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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5938 號

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請查照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農糧字第 1061060080C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法規命令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主旨：「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以農糧字第
1061060080A 號令訂定發布，謹檢送法規命令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敬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規會、本會企劃處、本會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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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農糧字第 1061060080A 號
附件：

訂定「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附「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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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釋迦收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為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經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通過並公告之保險商品。
前項保險商品種類如下：
一、收入保險：種植釋迦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致收入損
害時，保險人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二、樹體附加險：種植釋迦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因颱風、焚風、寒害、乾旱等
天然災害，導致釋迦樹體倒伏而一定期間須全部重新種植者，保險人負擔保險
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第

三

條

本保險試辦地區為臺東縣。
本保險之保險人為臺東縣鄉（鎮、市、區）農會，再保險人為臺東縣農會及中華
民國農會。

第

四

條

本保險契約應依本會所定之保險費率及保險契約條款定之。
本保險之保險費，以農民實際投保面積乘以所定保險費率計算之。
第一項保險費率及保險契約條款，本會應每年檢討一次。

第

五

條

種植釋迦之農民得於公告受理期間，填具要保書，依下列方式投保本保險並訂定保
險契約：
一、要保人為農會會員：向所屬農會投保。所屬農會未辦理本保險業務者，向該
縣轄區毗鄰之保險人投保。
二、要保人為非農會會員：向種植所在地之農會投保。種植所在地之農會未辦理
本保險業務者，向該縣轄區毗鄰之保險人投保。

第

六

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自整園期起至採收期結束止，為期一年。
本會於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實際情況，公告調整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不受
前項所定期間之限制。
保險期間因釋迦樹體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時，保險契約終止。但經保險人書面同
意者，不在此限。
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就已收取之保險費，應依保險期間比例返還之。

第

七

條

農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二、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導致釋迦樹體受傷、畸形、發育不全或罹患病蟲害。

報 1301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三、種植釋迦面積小於○.一公頃。
四、同一果樹已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本保險。
第

八

條

保險契約期間發生保險事故，經保險人指派專業人員或承辦保險業務人員查驗符合
保險契約所定承保範圍，依約定給付保險金。

第

九

條

本保險之釋迦樹體因下列情事之一所致損失者，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種植釋迦之農民及其家屬或受僱人之故意破壞、重大過失或管理不善。
二、違規使用農藥、肥料。
三、動物侵食、踐踏或非檢疫性生物災害。
四、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五、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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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釋迦樹體已達經濟年限而必須重新種植。
八、訂定契約未依本會所定之保險費率及保險契約條款。
九、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本保險，並已獲得保險金。

第

十

條

要保人於公告受理期間投保本保險者，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承保農會申
請保險費補助：
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前項申請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他欠缺情形得補正者，承保農會應通知要保人於三
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第十一條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之土地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補助保險費之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

保險費之補助由本會於年度計畫編列預算補助，其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保農會受理申請補助案後，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結束後十五日內，將申請案
彙整造冊送臺東縣政府核轉本會審核。
二、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本會應於清冊送達翌日起三個月內核撥中華民國農會轉
撥臺東縣農會及承保農會。

第十三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應駁回其申請：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農作物種植之用地，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其申請書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虛偽、隱匿、偽造、變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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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者，本會應撤銷其補助，並命受補助之農民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屆期未返
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補助款核發後，受補助之農民因保險契約終止、解除、投保金額、費率變更或其
他法定事由，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者，應於補繳或領退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本
會申請補發或退還溢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領之補助款者，本會得撤銷補助，並命受補助農民限期
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要保人已依規定申請保險費補助，且投保本保險之土地於保險期間領取農業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者，其現金救助金額應扣除第十一條之補助金額。

第十六條

臺東縣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對農民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酌予補助。

第十七條

再保險契約應依本會所定之再保險費率及再保險契約條款定之。
本保險之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同時生效。

第十八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為辦理本保險應成立專戶（帳），其資金以用於辦理本保險業務
所需費用為限，不得流用，其資金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收入。
二、本保險之附加費用收入。
三、政府補助款。
四、資金孳息及運用收益。
五、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依前條規定成立之專戶（帳），應專款專用於下列業務：
一、辦理本保險及其附加險之理賠。
二、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及其附加險需用設備。
三、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所需管理費用。
四、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業務查核、輔導推廣及教育訓練經費。
五、補助其他有關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業務發展事項之經費。
六、其他推動本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第二十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如下：
一、承保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七十。
二、臺東縣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二十。
三、中華民國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十。
本會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及實際情況，公告調整責任額度，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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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將保險期滿賠付結餘保險費（含政府補助及農民自繳），全數
撥入中華民國農會之保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賠款準備金。
中華民國農會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彙整前項專戶管理及運用情形報本會備查。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為保險費百分之十。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於同一年度內個別險種之自留損失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得
就超過部分向本會申請全額專案補助。
前項自留損失率以理賠金額除以自留保險費計算之。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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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本會審查。
審查通過之補助金額，由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帳）各種準備金賠付，賠款準
備金不足時，由本會另以計畫編列預算補助。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依保險人或再保險人之需求，協助辦理本保險核保及理賠相關事宜。

