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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本書是作者連克對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的歷史及我父親李

延禧的詳細論述。李延禧（1883-1959年），是臺灣烏龍茶之父、臺灣

第一位思想家李春生（1838-1924年）的孫子。1896年臺灣總督樺山

資紀招待曾祖父李春生東遊日本時，14歲的父親也有隨行，就這樣開

啟了父親的留學路，往後的十四年，父親留學日、美，取得紐約大學

商科學士，並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具有新思想的父親，回臺後與祖父李景盛（1860-1922年）籌辦

以茶葉融資為主要目的的銀行─新高銀行，並創辦了第一家臺灣火

災海上保險公司─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大成

火災」）。1920年成立的大成火災，是我父親擔任董監事職務最久的

公司，他與好友益子逞輔的合作，糾集了全島最有代表性的臺日實業

家，使日治時期的大成火災，不僅成為臺灣最大的產物保險公司，更

將其事業版圖擴大至日本和朝鮮，期間經歷了關東大震災、函館大

火、靜岡大火，大成火災均本著堅實穩健的經營態度，一一度過難

關，成為了日本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存在。

1924年曾祖父李春生過世後，父親帶著一家人移居日本東京，戰

後的大成火災，雖然臺灣的事業被國民政府當作日產完全接收，在日

本的分公司卻留了下來，經歷重組，成為了一家新的公司，名稱仍為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1995年我的長兄李泰然為了撰寫父親

的傳記，前往拜會大成火災東京本社，獲得了社長松村等人的熱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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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可惜撰寫計畫隨著兄長的驟逝，隨之擱置。

父親的事蹟和大成火災過往的歷史，現已少有臺灣人知曉。如今

本書作者連克的論文付梓出版，說明臺灣年輕人當中，還有人願意爬

梳資料，去瞭解這段過去，這不僅能讓更多的臺灣人認識這段過往的

歷史，也能讓父親的精神，在養育自己成長的故鄉臺灣，繼續延續下

去。

最後，對連君在學術上嚴謹、鍥而不捨、充滿熱情而又謙虛的態

度深表欽佩，並為臺灣能有如此年輕有為的學子而感到欣慰。深信連

君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將繼續取得更大的成就，也一定會為臺灣人文事

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創辦人李延禧長女

於日本

2017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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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二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連克先生的大作《從代理人到

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一書，是根據他

的碩士論文改寫而成，並在激烈競爭之下，脫穎而出，獲得國史館獎

助，由政大出版社出版。

我之所以認識連克，是因為他獲得 201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訪問學員獎助，並由我擔任他來訪時期的指導人員。在臺史所訪問

期間，他非常積極、用功，不但參加各種工作坊、讀書會、演講以及

研討會，而且經常來跟我分享他的研究心得和蒐集資料的經驗。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還自費去日本尋找李春生家族成員，而獲得一手

材料和進行口述訪問。後來，他也是他們這一批訪問學員中，唯一提

交碩士論文，而順利於訪問期間畢業的。

2014年，我擔任他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得以最先閱讀他的大

作，也深知其研究成果的突破性。這本專書是第一本研究臺灣產物保

險史的專論，不僅有其主題的開創性，而且透過他在史料爬梳和口述

訪問的努力，釐清了清末保險事業如何引入臺灣，日治時期又如何由

家畜保險，朝向產物保險發展，特別是對臺灣保險代表會社─大成

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有原創性的發現。有別於過去以管理、財經學

科背景的論述，他利用了大量的一手檔案，甚至重新發掘過去未使用

過的新史料，並從貫時性的角度重建了脈絡清楚的臺灣產物保險史，

而得以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或是修正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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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作，得以正式由政大出版社付梓，不僅實至名歸，更為日治時期

臺灣經濟史奠定紮實的實證研究。本人在連先生邀請之下，忝為其口

試委員，謹此聊誌數語，為作推薦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2017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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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三

