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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目前我國勞工退休金制度方面，有勞動基準法的勞工退休金舊制、勞工退休

金條例的新制及勞工保險條例的老年給付(區分為一次給付及年金給付)及 97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國民年金，本章將先就文獻上對退休金給付型態與以介紹。

第一節 概念定義

一、經濟安全與經濟不安全

經濟安全的意義，對個人而言，不管現在或將來均較能確定滿足其基本

的需要與慾望的心理狀態與安寧感覺(柯木興，2002)，而經濟安全保障是一

種社會安全制度的規劃，其目的主要在於透過集體的力量來保障國民由生到

死的生活，即是若遭遇到風險事故時，仍然能有維持個人或家庭基本生活的

保障。對於老年人族群而言，經濟安全的保障時則在保障老年人口在面臨老

化、退休或疾病時仍能維持及基本生活之所需，不至於使其生活產生困境。

經濟不安全，係指國民對於目前或未來的需要與慾望的滿足不確定，而

造成其心理狀態與安寧的感覺缺乏，亦指憂慮、害怕、焦慮與精神上的不安

而言 (柯木興，2002) 。包括所得的損失、額外的費用、所得的不足及所得

的不確定性等。當個人或家庭遭遇到貧窮、退休、死亡、殘廢或是失業等事

故，以使得個人、家庭收入暫時或永久的中斷或減少時，所形成的一種生活

困境的狀態。

二、年金保險

年金係指一種定期性繼續支付給付金額方式，通常依各國支付勞工薪資

方式按月、按季或按週方式支付給付金額，並非僅指每年給付一次而言。而

根據國際勞工局(ILO)出版之「社會安全導論」一書中「年金係指社會安全

制度中被保險人遭遇老年、殘廢及死亡等事故時所支付長期性現金給付」(張

瑞真，2004)。

年金保險（Pension ）的意義，在本質上，它係代表一種透過保險方式

提供定期性支付給付金額的保險制度。所謂年金保險實為老年、殘廢及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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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的簡稱，係以年金給付方式，對於被保險人遭遇老年、殘廢或死亡

等事故時，提供定期性繼續的保險給付，以保障本人及其家屬未來生活安全

為目的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在社會保險年金制度的領域裡，有關年金保險的種類除依保險事故別

而分有老年年金、殘廢年金及遺屬年金等三種的劃分外，對於三種年金保險

給付水準的處理與規劃，又可依其保障程度及職業別而有所謂基礎年金

（Basic Pension）與附加年金（Additional Pension）的設計，歸屬第一

層保障，均採強制性方式辦理 (柯木興，2001)。

(一)基礎年金

所謂基礎年金或稱為基本年金，係指政府為保障國民於老年退休或到達

一定年齡時，對於符合給付條件者所提供基本經濟生活安全的一種年金型態

而言，其保險事故除老年事故外，亦適用於符合殘廢及死亡（遺屬）等事故。

一般而言，基礎年金的規劃依其性質通常有兩種類型，一為採社會保險方式

辦理者，主要以繳納保險費為其財源；一為採普遍式或全民式制度的社會津

貼方式或社會救助方式辦理者，主要以居住條件或所得調查的方式而由國家

一般稅收為其財源。

(二)附加年金

所謂附加年金係指在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中除提供老年基礎年金外，有些

國家的制度在設計上按被保險人投保薪資及保險年資等因素訂定所得比例

給付制度，以維持受雇勞工較適當的老年生活水準，或依被保險人扶養眷屬

加給其年金額，此等措施一般稱之為附加年金，仍屬同一年金保險體系裡。

(三)年金化與年金制

一般而言，有關勞工老年退休金的給付方式通常可分為一次給付制與年

金給付制兩種支付方式，彼此各有其優缺點。為因應各國家庭組織型態的改

變趨勢，養兒防老概念的日趨淡薄，以及資金投資運用管理上的困擾等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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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衝擊，有些國家已將原有一次給付的老年退休金制度規劃實施年金化，