第二十五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計，記載本保險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派員檢查本保險業務及財務狀況，保險人、再保險人及其相關人員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七條

為推展本保險，本會得舉辦業務競賽，對於成績優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者，予
以獎勵。

第二十八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本會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
不完全者，得停止其辦理本保險業務，或命其繳回該年度全數補助款。

第二十九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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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敘明具體理由報臺東縣政府核轉本會核定；中華民國農會擬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
逕報本會核定。
保險人、再保險人經核定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者，應依其責任額度繳回當年度政
府之補助款。
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經本會公告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時，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
戶（帳）各種準備金應於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成立後，將該專戶之結餘款轉入該基
金。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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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總說明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颱風、豪雨等異常天氣漸趨頻仍及劇烈，對於國內農業生產及農民收入
常造成嚴重損失，不利於農業之穩健經營及長期發展。政府雖有天然災害救助制度、低利貸款及資
材補助等措施，惟仍無法充足彌補災害損失及復建所需，更遑論復建期間損失之收入來源。
揆之國外之經驗，無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多以各種農業保險機制來彌補制度之不足，並穩
定農民之收入，實值得我國參考採用。一百零五年七月八日受尼伯特颱風強風豪雨影響，造成全臺
嚴重農業災情，臺東釋迦農民首當其衝。災情慘重者甚至樹體死亡，必須重新種植，影響未來至少
三年之收入來源，實為典型之農業受災寫照，爰選定釋迦作為收入保險試辦品項，本會自同年七月
起持續邀集相關機關及農民團體代表召開多場專家會議、座談會及圓桌會議討論釋迦收入保險試辦
作業，獲致各界共識。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在農業保險法未制訂前，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分區、分類、分期試辦農業保險，由區內經營同類業務之全體農民參加，並
得委託農民團體辦理。」，爰訂定「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計三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立法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保險商品種類。（第二條）
三、本保險試辦地區、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第三條）
四、本保險費率及條款之訂定依據與計算方式。（第四條）
五、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簽訂方式。（第五條）
六、本保險效力之期間與終止事由。（第六條）
七、本保險之不承保範圍說明。（第七條）
八、保險事故發生後給付保險金之條件。（第八條）
九、本保險之除外責任說明。（第九條）
十、本保險費補助之申請程序及需備資料。（第十條）
十一、本會補助本保險費之基準。（第十一條）
十二、本會辦理保險費補助款之作業程序。（第十二條）
十三、本會得以駁回本保險費補助申請之情形與後續之撤銷。（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四、本保險費補助與天然災害救助不得重複請領。（第十五條）
十五、臺東縣政府得視其財政情形，另行補助農民保險費。（第十六條）
十六、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再保險契約訂定與生效方式。（第十七條）
十七、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成立專戶負責辦理本保險相關業務，並專款專用。（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
十八、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與比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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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保險之每年結餘應列入中華民國農會之本保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理賠
準備金。（第二十一條）
二十、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及本保險超額損失之計算方式與專案補助申
請條件。（第二十二條）
二十一、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就超額損失專案補助之申請方式，及超額損失專案補助費用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三條）
二十二、本會得協助辦理釋迦收入保險核保及理賠相關事宜。（第二十四條）
二十三、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設立獨立會計。（第二十五條）
二十四、本會對本保險業務及財務之檢查權限。（第二十六條）
二十五、本會就推展本保險之獎勵範圍。（第二十七條）
二十六、本會對違反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處分權限。（第二十八條）
二十七、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釋迦收入保險業務之方式。（第二十九條）
二十八、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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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收入保險試辦及補助辦法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第

說

明

本辦法之立法依據。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釋迦收入保險（以下簡稱

本保險）為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經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通過並公

本辦法之保險商品種類，包括收入保險與樹體
附加險。

告之保險商品。
前項保險商品種類如下：
一、收入保險：種植釋迦之農民於保險期間
內，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致收入損害時
，保險人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二、樹體附加險：種植釋迦之農民於保險期
間內，因颱風、焚風、寒害、乾旱等天然
災害，導致釋迦樹體倒伏而一定期間須全
部重新種植者，保險人負擔保險金給付義
務之保險。
第三條

