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邦產物農業設施颱風洪水保險 
1 富邦宣導用 June. 11 2018 



簡報大綱 

•保單商品介紹 

•保險費率說明 

•理賠案例說明 

•商品重點提示 

•其他保險商品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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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承保範圍及保險期間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颱風或洪水所致被保險農業設施損失
時，本公司依該被保險農業設施損毀滅失時實際現金價值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並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賠償限額為最高賠償責任
之上限。 
 
保險期間 
保險起迄時間為一年，任何時間皆可投保，但如遇到中央氣象局發
布海上颱風警報則會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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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修復或重置之限制 



保險事故的定義 
 颱風 

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
陸上颱風警報者。陸上颱風警報解除
後，再度發布之陸上颱風警報視為另
一次事故。 
 

注意：承保範圍不含土石流 

 洪水 
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
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
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
導致地面遭水迅速淹沒之現象。洪水退
去72小時後，再度發生洪水時視為另一次

事故。 

4 



農業設施定義為何？ 
條件：固定基礎 與 結構型鋼骨溫網室。 

包含但不限依據農委會公告之圓頂力霸塑膠型溫室(UTP)、圓頂塑膠型溫室(UBP)、山

型力霸塑膠型溫室(VTP)、山型塑膠型溫室(VBP)、Venlo力霸玻璃型溫室(WTG)及單

斜背塑膠型溫室(SP)等六種圖樣施工之結構型溫室 

VTP型 

VBP型 

UTP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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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型 
WTG型 

UBP型 



可以保哪些標的物？ 

 設施結構 

包含骨架結構、基礎、捲揚

結構、開頂結構、內外遮陰

結構及門具 

 

注意 

 如果設施結構中有承保內外遮
陰結構時，網布必須收起固定
。 

 不保溫室的外表披覆物，披覆
物指的是包含但不限玻璃、硬
質塑膠或軟質塑膠等資材。 

 附屬設備 (選擇投保) 

    包括各式驅動馬達、排風扇或內

循環風扇、冷氣機、熱泵、冰水

機、除濕機、加熱系統、排水灌

溉系統、噴霧系統、噴霧降溫系

統、環境監控系統(不含感測器)

或照明系統等。 

 

注意 

不包含上述各項系統之各式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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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時可將披覆物保額扣除 



決定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為 實際現金價值 基礎。 

被保險農業設施之實際現金價值即以其建造金額扣除折舊之餘額，被保險農業設施之

折舊，結構體及附屬設備之耐用年數分別以二十年及五年平均法計算，折舊之金額最

高以其重置價格之百分之九十為限。 

第0年 第5年 第20年 

附屬設備 
保險金額 
1,000萬 

附屬設備 
保險金額 

100萬 

設施結構 1000萬 
附屬設備 1000萬 

設施結構 750萬 
附屬設備 100萬 

附屬設備如果超
過7年不建議投保 

設施結構 100萬 
附屬設備 不保 

設施結構 
保險金額 
1,000萬 

設施結構 
保險金額 

750萬 保險金
額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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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年 

折舊計算單位為「月」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賠償限額 

保險金額與賠償限額比例之乘積。 

保險期間內，保險公司最高應負擔

之責任，也就是給付給被保險人的

最高賠償金額。 

具有設施興建費用補助資格之農民

，本保單設施結構之賠償限額比例

最少需要50%以上。 

 自負額 

每一次承保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本保險契

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

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

分負賠償責任。 

本保單的自負額為損失額的比例 

目前提供兩種選擇10%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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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說明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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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縣市 保險項目 

 保險費 （新台幣） 

保額300萬 
面積0.25公頃 

保額500萬 
面積0.42公頃 

保額1200萬 
面積1公頃 

1 

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新竹縣、苗
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 
 

設施結構 9,399 15,800 38,376 

附屬設備 11,925 20,040 48,696 

2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高
雄市、澎湖縣、金門馬祖地區。 

設施結構 11,481 19,290 46,884 

附屬設備 14,901 25,040 60,840 

3 
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屏
東縣。 

設施結構 15,345 25,790 62,664 

附屬設備 20,586 34,590 84,060 

保險費的模擬條件 
設施結構及附屬設備的賠償限額：保險金額 50% 
每次事故農民應該負擔的自負額：損失金額 10% 

注意事項：設施興建成本因農民自身需求或作物不同而存有差異，故每個農民保險費亦不相同。 



理賠案例介紹1 
保險條件 

 設施結構保險金額 : 1,000萬 
    (面積約0.83公頃) 

