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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香蕉收入保險                                111.11 
 各縣市保費與保障金額(元/公頃) 

表 1、宜蘭縣  
農會 礁溪鄉農會 蘇澳地區農會 蘇澳地區農會 
地方 礁溪鄉 蘇澳鎮 南澳鄉 

保障金額(50 萬元) 29,399 保障金額(45 萬元) 23,630 保障金額(40 萬元) 18,061 
保障金額(45 萬元) 12,602 保障金額(40 萬元) 3,659 保障金額(35 萬元) 5,644 
保障金額(40 萬元) 3,438 保障金額(35 萬元) 1,200 保障金額(30 萬元) 1,652 
 
表 2、新竹縣 

農會 北埔鄉、關西鎮農會 

地方 北埔鄉、關西鎮 

保障金額(45 萬元) 30,317 
保障金額(40 萬元) 14,397 
保障金額(35 萬元) 5,559 
 
表 3、臺中市 

農會 台中地區農會 太平區、新社區、大里區、台中地區農會 

地方 西屯區、北區 
新社區、太平區、大里區、東區、南區、西區、南屯區、

北屯區 
保障金額(35 萬元) 28,568 保障金額(30 萬元) 12,900 
保障金額(30 萬元) 14,807 保障金額(25 萬元) 4,181 
保障金額(25 萬元) 7,335 保障金額(20 萬元)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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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彰化縣 
農會 田中鎮、芬園鄉農會 二水鄉、埤頭鄉、溪州鄉、北斗鎮農會 
地方 田中鎮、芬園鄉 二水鄉、埤頭鄉、溪州鄉、北斗鎮 

保障金額(60 萬元) 27,812 保障金額(45 萬元) 14,819 
保障金額(55 萬元) 13,437 保障金額(40 萬元) 7,057 
保障金額(50 萬元) 8,115 保障金額(35 萬元) 3,157 
 
表 5、南投縣 

農會 埔里鎮、魚池鄉農會 國姓鄉、草屯鎮、南投市農會 中寮鄉、集集鎮、水里鄉農會 
地方 埔里鎮、魚池鄉 國姓鄉、草屯鎮、南投市 中寮鄉、集集鎮、水里鄉 

保障金額(50 萬元) 28,548 保障金額(45 萬元) 26,968 保障金額(40 萬元) 29,385 
保障金額(45 萬元) 15,378 保障金額(40 萬元) 13,189 保障金額(35 萬元) 10,986 
保障金額(40 萬元) 8,445 保障金額(35 萬元) 4,378 保障金額(30 萬元) 3,601 
 
表 6、雲林縣 

農會 莿桐鄉、林內鄉、虎尾鎮農會 斗六市、斗南鎮、古坑鄉農會 
地方 莿桐鄉、林內鄉、虎尾鎮 斗六市、斗南鎮、古坑鄉 

保障金額(70 萬元) 38,071 保障金額(50 萬元) 23,118 
保障金額(65 萬元) 26,707 保障金額(45 萬元) 12,805 
保障金額(60 萬元) 18,445 保障金額(40 萬元)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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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嘉義市 
農會 嘉義市農會 

地方 東區、西區 

保障金額(40 萬元) 29,177 
保障金額(35 萬元) 17,619 
保障金額(30 萬元) 10,557 
 
表 8、嘉義縣 

農會 
竹崎地區、番路鄉、梅山鄉、六腳鄉、水上鄉、太保市、

義竹鄉農會 
中埔鄉、大林鎮、民雄鄉、鹿草鄉、溪口鄉、新港鄉、竹

崎地區農會 

地方 
竹崎鄉、番路鄉、梅山鄉、六腳鄉、水上鄉、太保市、義

竹鄉 
中埔鄉、大林鎮、民雄鄉、鹿草鄉、溪口鄉、新港鄉、大

埔鄉 
保障金額(50 萬元) 19,152 保障金額(45 萬元) 13,164 
保障金額(45 萬元) 4,279 保障金額(40 萬元) 2,709 
保障金額(40 萬元) 1,039 保障金額(35 萬元) 363 
 
表 9、臺南市 

農會 白河區、楠西區、麻豆區、新化區、玉井區農會 大內區、左鎮區、南化區農會 
地方 白河區、楠西區、麻豆區、新化區、玉井區 大內區、左鎮區、南化區 

保障金額(50 萬元) 28,996 保障金額(45 萬元) 29,933 
保障金額(45 萬元) 14,535 保障金額(40 萬元) 15,324 
保障金額(40 萬元) 7,428 保障金額(35 萬元) 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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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高雄市 

