917年 1940年 

1944年 1954年

199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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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力優良公司發展。爾後轉變經營方向，全力推動大眾化路線，朝擴大規模邁進，

市政服務，電話服務等網路。1996 年（平成 8 年）隨著新保險業法的實施，成

立住友悠悠生命株式會社，跨足人壽保險領域，為圖事業的多角化經營於 2001

年與三井海上合併。 

2001 年合併後的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集團（簡稱 MSIG）。  三井保險與

住友保險在 2001 年 10 月合併後，集團分為 5 大事業群：財產保險事業、海外事

業、金融服務事業、人壽保險事業及風險相關事業，如圖 4-1-2。 

 三井住友為日本第二大產險公司，亞洲第一大產物保險公司（信用評等 S&P 
AA,，Mody’s Aa3，AM BEST A+）。 

 營業收入世界排名第 12，產險業收入世界排名第 12。 
 產險業利潤收入世界排名第 13（全球財富 500 大雜誌 2004 年 7 月發行版）。 
 三井住友保險與台灣產險市場比較（2004）。 
 三井住友保險在日本的機構 

日本國內：729 營業據點、59,000 家專屬代理店、256 個理賠中心、6,000
員理賠人員。 

 2005 年 4 月 MSIG 訂定 2010 年”Challenge 10”，目標與願景，致力成為世界

的保險與財務集團。  Challenge 10，將引導 5 大事業朝向擴張及集團利潤

極大化。 

              圖 4-1-2 MSIG 5 大事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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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3  MSIG 年度總保費收入與台灣產險市場淨保費收入 

 

資料來源：三井住友官方網站 

圖 4-1-2 三井住友保險集團 5 大事業群 

 

 

 

 

 

 

 

 

 

 

 

 

說明：依據產險公會 2004 年度統計，台灣全市場簽單保費收入為 1,154 億台幣，換算後約為日

幣 3,940 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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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三井住友保險海外經營模式 

三井住友保險自 2001 年合併後至今（截至 2007 年 5 月為止），海外據點在

全球化與無國界經濟浪潮引導下，利用豐富的國際操作經驗，提供最優質的保險

服務給全世界每個客戶，目前海外據點有： 

四大洲，39 個國家，63 個海外據點 

     32 個國家內設立子會社（子公司） 

一、 三井住友海外據點的設立-步驟一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建設隨著戰後的建設重建，製造業漸漸復甦，

製造業快速成長，大戰時的優越工業技術及善於學習先進國家習性，讓日本從進

口導向國家，一躍為出口導向國家，工業產品輸出至世界各國，全市界的電器產 
品皆可看到”Made in Japan”，而在因財富的集中，日本國內也陸續創造了多個財

團，如三菱重工集團、三井重工集團、住友商社、伊藤忠商事，以上這些都是日

本大型商社，而這此商社的經營範圍大從進口礦業原物料，小至出口日常生活用

品牙刷、牙膏皆為會社經營範圍。 

日本各大商事會社的貿易活動，在二次戰後就像洪水一般氾濫至全世界各

國投資設廠，而各財團會社在互利與交換公司持股間，漸漸的形成了有各所屬集

團的金融保險集團，也形成了另一型態的命運共同體，各別的集團事業群，如表

4-2-1（日本金融體系）。 

三井海上與住友海上在 2001 年合併前亦各屬不同集團，但在海外事業上，

為配合日商海外擴展，也順應客戶服務需求，而在海外設立據點以服務日商，如

三井海上 1954 年在泰國設立據點至今已達 53 年。 

保險公司在當地國設立據點，開始皆以設立辦事處或代表處，就如同製造

業一樣，有一定的貿易障礙，而各國保險法規則有一定的法令障礙，如設置規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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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分公司/ 

代理店 

子公司 投資公司 

(相關公司)

海外事務所 

亞洲、大洋洲 韓國 

紐西蘭(代) 

巴布亞紐 

幾內亞 

馬來西亞 

泰國 

中國 

香港(代) 

澳門 

台灣 

馬來西亞 

新加坡(4)

印尼 

泰國(8) 

香港(4) 

台灣 

 

越南 

印度 

泰國(3) 

菲律賓(3) 

香港 

柬埔寨 

緬甸 

澳門 

小計 10 19 10 2 

中東、非洲 阿拉伯(3) 

沙烏地阿拉伯 

黎巴嫩 

 巴林  

小計 5  1  

北美 塞班島(代) 

關島(代) 

加拿大(代) 

美國（10）   

小計 5 10   

南美洲  巴西(2) 

百慕達 

 墨西哥、巴拿馬、哥倫比亞、

秘魯、阿根廷 

小計  3  5 

歐洲 英國 英國(6) 

愛爾蘭 

土耳其 法國、德國、荷蘭、比利時、

義大利、西班牙、奧地利、

捷克 

小計 1 7 1 8 

其他 帛琉(代) 百慕達   

小計 1 1   

合計 22 40 12 15 

總合計 89 

資料來源 : MSI 網路整理 

※ 新加坡(4)：表示新加坡有 4個子公司 

※ 紐西蘭(代)：表示在紐西蘭為代理店 

註.子會社：子公司，母公司 100%持股公司 

   關聯會社：投資公司，母公司有持股，但未達經營權主控 

   支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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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 日本四大金融集團 