 賠償限額比例：50%  
 自負額 : 損失的10% 

 第一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50萬 

 賠償金額 45萬  

損失金額150萬 

  -    15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135萬 

總賠償金額 180萬 
(沒有理賠次數限制，以賠償金額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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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150萬 

 賠償金額 135萬  

損失金額50萬 

  -    5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45萬 



理賠案例介紹2 
保險條件 

 設施結構保險金額 : 1,000萬 
     (面積約0.83公頃) 

 賠償限額比例：50%  
 自負額 : 損失的10% 

 第一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500萬 

 賠償金額 450萬  

損失金額200萬 

  -    20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180萬 

總賠償金額 500萬 
(沒有理賠次數限制，以賠償金額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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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200萬 

 賠償金額 50萬  

損失金額500萬 

  -    50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450萬 



理賠案例介紹3 
保險條件 

 設施結構保險金額 : 1,000萬 
     (面積約0.83公頃) 

 賠償限額比例：100%  
 自負額 : 損失的10% 

 第一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500萬 

 賠償金額 450萬  

損失金額200萬 

  -    20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180萬 

總賠償金額 630萬 
(沒有理賠次數限制，以賠償金額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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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颱風  

 損失金額 (實際現金價值) 200萬 

 賠償金額 180萬  

損失金額500萬 

  -    50萬 (自負額損失金額10%) 

  =  450萬 



農民應提供文件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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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農民應備齊文件 

驗收證明 (檢核單) 
容許證明 (判斷是否基礎) 
設計圖說 (判斷設計強度) 
施工明細 (保額判斷依據) 
照片 

中央保
費補助
50% + 

中央保
費補助
50% 

注意事項1 
結構設施 (保費補助) 
賠償限額 (至少50%) 

 
注意事項2 
附屬設備 (保費不補助) 
保額賠或償比例不得高於設
施結構 

注意事項1 
結構設施 (保費補助) 
賠償限額  
 

注意事項2 
附屬設備 (保費不補助) 
保額或賠償比例不得高於設施
結構 

是 
2018符合 

設施興建資格 

連續投
保 

3年 

興建費用每公頃不得少
於1,200萬 

鋼骨型設施 農民應備齊文件 

驗收證明 (檢核單) 
容許證明 (判斷是否基礎) 
設計圖說 (判斷設計強度) 
施工明細 (保額判斷依據) 
照片 



商品重點 1- 農委會保單補助規定 

2018年2月開始，2018年申請農業設施補助之鋼骨型結構溫
網室必須投保農業設施保險。 

保險費補助僅限設施結構，不含附屬設備。 

設施結構賠償限額比例不得小於50%(含)。 

中央政府之保費補助為總保費的50%，每公頃之保費補助最
多新台幣五萬元。各縣市政府暫時未定。 

符合設施興建費用補助之設施，必須連續投保3年。 

農民未能投保3年，影響農民後續在農業設施補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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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重點 2 - 保單承保條件規定 

符合興建補助的農業設施，農民保單自第一年起連續兩年
之保單皆需加貼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農民興建的農業設施有向金融機構申請興建貸款，該金融
機構要求農民需在保單加註債權人條款保障其債權時，保
險公司方會在保單中加貼債權人附加條款。 

設施結構投保後，方能投保附屬設備。 

附屬設施之保險金額不得大於設施結構之保險金額，且賠
償限額比例不得大於設施結構之賠償限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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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重點 3 - 保單承保條件規定 

農業設施為年保單，沒有銷售期限制，全年皆可銷售，但
投保時，中央氣象局已經發佈海上颱風警報，保險公司將
會暫時停止報價與收件。 

保險期間一旦進入颱風季(每年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者)
，退保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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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過程中遭遇突發不可預料事故(天災、火災、竊盜等)。 

工程本體、 雇主責任、 第三人意外三合一全方位保障。 

依合約金額訂定保費，費率 0.1%，最低保費3000元 

營造/安裝綜合保險 

保險金額 自負額 

工程財物損失險 依合約金額 
每一事故: 

損失之10%，最少10萬元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200萬 
每一事故: 
體傷:2,000元 
財損:10,000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1000萬 

每一事故財物損害 50萬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 2000萬 

雇主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200萬 
每一事故: 

以社會保險優先給付後， 
另扣除:2,000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1000萬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 2000萬 



謝謝聆聽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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