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海上作業保險及救助辦法
修正總說明
臺灣地區漁民海上作業保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訂定，嗣於九十五年一月十
八日修正施行至今。
本辦法辦理漁民海上作業保險，倘徵無保險人承保時，為避免影響
遭難漁民權益，新增由本會漁業署以核發救助金方式辦理，另為提高漁
民從事漁業生產作業生命安全保障，強化照顧漁民之福利政策，自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最高
保險金額提高至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又為因應無保險人承保時，以核
發救助金方式辦理救助，爰增訂有關救助金額度、請領人資格、申請期
限、所須檢附文件及核發程序；並就保險費及救助金經費，明定由本會
漁業署及臺灣地區漁民海難救助基金共同負擔，爰修正「臺灣地區漁民
海上作業保險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漁民海上作業保險及救助辦法」，
共十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倘徵無保險人承保時，由本會漁業署以核發救助金方式辦理，
其事故額度比照保險所定事故及額度；另明定保險費及救助金之經
費負擔。(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施行，有關歧視性文字「殘廢」修
正為「失能」
。(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最高保險金額提高至新臺幣一百五十萬
元。(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訂救助金之請領人、申請期限、所須檢附文件及核發救助金程序。
(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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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海上作業保險及救助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現

行

名

稱說

明

漁民海上作業保險及救助辦 臺灣地區漁民海上作業保險 一、
法

辦法

第三條規定，漁民
(被保險人)為持有漁船
船員手冊，在中華民國
籍漁船，實際在海上從
事漁業勞動之漁業從業
人，或具有漁會甲類會
員資格於沿岸採捕水產
動植物之從業人，
「臺灣
地區」等文字應無必
要，爰予刪除。

二、

倘徵無保險人承保
時，另以救助方式辦
理，爰法規名稱增列「救
助」文字，以資明確。

修

正

第一條

條

文現

行

本辦法依漁業法第 第一條

條

文說

本辦法依漁業法第 本條未修正。

五十三條之一規定訂定

五十三條之一規定訂定

之。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酌作文字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簡稱本會)，其業務由本會

下簡稱本會)，其業務由本

漁業署辦理。

會漁業署辦理。

第三條

漁民海上作業保險 第三條

明

漁民海上作業保險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以下簡稱本保險)，包括

(以下簡稱本保險)，包含 二、為避免影響遭難漁民權

遭難漁民之救助，以持有

遭難漁民之救助，以持有

益，以漁民海上作業保

漁船船員手冊，在中華民

漁船船員手冊，在中華民

險辦理遭難漁民之救

國籍漁船，實際在海上從

國籍漁船，實際在海上從

助，倘徵無保險人承保

事漁業勞動之漁業從業

事漁業勞動之漁業從業

時，由本會漁業署以救

人，或具有漁會甲類會員

人，或具有漁會甲類會員

助方式辦理之，其事故

資格於沿岸採捕水產動植

資格於沿岸採捕水產動植

及額度比照保險所定事

物之漁業從業人為被保險

物之從業人為被保險人，

故及額度，爰新增第二

人，要保人為本會漁業

要保人為本會漁業署，保

項規定。

署，保險人由本會漁業署

險人由本會漁業署依政府 三、因應保險費及救助金，

2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徵選

採購法公開徵選之。

由本會漁業署及臺灣地

之。

區漁民海難救助基金共

本保險未能依前項規

同負擔，爰新增第三項

定徵得保險人時，符合前

規定。

項被保險人資格之漁民，
發生第四條所定保險事故
者，由本會漁業署發給救
助金，其額度比照保險金
額。
本保險之保險費與前
項之救助金，由本會漁業
署及臺灣地區漁民海難救
助基金負擔。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保險事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之保險 一 、 第三 條規 定之 被保 險

故，指被保險人在海上作

事故，係指被保險人在海

人，包括具有漁會甲類

業或沿岸採捕期間有下列

上作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

會 員 資 格於 沿 岸採 捕

情形之一者：

一者：

水 產 動 植物 之 漁業 從

一、 死亡、失蹤、失能。 一、 死亡、失蹤、殘廢。

業 人 ， 爰於 序 文增 列

二、 遭難或被扣滯留國

二、 遭難或被扣滯留國

「沿岸採捕」等文字，

外，或經本會漁業署

外，或經本會漁業署

認定有必要遣返。

認定有必要遣返。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業已施行，為
避免法規內容涉及身心
障礙者之歧視或不平等
待遇，爰參照勞動部發
布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表，將「殘廢」文字修
正為「失能」。