區分 UFJ 集團 
三井住友 

銀行集團 

MIZUHO 

金融集團 
三菱東京 

合併或整合

之銀行 

三和銀行 

東海銀行 

東洋信託銀行 

住友銀行 

櫻花銀行 

日本興業銀行 

第一勸業銀行 

富士銀行 

東京三菱銀行 

三菱信託銀行 

壽險公司 

大同人壽 

太陽人壽 

住友人壽 

三井人壽 

安田人壽 

富國人壽 

第一人壽 

朝日人壽 

明治人壽 

產險公司 

（合併後） 

日本火災 

興亞火災 

（興亞保險） 

住友海上 

三井海上 

（三井住友） 

安田火災 

日產火災 

大成火災 

日動火災 

(Sompo Japan） 

東京海上 

（東京日動） 

本研究整理 

設立代表處就學術研究而言，其進入新市場的模式就是： 

出口（Exporting） 

技術授權（Licensing） 

日本保險業在海外設立代表處，所為營業行為，就如下圖的模式圖 4-2-1

所示。 

圖 4-2-1 MSIG 海外經營模式 

 

.     海外                            國內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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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市場進入模式探討: 

1. 前衛保單（Fronting Policy）就如同貿易行為，出口公司和原本國家公司的企

業發展出合約上的關係，而客戶關係掌握在代表處，而代理店模式在與當地

保險公司交易間，會產生業務佣金費用，及其他再保費用。 

2. Licensing 授權，就如同給予當地保險公司某一部分的日商業務共保比例，而

代表處同樣回分部份比例為再保，而雙方在一定保額內，給予一定授權額度，

如年度的比例性再保合約 (Quota Share Treaty)。 

二、三井住友海外據點的設立-步驟二 

    MSI 至海外當地市場經營，總是會遇到當地政府的金融保險保護措施及保險 

法令限制，而無法順利經營當地市場，解決辦法就是投資當地保險公司，形成合 

資狀態，參與當地公司經營。 

其優點有： 

1.很容易進入當地市場 

2.公司服務網絡已存在，易服務日商客戶 

3.再保回分自主性高 

4.可參與當地公司決策 

5.參與當地公司經營利潤 

其缺點有： 

1.與當地公司文化差異性 

2.無法貫徹母公司的策略 

3.資源容易被當地公司分享 

4.對公司決策無裁量權 

5.資金運用受制於當地公司 

6.增加了公司經營風險 

以市場進入模式探討： 

     MSIG 海外與當地保險公司合資經營，以進入模式而言，就如文獻探討的策

略聯盟或合資理論，當市場的穩定性足夠時，可排除法令限制，而進入當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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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利於分享市場利潤。 

三、三井住友海外據點的設立-步驟三 

（一）海外子公司的設立 

當海外設立辦事處或代表處後，如當地市場成熟，且客戶來源穩定，則經

過一段時期後，MSIG 就會決定設立分公司的形態來經營當地市場， 

其優點有: 

1. 客戶資源不必經由當地保險公司分享。 

2. 再保作業不必經由前衛作業。 

3. 競爭對手不易取得客戶投保資料。 

4. 分公司決策由母公司完全掌握。 

5. 獲利性較高。 

6. 日商客戶較為認同，不必假手其他公司出具保單。 

而缺點有: 

1. 服務網不如當地保險公司的服務網路綿密。 

2. 子公司人員派任，比當地保險公司人員少，只能經營日商業務，無力服務本

地客戶。 

3. 子公司設立，在當地保險業務範圍常被限制，如大陸保險法規定，外資子公

司業務範圍只限外資企業業務，而不能對當地企業。 

以市場進入模式探討: 

設立子公司的型態，進入模式為獨資方式，海外子公司的設立能貫徹母公

司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策略，對市場變化掌握度較高，但如前章所述，分公司業

務當地化較難，服務網絡難建立。 

（二）購併行動 

MSIG 之步驟三主要在於合併與購併，合併與購併時機，在於對當地市場

已完全了解，且對購併對象，在收入組成面與財務面，利潤性（profitability）有

長期觀察，而且 MSIG 母公司對海外經營有願景，如 MSIG 所揭示 2010 Challenge 

10 目標，成為亞洲第一，日本第二排名。 

購併（Acquisition）行動，2004 年 9 月以 4 億 5 千萬美（約 50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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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併 Aviva Plc. UK 在亞洲東南亞包括： 

     香港（年度簽單保費 7,600 萬美元） 

     新加坡（年度簽單保費 7,500 萬美元） 

     泰國（年度簽單保費 7,500 萬美元） 

  馬來西亞（年度簽單保費 4,700 萬美元） 

購併 Aviva Plc.使 MSIG 在海外事業年度收入由 420 億日圓提升至 720 億日

圓。 

2005 年 9 月再以 84 億新台幣購併台灣明台產物保險公司，這次的併購使

MSIG 在亞太區地區業績又提升至 1,080 億日圓。 

MSIG 在亞洲的這兩次併購連帶將使得原本在當地的分公司合併於併購公

司之內，可見的是因而 MSIG 也同時取得了當地的業務，也提升淨簽單保費。  

MSIG 購併的優點： 

1. 直接進入當地市場 

2. 母公司可控管子公司人事、財務、業務 

3. 營業外業務，可利用母公司經驗投資運用 

4. 原日商客戶仍然存在且服務性更好，更優質 

5. 法令遵循依母公司規定執行 

而其缺點： 

1. 管理階層文化的差異性，需時間磨合 

2. 投資成本較高 

3. 當地客戶，對外商的排斥風險 

以新市場進入模式探討： 

    購併（Acquisition），前章已研究過，全球化市場跨國性的購併是企業進入

另外一市場最快且最迅速的方式。  全球化是趨勢，是企業跳脫窄小國內市場，

利用本身獨具的 know-how、資本，跨國經營自己專門熟悉的產業因而必駕輕就

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