或改採年金制。

2.年金化

所謂年金化係指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老年退休金轉化成為定期性年金

給付的一種處理過程，而以躉繳保費方式購買年金而言。兩者的成本相同，

透過保險精算上的利率、薪資等因素及死亡表中的平均餘命加以換算成為確

定年金型態。

2.年金制

所謂年金制，係指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老年退休金改採定期性年金形

態，惟兩者間的成本並非呈現等值的數理關係，將視其年金給付條件、標準

及過去保險年資承認與否定等不同而定，通常是採一種終身的年金形態；或

者原有制度已採定期性給付方式的生存年金或確定年金形態。

3.可攜式年金

可攜式年金係指受僱員工在轉換雇主時，仍可繼續保有相同的年金權，

不致於因轉換雇主而損失其原有服務年資所應取得的給付權益。換言之，即

員工在轉換前制度的給付資源需移轉給轉換後的制度，其前後的服務期間所

需的給付費用可以併計。此種方式與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中所採行的制度相類

似，亦屬一種可攜式年金形態(柯木興、林建成，2002）。

3.公積金制

公積金制，在制度層面分類及比較上，原歸屬老年經濟保障制度中第一

層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類型，所謂公積金制通常指依照政府規定由勞雇雙方

依勞（員）工薪資所得按月提撥（存）一定百分比充當公積金，以本金加利

息方式的強制儲蓄制度，而每位勞工均設有個人帳戶，於發生特定事故時由

其帳戶領取本息，以應需要。因此公積金制在給付方式上係採一次給付制來

規劃其老年或其他事故的經濟生活保障，在給付類型上係屬一種確定提撥制

(柯木興，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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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理論

一、退休金的意涵

係指在職者由於服務達一定年限、屆齡或特殊原因必須離開職場時，由

雇主支付給付一定數額的養老金，以保障員工的老年生活，退休雖然是已經

離開工作崗位，但是並非終止，而是憑藉以往的工作年資領取退休金，是一

種延續的過程。不論是政府機關或是公民營企業都有給付的義務，而且，已

從早期的恩給制，逐漸演進為一種社會安全的觀念（柯穎鑑，2004）。

二、退休金的理論

退休金乃架構在就業體系的一種制度，不論是政府機構或公、私營企業

在永續經營的前提下，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及健全人力資源系統，通常會建立

讓一套完整的退休金制度，以處理員工的老年、殘廢及死亡的問題，另一方

面可以鼓勵老年勞工屆齡退休，讓新進的年輕勞工取而代之，進而產生勞動

市場上新陳代謝的作用。退休金制度的制定主要有下列理論：(柯木興，

2002；柯穎鑑，2004；許秋月，2005）

(一)功勞報償理論

係將退休金視為雇主對於員工在長期任職期間的績效或貢獻之酬庸的

一種概念。是針對忠誠盡職者之特別酬勞，於其老年、殘廢或死亡時，給予

相當數額金額恩賞。

(二)遞延工資說

退休後的年金給付，視為遲付的工資，此理論於 1913 年由美國學者阿爾‧

貝羅德（Abel Theodore）提出。遞延工資因老年經濟生活獲得保障，可鼓

舞員工士氣，提高生產力，也鼓勵退休推動新陳代謝，使員工年輕化，所以

不論是定期領取的薪資或是遲付的工資-退休金，皆屬於雇主在僱傭關係中

的必然成本。

(三)社會保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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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互助與保險的原理，主張退休制度應該與社會安全制度相互結合，

以採取社會保險方式，來加強社會安全保障之功能。員工於在職期間強制參

加保險，以平衡在職與退休的所得與消費，並可轉嫁個人不可能預期的危險

於多數人來分擔，從而取得退休金給付的權益。

(四)勞資合作論

員工為求參與退休儲金之管理與運用，除要求雇主出資外，亦自願從勞

工薪資中提撥部分金額按期繳付充作退休金，以取得共同分擔風險並參與管

理運用之自助互助的給付權益，是一種勞資合作共同克服困難的概念。

(五)生活維持論

勞工達到一定年齡及資格後領受的老年年金金額，應以足以維持其退休

後的適當生活為原則，其中適當生活水準即取決退休前後的費用差距，為期

達到此生活水準，應先建立或充實社會保險年金，嗣後在經由民營企業退休

金制度予以法律化，即以社會保險年金為基本保護，加上民營企業退休金的

第二道保護，形成生活雙重保障。

(六)激勵功能論

退休金是一種支出合約，員工合約中退休金部分是一種給予優良績效員

工的獎勵，激勵理論的學者認為退休金係基於人力維持與生產力提昇等因素

的考量，可用來提昇員工生產力、降低員工流動力及減少僱用成本。

(七)人力折舊論

在 1912 年美國學者 Sguier 所提出的觀點，Sguier 認為「經濟社會制

度的立場而言，雇主無權力約束員工，在任何一個工作職位上畢生用近於個

人職業生涯達 10 年、20 年或 40 年，然而體弱年邁的員工卻像大海中沒有

船長的棄船，浮載於廣大的社會中」(Bobo, Lawrence，1991)，人力折舊理

論旨在員工的人力價值，比喻廠房或機械成本一樣都是雇主必須負擔的成

本，因此，每年應提列退休金準備，以備員工退休時給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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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退休金功能與目的