第五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第五條

本保險之保險金額 一、為提高漁民從事漁業生

六年一月一日起，本保險

最高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產安全保障，強化照顧

之保險金額如下：

其保險費由要保人負擔。

漁民之福利政策，爰修

一、被保險人死亡、失蹤

正第一項規定，增訂自

者：每名新臺幣一百

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

五十萬元。

發生第四條所定保險事

二、被保險人失能者：依

故者，保險金之支給標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其中被保險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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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所定失能等級區

亡、失蹤者，保險金額

分：

提高至一百五十萬元。

(一)

第一等級

二、有關保險費之負擔，已

至第五等級：每

於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名新臺幣六十五

現行條文後段予以刪

萬元。

除。

(二)

第六等級
至第十等級：每
名新臺幣四十九
萬五千元。

(三)

第十一等
級至第十五等
級：每名新臺幣
三十五萬元。

三、遣返交通費用：依實
際支出。
第六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 第六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 本條未修正。

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

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

者，其身分之認定，以漁

者，其身分之認定，以漁

港安檢單位簽證之船員進

港安檢單位簽證之船員進

出港名單或區漁會出具之

出港名單或區漁會出具之

證明為準。

證明為準。

第七條

被保險人於海上作 第七條

被保險人於海上作 一、第 三 條 規 定 之 被 保 險

業或沿岸採捕期間，因故

業期間，因故失蹤滿二個

人，包括具有漁會甲類

失蹤滿二個月以上仍未尋

月以上仍未尋獲者，經船

會員資格於沿岸採捕水

獲者，經船長、船員之證

長、船員之證明或當地所

產動植物之漁業從業

明或當地所屬漁會、有關

屬漁會、有關機關出海作

人，爰第一項酌作文字

機關出海或沿岸採捕作業

業證明，保險人應先行給

修正。

證明，保險人應先行給付

付死亡保險金。

死亡保險金。

前項被保險人生還

前項被保險人生還

時，受益人應於生還後一

時，受益人應於生還後一

個月內，將該項給付之死

個月內，將所領取之死亡

亡保險金全數返還保險

保險金全數返還保險人。

人。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 第八條

項，依保險之保險單條

二、另 第 二 項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本辦法未規定事 本條未修正。

項，依保險之保險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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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契約書及有關保險法

款、契約書及有關保險法

令規定辦理。

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一、本條新增。

定發給救助金者，其請領

二、為明確發生第三條第二

人如下：

項之情況時，申請救助

一、漁民死亡、失蹤者：

金之請領人、申請期

除該漁民之配偶外，

限、所須檢附文件及核

依下列順序定之：

發救助金程序，爰訂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屬。

三、有關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二)父母。

「除該漁民之配偶外，

(三)兄弟姐妹。

依下列順序定之」
，係指

(四)祖父母。

配偶與第一順位親屬

二、漁民失能者：漁民本

(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

人或其監護人。

請領，無第一順位者，

三、漁民遭難或被扣滯留

由配偶及第二順位(父

國外，或經本會漁業

母)共同請領，以下順位

署認定有必要遣返

以此類推。

者：漁民本人或漁船

四、另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船主。

失能漁民本人已由法院

請領人申請救助金，

為監護宣告者，由其監

應於自保險事故發生日起

護人代為申請救助金。

二年內提出，逾期不予受

五、有關漁民身分之認定準

理。

用第六條規定，另漁民

請領人應填具申請書

失蹤時救助金準用第七

(如附件一)並檢附相關文

條規定，由本會漁業署

件(如附件二)，依下列規

先行給付，以及生還後

定提出並轉送本會漁業

返還予本會漁業署，爰

署，經審核通過者，依請

訂定第四項規定。

領人數平均發給救助金：
一、申請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救助金者：向
所屬區漁會提出。
二、申請第一項第三款救
助金者：向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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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展協會提出。
有關漁民身分之認
定，失蹤時救助金先行發
給及生還後之返還，準用
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 條次調整，內容未修正。
本會另定之。

本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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