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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總說明 

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於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公

布，依據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農業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

、繳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種類、給付項目、審查基準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及同法第十條第三項，農業保險保險

費補助之對象、比率、額度、申請程序、核發、補助之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為試辦香蕉收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及其保險費之補助，爰訂定「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辦法」，計

二十六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保險之保險種類與給付項目、試辦地區範圍、保險人、保險金額及

保險費率。（第二條至第六條） 

三、本保險被保險人資格、保費繳納方式與效力、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時

契約終止與保費處理、不予承保與不負賠償責任事項及理賠審查基

準。（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四、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對象、比例、額度上限、補助申請程序、核發、

撤銷或廢止及主管機關委任、委託辦理補助事宜。（第十二條至第十

七條） 

五、本保險之共保、準備金、超過自留損失率與準備金不足支應之專案補

助，及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成立後依危險分散與管理機制辦理。（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 

六、停止辦理本保險及本辦法施行前已辦理保險業務之處理。（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五條） 

七、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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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十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主管機關試辦之香蕉收入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指種植香蕉之農民

於保險期間內，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

致收入損失時，保險人應依保險契約約

定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 

本保險定義，包括種類、保險事故及給付

項目。另本保險乃為試辦，故採自願性投

保。 

第三條  本保險試辦地區為臺中市、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及花蓮縣，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鄉（鎮、市、區）。 

試辦地區範圍。 

第四條  本保險之保險人，為試辦地區經

主管機關許可擔任保險人之農會。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本保險之農會

，於本法施行之日起算二年內，亦得擔

任本保險之保險人。 

本保險之保險人。 

第五條  保險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契約條

款與要保人簽訂保險契約，其最高賠償

金額，每公頃以新臺幣四十萬元為上限

。 

保險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契約條款辦理本

保險及其最高賠償金額。 

第六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主管機關

依據保單內容，參考歷史產量與價格、

模擬損失頻率與損失程度定之。保險人

辦理本保險，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保險費

率計算保險費。 

本保險費率之釐訂原則，及保險人應依主

管機關所定費率辦理本保險。 

第七條  本保險被保險人須為試辦地區實

際種植香蕉之農民且應與要保人為同一

人。 

符合前項資格者，得於主管機關公

告受理期間，填具要保書，向投保香蕉

田區所在地之保險人投保，簽訂保險契

約並向保險人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自

行負擔之保險費。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應給

與收據為憑。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者，

本契約自起保之日起失其效力。 

本保險之被保險人、要保人、投保方式、

繳納保險費方式及其效力。 

第八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但主

管機關得依政策需求，公告調整之。 

保險期間投保香蕉田區之土地所有

第一項規範本保險保險期間，第二項規範

保險期間投保香蕉田區之土地所有權或經

營權移轉時之處理方式，第三項規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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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經營權移轉時，除保險契約另有約

定外，保險契約終止，要保人並應以書

面通知保險人。 

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費已交付者

，保險人應退還終止後未到期之保險費

。 

契約終止後，保險人返還已收取保險費之

計算方式。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人不予

承保： 

一、農民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

保。 

二、投保香蕉種植面積小於零點一公頃

。 

三、投保時其香蕉田間之植株存活率未

達九成。 

四、香蕉田區與其他農作物間作或混作

。 

五、農民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致香蕉樹

體受傷、畸形、發育不全、罹患病

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干擾或有故

意破壞田區之情事。 

六、投保時其田區植株有因動物侵食、

踐踏或非檢疫性生物所生災害。 

本保險不予承保事項。 

第十條  投保香蕉田區因下列情事之ㄧ所

致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

致。 

二、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三、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

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叛亂

、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或

演習。 

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之事由。 

第十一條  本保險理賠採區域認定方式，

以區域為基礎，依每公頃收入保障額度

與每公頃當年度區域收入之差額，計算

理賠金額。 

前項所稱收入保障額度，依保險契

約所定各地不同保障程度分別設定，由

要保人自行選擇；所稱每公頃當年度區

域收入，指保險契約所定當年度價格與

每公頃當年度區域產量之乘積。 

第一項規範保險理賠審查基準，並就所稱

之保障程度設定、當年度價格及當年度區

域產量，規範於第二項。 

第十二條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後，得於主

管機關公告受理期間，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交由承保保險人向主管機關

申請保險費補助：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範保險費補助對象

、申請程序及應檢附文件；另為簡化

作業程序，將要保書與保險費補助申

請書合併，並製作範本供保險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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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前項保險費補助，得於投保時併同