勞工退休金係指勞工符合退休條件(包括屆齡、工作達到規定年限或特

殊原因)，由事業單位給付一定金額的養老金，以保障勞工老年生活，其給

付可依提供之不同，而分為由雇主提供的退休金、政府提供的退休金或受雇

者與雇主共同分攤的退休金。

(一)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功能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訂定，對勞資關係、社會經濟等方面有著相當注意及

功能，勞工退休金是社會性長期資金，政府若妥善統籌運用，將有助於國家

的經濟發展，減少社會經濟問題，它提供勞工在退休時有一份安全所得，鼓

勵老年勞工退休，促進事業單位員工合理的新陳代謝，不但可降低成本，亦

可提供生產力，永保朝氣，增加競爭力。

(二)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目的

為解決老年所得的來源，以維持老年生活的水準，減少老年人口的社會

問題。由於社會經濟問題的改變，大多數勞工都依賴薪資所得來維持其家庭

的主要生計，同時，過去農業中大家庭制度所保留的養兒防老觀念，已被工

商業社會中小家庭制度的自力更生觀念所取代，再加上受到現實功利主義、

家庭結構改變及西方教育等之影響，老人在社會地位日漸式微，而使老年人

在家庭中喪失權威與經濟地位，當一個達到一定年齡依法退休而正式退出勞

動市場時，將會喪失其正常的收入來源，因此如能夠在退休前藉各種方式預

做妥善的準備，才能解決與維持退休後的生活問題與需要。

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問題已成為各國政府重視與待解決的重要課題，我國

目前對勞工退休後生活保障制度，不論是由勞工保險提供的第一層保障，或

勞動基準法的退休金制度係由雇主本身單獨給予符合退休條件的員工退休

金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的退休金制度係由雇主按月強制提撥的員工退休金提

供的第二層保障，其目的都是在補助基本保障的不足，使勞工退休能獲得較

適當的經濟生活，以安享晚年（張熒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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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給付方式與型態

一、給付方式

退休金制度之給付方式可分為：

(一)一次給付制

即提供一次可領取全部給付金額的經濟安全保障制度(陳綾珊，2003)，

其優缺點如下：

1.優點

(1)事故發生時能一次領取全部給付金額。

(2)受益人領取給付後，保險人即無行政事務費的負擔。

(3)因給付金額較大，可做投資之用。

2.缺點

(1)人的壽命長短不知，可能發生給付過多或不足情形。

(2)易致浪費耗盡，較無法充分保障往後的生活。

(3)不擅投資致給付無法有效利用，有失政府辦理社會保險的本旨。

(二)年金給付制

即提供定期性繼續支付給付金額的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其優缺點如下：

1.優點

(1)可提供終身永久收入來源，維持基本生活安全。

(2)不致發生給付金額投資不當情形。

(3)年金給付額較小，不易造成浪費耗盡情形。

2.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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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期給付所需行政事務費較大，形成財務的負擔。

(2)年金給付金額如果太低，則助益有限。

(3)受通貨膨脹影響，必須依據經濟指標變動來調整年金給付金額，勢必增

加保險成本。

二、給付型態

由於世界多數工業化國家人口結構的改變，人口老化現象日趨嚴重，復

加衛生保健的改善，平均壽命的延長及少子化現象等諸因素的相互影響，導

致全球性退休危機與年金制度財務的日益惡化。惟社會保險給付支出的劇

增，卻無法適時反映成本配合調整保險費率，造成嚴重的財務負擔問題。因

此，各國政府對於長期性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在財務結構上乃積極推動年

金制度改革工程，大都建議在制度類型上由現行的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lan, DB 制)改採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DC