本保險試辦地區為臺東縣。
本保險之保險人為臺東縣鄉（鎮、市、

本保險之試辦地區、保險人及再保險人。

區）農會，再保險人為臺東縣農會及中華民
國農會。
第四條 本保險契約應依本會所定之保險費率
及保險契約條款定之。

一、本保險費率及條款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布之
「釋迦收入保險最高保險金額及保險費率

本保險之保險費，以農民實際投保面積
乘以所定保險費率計算之。

基準」及「釋迦收入保險試辦方案保險單
條款」定之，爰明定於第一項。

第一項保險費率及保險契約條款，本會
應每年檢討一次。

二、第二項說明本保險之保險費計算方式。
三、本會每年就保險費率及保險契約條款進行
檢討，爰明定於第三項。

第五條

種植釋迦之農民得於公告受理期間，

明定種植釋迦之農民為本保險之要保人，並依

填具要保書，依下列方式投保本保險並訂定
保險契約：

其為農會會員及非農會會員，分別說明本保險
契約簽訂方式。

一、要保人為農會會員：向所屬農會投保。
所屬農會未辦理本保險業務者，向該縣轄
區毗鄰之保險人投保。
二、要保人為非農會會員：向種植所在地之
農會投保。種植所在地之農會未辦理本保
險業務者，向該縣轄區毗鄰之保險人投保
。
第六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自整園期起至採收

一、第一項明定本保險保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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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結束止，為期一年。
本會於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實際情況

二、本會得依實際情況調整本保險保險期間，
爰明定第二項。

，公告調整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不受前
項所定期間之限制。

三、第三項說明於保險期間內，因釋迦樹體所
有權或經營權移轉時之契約效力及處理方

保險期間因釋迦樹體所有權或經營權移
轉時，保險契約終止。但經保險人書面同意

式。
四、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返還已收取保險

者，不在此限。
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就已收取之保

費之計算方式。

險費，應依保險期間比例返還之。
第七條

農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

本保險之不保範圍。

承保：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二、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導致釋迦樹體受傷
、畸形、發育不全或罹患病蟲害。
三、種植釋迦面積小於○‧一公頃。
四、同一果樹已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本保險。
第八條 保險契約期間發生保險事故，經保險
人指派專業人員或承辦保險業務人員查驗符

保險事故發生後給付保險金之條件。

合保險契約所定承保範圍，依約定給付保險
金。
第九條 本保險之釋迦樹體因下列情事之一所
致損失者，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本保險之除外責任。

一、種植釋迦之農民及其家屬或受僱人之故
意破壞、重大過失或管理不善。
二、違規使用農藥、肥料。
三、動物侵食、踐踏或非檢疫性生物災害。
四、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五、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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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釋迦樹體已達經濟年限而必須重新種植
。
八、訂定契約未依本會所定之保險費率及保
險契約條款。
九、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本保險，並已獲得保
險金。
第十條

要保人於公告受理期間投保本保險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申請釋迦收入保險費補助

，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承保農會
申請保險費補助：

之申請程序與需備資料。
二、第二項說明若農民申請釋迦收入保險費補

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明。

助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他欠缺情形時，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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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前項申請案件有文件不符或其他欠缺情

保農會之處理方式。

形得補正者，承保農會應通知要保人於三日
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
受理。
第十一條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之土地符合有關

鼓勵農民建立風險分散之觀念及提高農民投保

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補助保險費之二分之一
。

意願，參考各國補助農民保險費之措施，明定
本會保費補助基準。

第十二條 保險費之補助由本會於年度計畫編
列預算補助，其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之作業程序，為明確補助
資格，本會應對補助申請清冊所列補助對象進

一、承保農會受理申請補助案後，應於公告
受理期間結束後十五日內，將申請案彙整

行資格查核。

造冊送臺東縣政府核轉本會審核。
二、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本會應於清冊送達
翌日起三個月內核撥中華民國農會轉撥臺
東縣農會及承保農會。
第十三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本會應駁回其申請：

本會應駁回保險費補助案件申請之情形。

一、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農作物種植之用地，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
第十四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其申請書所

一、第一項明定本會撤銷補助之處理方式。

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虛偽、隱匿、偽造、變
造之情事者，本會應撤銷其補助，並命受補

二、第二項明定補助款核發後，受補助人向本
會申請補發或退還溢領補助款之方式。

助之農民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屆期
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三、第三項明定未依規定向本會申請補發或退
還溢領補助款者之處理方式。