申請。 

申請保險費補助有文件不符或其他

欠缺情形得補正者，承保保險人應通知

要保人於七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 

二、第三項規範申請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

他欠缺情形之處理方式。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補助本保險之保險

費二分之一，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

三萬元，未滿一公頃，按面積比例計算

。 

同一筆土地同時投保本保險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補助保險費之香蕉保險

，主管機關補助保險費合計金額上限，

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保險費補助比例、金額上限及其計算方式

。 

第十四條  保險費之補助由主管機關於年

度編列預算補助，其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 

一、承保保險人受理申請補助，應於主

管機關公告受理期間結束後十五日

內，將申請案彙整造冊送保險人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

主管機關審核。 

二、經審核符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於

清冊送達翌日起三個月內核撥中華

民國農會，依第十八條共保比率規

定分配各承保保險人。 

本保險保險費補助之經費來源及核發作業

程序，撥由中華民國農會依現行實務操作

模式，於帳面分配予各承保保險人。 

第十五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投保香蕉田區之土地，不符相關法

令規定。 

三、要保人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所定資

格或有第九條不予承保之情形。 

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不予核發補助之情

形。 

第十六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其申請

書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偽造、變造、

虛偽、隱匿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其補助，並以書面命要保人限期返還全

部或部分補助款。 

補助款核發後，因保險契約終止、

解除、變更，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者，

要保人應於補繳或領退保險費之日起三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退還溢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補助之情事、補助款

核發後申請補發或退還溢領補助款之事由

與期間等，及其相關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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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領之補助

款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補助，並以書面

命要保人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就前三條所定保險費

補助審核及撥款之相關事項，得委任所

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或法人辦

理。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

（構）或法人辦理補助相關事宜。 

第十八條  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與中華民

國農會共保，其共保比率如下： 

一、保險人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八十五。 

二、中華民國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十

五。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依實際情況，公

告調整共保比率，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本保險之保險人與中華民國農會之共保比

率，並得依實際執行情況調整。 

 

第十九條  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應將保

險期滿賠付結餘保險費，含政府補助及

要保人自繳，全數撥入中華民國農會之

保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

各種準備金。 

中華民國農會應於每年年度終了，

彙整前項專戶（帳）管理及運用情形報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規範本保險期滿賠付結餘保險費，

應全數撥入中華民國農會之保險專戶（帳

）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準備金，以

累積本保險之承保能量；另為瞭解專戶餘

絀情形，第二項規範中華民國農會應於每

年年度終了，彙整專戶（帳）管理及運用

情形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條  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辦理本

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為保險費百分之十

，並依第十八條共保比率規定分配。 

本法第十二條施行前，保險人及中

華民國農會於同一年度內之損失率超過

百分之九十以上者，超過部分應先由中

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帳）準備金進行

賠付，準備金不足時，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全額專案補助。 

前項損失率以理賠金額除以保險費

計算之。 

第一項規範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辦理本

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由其依第十八條共

保比率分配。第二項規範本法第十二條施

行前，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超過損失率

部分，應先由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帳

）準備金進行賠付，以發揮準備金之功能

，若準備金不足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案補助，第三項規範損失率之計算方式。 

 

第二十一條  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申請

前條第二項專案補助，應於保險期間屆

滿一個月內，由中華民國農會彙整，報

主管機關審查。 

前項審查通過之補助金額，由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第一項規範保險人及中華民國農會申請超

額損失專案補助之方式，第二項規範補助

金額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第二十二條  本保險之再保險事宜，應依

本法第十二條主管機關所定危險分散與

管理機制辦理。 

農會辦理本保險，其保險專戶(帳)

一、配合本法規定，再保險應依本法第十二

條主管機關所定危險分散與管理機制

辦理，爰為第一項規範。 

二、於本法第十二條施行後，財團法人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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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法第十二條施行前之結餘款，應依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轉入財團法人農業保

險基金。 

保險基金提供再保險，爰於第二項規

範應將農會辦理本保險留作賠款準備

之結餘款，應依限轉入該財團法人。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人或中華民國農會擬停

止辦理本保險業務，應先訂定業務移轉

方案，檢附該方案並敘明具體理由，保

險人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

轉主管機關核定，中華民國農會逕報主

管機關核定。 

保險人或中華民國農會擬停止辦理本保險

業務之申請程序。 

第二十四條  經主管機關公告停止辦理本

保險業務時，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

帳）各種準備金應依公告所定期限轉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戶或基金。 

主管機關停止辦理本保險，中華民國農會

保險專戶（帳）各種準備金應依限轉入主

管機關指定之專戶或基金。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香蕉收入

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辦理之業務、所訂

立保險契約之保險費補助及專案補助，

依該辦法規定辦理。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補

助辦法辦理之一百十年香蕉收入保險試辦

，仍得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百零九年十

一月四日農糧字第一○九一○六一八五八

號公告，受理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至一百十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