多元發展是近年來臺灣史研究最重要的現象與成就。不僅物質生

活、休閒娛樂與運動、動植物、下層社會史等研究議題帶來了新的視

野與觀點，即使是政治、經濟、社會史等傳統領域，也有許多年輕研

究者試圖突破舊有的格局，從中開拓新的研究議題。這不僅是臺灣史

研究發展多年後可預見的階段成果，也是年輕一輩研究者富有開創性

的展現。連克先生的《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

營（1862-1947）》就是其中重要的典範，本書雖然不是臺灣保險史研

究的先河，但它將保險業的發展與臺灣的海外貿易、殖民統治以及商

人買辦的投資策略密切連結，不僅更鮮活地呈現早期臺灣保險事業的

歷史軌跡，也為臺灣的經濟史開啟了一扇窗，豐富我們對臺灣傳統貿

易活動的想像。

保險事業─尤其是海上保險的建立，早已被認為近代西方長

程貿易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大英帝國的重商主義得以在世界各地橫

行無阻、許多遠洋航程和跨國貿易活動得以建立，勞埃德（Lloyd's 

Insurance Co.）等保險公司為海外貿易公司的船隻與貨物承擔巨大風

險乃是的重要關鍵，也因此保險業史的研究備受西方史家的重視。然

而，儘管自 17世紀以來臺灣和海外的貿易活動相對發達，但在傳統

的商業史研究中，多關注商品的生產、流動及其經濟效益，保險業在

商品貿易中的角色及其在資本累積中的作用幾乎不曾被提及。從本書

可以發現，伴隨著清末以來臺灣進出口貿易的蓬勃發展，保險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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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商人的重要避險工具，保險事業也成為臺灣商人的投資管道，臺

灣商人利用與華、洋商合作或交易的機會，從中學習各種海外貿易經

驗，進而自立門戶，開辦保險公司。即使 1895年臺灣淪為日本殖民

地，在殖民政府多方限制與日本財閥的壓迫下，臺灣商人仍利用和日

人合作的方式，持續投入此一資本市場，展現其靈活與韌性。在本書

中，作者所舉之臺灣家畜保險會社就是個顯著的例子。雖然本人曾撰

述清末至日治初期關於臺灣和大陸之間的生豬貿易研究，但只是就貿

易活動本身即其經濟與社會背景進行分析、說明，但從本書的論述可

以發現，臺灣商人不只從事生豬貿易，也積極避險、甚至在 1900年即

創辦臺灣第一家保險公司─臺灣家畜保險會社，充分展露臺灣商人

在面對現代化國際貿易潮流的肆應能力。

研究議題的創新不是憑空想像而來，歷史學研究新議題往往得運

用新的研究材料，或是對原有的材料提出新的解釋，這些尋覓資料、

詮釋資料的工作有賴勤奮、專注且持之以恆，對於博碩士生來說，還

得有勇氣，不畏修業年限的制約。連克先生早在成功大學歷史系就學

期間，就以好學、好問、長於論證，備受系上師長和同儕的矚目，當

時任教於歷史系的我，也不由得特別關注。當他順利升上研究所開始

投入臺灣史研究後，更是展現其不畏困難的韌性，從臺南到臺北，甚

至遠赴日本，到任何可以得到資料訊息的地方搜查文獻、口述訪談。

本書雖是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但使用材料之廣、貫注心血之多皆遠

超過碩士論文的必要。進言之，這是一本紮實的研究著作，值得細細

品讀，進而深刻理解臺灣商人的機敏性格，與臺灣商業貿易史的多元

面向。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2017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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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四

很高興本系校友連克的碩士論文〈從代理店到保險會社─臺灣

商人的損害保險經營（1862-1947）〉，能在畢業不到五年內便正式出版

（書名稍作調整），一則將學術研究成果與讀者分享，一方面也顯示本

書研究主題有其當代的需求和重要性。

「源自於西方的保險究竟是如何傳入臺灣？又是如何地被臺灣

人所接受進而普及的？」乃是連克在學研究期間所提出既素樸又饒富

深意的問題，這也是他在碩士班研究生階段所欲挑戰的問題。連克一

方面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爬梳相關史料並試圖解析臺灣近代，尤其是

日治時期臺灣人保險觀念如何形成與普及於社會的研究課題；另一方

面，則以其窮追不捨的精神，從臺灣各地一直到國外，遍尋歷訪相關

的國內外人士，進行口述訪談和原始史料的搜羅。

以往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已逐漸擺脫過度偏重政治運

動史與教育史等直接體現殖民權力統治與反殖民運動的「殖民 vs.抵

抗」、「抗日 vs.親日」等二元對立的詮釋架構。同時，近年來，伴隨著

各種史料的出土與發掘，以及跨領域研究理論的交融與運用，如何透

過不同層次的史料和方法，重新檢視日治時期殖民政策與殖民地社會

彼此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以及對生活其中的住民所產生的影響等日常

生活史議題的鑽研，成了研究者相當關切的面向。

而連克本書所關注並投入的「保險史」研究課題，正呼應了近年

來歷史理論與史料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並實際去探尋臺灣社會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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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來自近代西方世界影響的「保險」，如何影響臺灣傳統社會並進而