農會 
旗山區、美濃區、田寮區、杉林區、大寮區、燕巢區、六

龜區、林園區、仁武區農會 
內門區、甲仙地區、大樹區、大社區農會 

地方 
旗山區、美濃區、田寮區、杉林區、大寮區、燕巢區、六

龜區、林園區、仁武區 
內門區、甲仙區、那瑪夏區、桃源區、大樹區、大社區 

分期方案 全年度 2 月至 9 月春夏蕉 分期方案 全年度 2 月至 9 月春夏蕉 
保障金額(60 萬元) 31,231 43,362 保障金額(50 萬元) 27,342 38,035 
保障金額(55 萬元) 15,117 23,011 保障金額(45 萬元) 15,776 18,871 
保障金額(50 萬元) 7,543 11,065 保障金額(40 萬元) 7,923 8,383 
註：高屏地區試辦新增 2 月至 9 月春夏蕉方案，價格採 2 月至 9 月高屏地區青蕉產地平均價格；產量仍採全年度農情調查數據。 
 
表 11、屏東縣(全縣納保) 

農會 

高樹鄉、里港鄉、竹田鄉、南州地區、屏東市、萬丹鄉、

枋寮地區、佳冬鄉、內埔地區、崁頂鄉、東港鎮、麟洛

鄉、九如鄉、林邊鄉、長治鄉、屏東縣、萬巒地區、新園

鄉、恆春鎮、潮州鎮農會 

內埔地區、滿洲鄉、萬巒地區、枋山地區、琉球鄉、車城

地區農會 

地方 

高樹鄉、里港鄉、竹田鄉、南州鄉、新埤鄉、屏東市、萬

丹鄉、枋寮鄉、春日鄉、佳冬鄉、內埔鄉、瑪家鄉、崁頂

鄉、東港鎮、麟洛鄉、九如鄉、林邊鄉、長治鄉、鹽埔

鄉、萬巒鄉、新園鄉、恆春鎮、潮州鎮 

三地門鄉、霧台鄉、滿洲鄉、來義鄉、泰武鄉、枋山鄉、

獅子鄉、琉球鄉、車城鄉、牡丹鄉 

分期方案 全年度 2 月至 9 月春夏蕉 分期方案 全年度 2 月至 9 月春夏蕉 
保障金額(60 萬元) 29,773 44,338 保障金額(55 萬元) 28,024 36,666 
保障金額(55 萬元) 16,242 27,651 保障金額(50 萬元) 15,257 22,928 
保障金額(50 萬元) 8,224 15,906 保障金額(45 萬元) 9,142 12,354 
註：高屏地區試辦新增 2 月至 9 月春夏蕉方案，價格採 2 月至 9 月高屏地區青蕉產地平均價格；產量仍採全年度農情調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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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花蓮縣 
農會 富里鄉農會 吉安鄉、鳳榮地區、瑞穗鄉農會 壽豐鄉、鳳榮地區農會 
地方 富里鄉 吉安鄉、鳳林鎮、瑞穗鄉 壽豐鄉、萬榮鄉 

保障金額(55 萬元) 36,895 保障金額(50 萬元) 20,108 保障金額(45 萬元) 37,720 
保障金額(50 萬元) 24,512 保障金額(45 萬元) 13,146 保障金額(40 萬元) 23,606 
保障金額(45 萬元) 15,887 保障金額(40 萬元) 7,628 保障金額(35 萬元) 11,661 
 

農會 光豐地區農會 光豐地區農會 
地方 光復鄉 豐濱鄉 

保障金額(40 萬元) 13,576 保障金額(35 萬元) 19,740 
保障金額(35 萬元) 6,140 保障金額(30 萬元) 7,214 
保障金額(30 萬元) 2,571 保障金額(25 萬元) 3,061 
 

表 13、臺東縣 
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關山鎮、鹿野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太麻里地區農會 

地方 臺東市 達仁鄉 
關山鎮、鹿野鄉、延平鄉、 

海端鄉 
卑南鄉、大武鄉、太麻里

鄉、綠島鄉 
保障金額(60 萬元) 35,458 保障金額(55 萬元) 8,052 保障金額(50 萬元) 39,969 保障金額(40 萬元) 25,591 
保障金額(55 萬元) 24,747 保障金額(50 萬元) 4,928 保障金額(45 萬元) 21,300 保障金額(35 萬元) 13,127 
保障金額(50 萬元) 17,498 保障金額(45 萬元) 3,140 保障金額(40 萬元) 8,615 保障金額(30 萬元) 6,922 
 

農會 池上鄉農會 成功鎮、長濱鄉、太麻里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地方 池上鄉 成功鎮、長濱鄉、金峰鄉 蘭嶼鄉 

保障金額(35 萬元) 29,786 保障金額(30 萬元) 33,556 保障金額(25 萬元) 30,141 
保障金額(30 萬元) 9,883 保障金額(25 萬元) 13,933 保障金額(20 萬元) 15,384 
保障金額(25 萬元) 729 保障金額(20 萬元) 5,129 保障金額(15 萬元) 2,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