補助款核發後，受補助之農民因保險契
約終止、解除、投保金額、費率變更或其他
法定事由，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者，應於補
繳或領退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本會申
請補發或退還溢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領之補助款者
，本會得撤銷補助，並命受補助農民限期返
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屆期未返還者，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要保人已依規定申請保險費補助，

為避免重複補貼，爰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就農業

且投保本保險之土地於保險期間領取農業天
然災害現金救助者，其現金救助金額應扣除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之現金救助，應予以扣除已
補助之保險費。

第十一條之補助金額。
第十六條

臺東縣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對農民

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酌予補助。

為鼓勵農民建立風險分散之觀念及提高農民投
保意願，並由中央與地方協力辦理推動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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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地方政府得視其財政預算情形，另行補
助保險費。
第十七條 再保險契約應依本會所定之再保險
費率及再保險契約條款定之。

明定再保險契約之訂定及生效方式。

本保險之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同時
生效。
第十八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為辦理本保險應
成立專戶（帳），其資金以用於辦理本保險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成立專戶辦理本保險，及
說明其專戶資金來源，且該資金需專款專用。

業務所需費用為限，不得流用，其資金來源
如下：
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收入。
二、本保險之附加費用收入。
三、政府補助款。
四、資金孳息及運用收益。
五、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依前條規定成立

之專戶（帳），應專款專用於下列業務：
一、辦理本保險及其附加險之理賠。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成立專戶負責辦理本保險
相關業務。

二、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及其
附加險需用設備。
三、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所需管理費用。
四、補助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業務查核、輔
導推廣及教育訓練經費。
五、補助其他有關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業務發
展事項之經費。
六、其他推動本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第二十條
：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如下

一、承保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七十。
二、臺東縣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二十。

一、第一項明定本保險之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
責任額度及比率。
二、本會得依實際執行情況，調整保險人及再
保險人之責任額度，爰明定第二項。

三、中華民國農會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十。
本會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及實際情況，
公告調整責任額度，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將保險期滿

本保險之每年結餘應列入中華民國農會之本保

賠付結餘保險費（含政府補助及農民自繳）
，全數撥入中華民國農會之保險專戶（帳）

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理賠
準備金，該專戶並應於年度終了前，由中華民

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賠款準備金。
中華民國農會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彙

國農會就其管理及運用情形報本會同意。

整前項專戶管理及運用情形報本會備查。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

一、第一項明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

行政管理費用為保險費百分之十。

之行政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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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於同一年度內個別險
種之自留損失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就

二、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就超額損失
部分申請專案補助之條件。

超過部分向本會申請全額專案補助。
前項自留損失率以理賠金額除以自留保

三、第三項說明得申請全額專案補助之計算方
式。

險費計算之。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申請前條第二

一、第一項說明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就超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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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本會審查。

專案補助之申請方式。
二、第二項說明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超額損失專

審查通過之補助金額，由中華民國農會
保險專戶（帳）各種準備金賠付，賠款準備

案補助費用應先由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
（帳）賠款準備金進行賠付，若賠款準備

金不足時，由本會另以計畫編列預算補助。

金不足時，則再由本會另以計畫編列預算
補助。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依保險人或再保險人之需
求，協助辦理本保險核保及理賠相關事宜。

本會得協助辦理本保險核保及理賠相關事宜。

第二十五條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
計，記載本保險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設立獨立會計
。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派員檢查本保險業務及財
務狀況，保險人、再保險人及其相關人員不

明定本會就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業務
及財務之檢查權限。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七條

為推展本保險，本會得舉辦業務

為促進本保險業務發展，本會得對辦理本保險

競賽，對於成績優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
者，予以獎勵。

成績優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者，予以獎勵
。

第二十八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之
規定者，本會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本會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之處置方
式。

或改善不完全者，得停止其辦理本保險業務
，或命其繳回該年度全數補助款。
第二十九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
本保險業務，應先訂定業務移轉方案，檢附

一、第一項明定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
本保險業務之申請方式。

該方案並敘明具體理由報臺東縣政府核轉本
會核定；中華民國農會擬停止辦理本保險業

二、第二項明定保險人或再保險人停止辦理本
保險業務後，當年度政府補助款之繳回方

務，逕報本會核定。
保險人、再保險人經核定停止辦理本保

式。
三、第三項明定本會停止辦理釋迦收入保險試

險業務者，應依其責任額度繳回當年度政府
之補助款。

辦方案，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帳）各
種準備金待農業保險法通過後，再併入財

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經本會公告停止
辦理本保險業務時，中華民國農會保險專戶

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另參考農業保險法
草案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辦理

（帳）各種準備金應於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
金成立後，將該專戶之結餘款轉入該基金。

之農業保險，其保險事業資金於本法施行
後二年內，應併入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
。」。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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