逐漸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的歷史過程與社會變遷，廣泛的從不同層面來

加以考察，冀能更全面的關照臺灣近代社會的演變情形，時間含跨超

過一世紀。

連克自建中畢業後便由北部負笈就讀本系，敝人忝為指導教授，

更是一路看著他為了深化論文的內容或蒐集史料，不惜「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利用假期自費前往海外尋找與其研究議題

相關的文獻，以及訪談相關人士。換言之，連克對於學術研究有一股

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激力，和穩健踏實、不厭其煩與史料文獻周旋的底

力。而這樣的努力耕耘，也讓他的研究成果先後榮獲 2015年國立臺灣

圖書館「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以及 2016年國史館「國史研究

獎勵出版」的榮譽。

最後，期勉即將進入國家公務機關服務的連克，能秉持對學術研

究的熱忱，繼續貢獻於大眾與社會。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於成大

2017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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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保險學界的人員或許因為較不熟悉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因

此極少有人耕耘保險史領域，而歷史學界的人員則或許礙於保險學的

專業內容，亦較少涉足保險史的研究。因此過往保險學與歷史學的研

究就如同兩條平行線，各有各的專業領域，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很難

達成學際對話的成效。所幸近年來陸陸續續有歷史學的研究生相繼投

入此一甚未開拓的領域，利用爬梳綿密史料的專長，開始建構出日治

時期乃至更早的保險史學內容，而本書作者─連克便是其中的佼佼

者。

連克乃是歷史學界的科班出身，為了對保險專業與實務領域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還曾經擔任過財產保險公司的內勤職務。除了精進

保險專業外，連克更積極把握時間做田野調查，特別是日治時期大成

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的相關人員，曾經為此多次遠赴日本做相關訪

談，取得許多第一手的史料。這樣的精神與態度，也反映在他多篇的

專業期刊發表上。

本書基礎乃是從連克 2014年的碩士論文編修而來，但較為遺憾之

處，乃是未能反映作者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此外由於保險史牽涉的

範圍甚廣，本書僅只於財產保險部分，對於人身保險以及簡易人壽保

險部分則未涉及。保險在臺灣已有百年以上的發展歷史，臺灣的保險

滲透率（保費對 GDP之比率）一直穩居世界前茅。未來期待能有更多

保險學或歷史學領域的新人能投身此一領域，持續對我國的保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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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史做出更多學術貢獻。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商學博士（保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副教授

2017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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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年金保險的改革成為臺灣當前的重要議題，保險牽涉到的

範圍極廣，今日幾乎沒有任何國民能被排除在外，但翻閱近代保險的

歷史，其作為一種風險規避的工具，在臺灣的發展不過 150多年，究

竟源自西方的保險，是如何引進臺灣、進一步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成長

茁壯？現今的保險制度不只支持著臺灣的產業發展，形成了規模龐大

的金融產業，連國家政府也大量將保險制度用於社會福利。

保險史作為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次領域，有其特殊性，如透過船舶

險、貨物險的研究，我們可以觀察臺灣貿易產業的發展；從火險的研

究，我們可以看到建築產業的變遷；在車險的研究，我們可以觀察臺

灣社會汽車的普及與汽車產業的發展；而工程險的研究，則與臺灣十

大建設的發展相互輝映。可以說，在近 150多年來臺灣的經濟發展背

後，都可以找到保險的身影，故保險作為一種經濟史的研究角度，可

以在將來為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本書改寫自筆者的碩士論文，在問題意識上，著眼於臺灣保險業

的源流發展，故內容上主要為商業保險中的產物保險研究；本書時代

橫跨清末、日治到戰後初期，作為一個貫時性的研究，雖然我們無法

擺脫政治史的斷代記述，但筆者也試圖在本書建構一個屬於保險產業

自己歷史發展的脈絡，這也是本書之所以將時間斷限在 1947年臺灣保

險業收歸公營的原因。筆者期望本書能具有可讀性，在統計數字的背

後，透過官方檔案、期刊報紙、公司資料、私人文書、口述歷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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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等多樣化的史料文獻，呈現臺灣保險史中的人事物。

距離碩士論文的發表至今已過三年，這些年筆者又前往日本兩

次，致力於蒐集新的文獻資料和補充外國的保險史研究，並在與前輩

師友們的討論中，增補、修正部分論文內容。礙於筆者個人能力有

限，保險史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議題，仍有許多部分尚待補充，本書如

有錯誤，筆者當負全責。

本書的出版，特別感謝國史館、政大出版社、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圖書館以及母校國立成

功大學，沒有以上機構的支持，本書不可能順利完成出版。謹以這本

小書，獻給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我的人們，謝謝您們。

於臺北土城

2017年 10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