制)，藉能增加保險財源，確保未來老年退休所得與適足的財務償付能力，

以維護被保險人的退休給付權益與制度的永續經營。

其改制的原因在於現行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大多採行隨收隨付方式

(pay as you go)的財務處裡來計收保險費，只求短期間保險收支的平衡，

用以減輕勞雇雙方的財務負擔，並透過世代間的移轉功能，將未來的財務責

任轉嫁於年輕一代及後代被保險人來承擔，造成老年給付責任準備金產生嚴

重不足的現象，而影響到未來的財務運作。事實上，改革的本意並不在做制

度屬性的改變，僅求給付型態的改變能增加保險財源與未來的適足退休準

備；但改制的結果勢必產生制度結構上的改變，並出現確定提撥制中所特有

的個人帳戶(individual account)，卻仍然無法解決原有的過去服務債務負

擔問題，而喪失社會保險所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本質角色。

退休金是雇主對員工負擔遞延工資的一部分，於員工退休後採取一次領

取或分次給付。退休金的多寡依照退休金給付公式計算，退休金金額受退休

金給付公式中的未來事項決定，包括服務年資、給付時間與員工薪資水準等

等，有關退休金給付型態主要分為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兩種，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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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給付制

所謂確定給付制，係指雇主於制度實施之前，事先已確定老年退休給付

數額及依其服務年資的給付水準(基數)，並透過精算技術預估該所屬勞工或

制度內全體勞工退休時所需退休金給付成本，再決定於提撥期間所需提撥比

率的一種制度，所強調者為對員工於退休時為一定之給付，通常依其服務年

資或其最後工作年度之薪資(或最後服務若干年度之平均)依一定公式計算

而得，故又稱為最後薪資計畫。簡言之，確定給付制是由雇主承諾在勞工退

休時，依退休辨法之規定計算應發給之退休金，該退休金金額通常與工作年

資及退休前之工資水準有關。

1.確定給付制之型態：(許秋月，2005)

(1)單一福利金額制（flat-benefit）：對於符合退休的每一年年資給予相同

的福利金額

(2)平均金額制（career-average）：退休勞工職業生涯中薪資的平均數為計

算基準，其計算方式有兩種：

A.以每一年薪酬計的某一個比率計算。

B.以每年薪酬計算其平均數，以這個平均數的某一個比率計算。

(3)期末薪酬制(final-benefit)：退休金按照勞工臨退休前一段特定期間之

薪酬的平均數計算，此制對勞工退休較有利，因為通常將退休時的薪酬

較高，同時也將對通貨膨漲的預期考慮進去，不過對雇主而言成本較高。

2.確定給付制之特色：

(1)退休金給付標準明確。

(2)無勞工個人專屬帳戶。

(3)退休金按退休時工資計算，退休金的價值較為確定，通貨膨脹的風險由

雇主負擔。

(4)雇主負責一次給付退休金，退休成本不易估算，平日未準備，屆時財務

面臨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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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常附設退休準備金提撥制，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有一定的範圍，比較有

彈性。

(6)雇主平時如未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或勞工本身流動性高，則其領到退

休金的機率微乎其微。

(7)需精算退休金成本，因此行政管理成本比較高。

(二)確定提撥制

確定提撥制(DC)又稱為「現金購買退休金計畫」(money putchase

pension plan)，雇主之每年提撥確定，不得附條件或有裁量權，故不得有

額外裁量之提撥。簡言之，確定提撥制由雇主定期(通常為每月)按勞工薪資

固定比例提撥至其個人專屬帳戶中，或由勞資雙方共同依勞工薪資按月提撥

一定的比例，等到勞工符合請領條件時，才能請領帳戶中所累積的退休金，

而勞工的退休金即為該帳戶累積之提撥金額及收益。又為鼓勵勞工個人儲存

退休金，以確保退休養老生活之經濟來源，政府會在稅捐上給予優惠。

1.確定提撥制之型態：(許秋月，2005)

(1)現金購買計畫：雇主有強制提撥退休金準備金的義務，通常依參加人薪

酬的某依比例來提撥。

(2)員工分紅計畫：雇主對員工退休給付的提撥是依據當年度的營運利潤而

定公司(雇主)與受雇人約定，使受雇人可以按某一比率來分享公司的利

潤。雇主為每一受雇人設立一個獨立的帳戶，帳戶中的款項可以用以投

資股票、債券或其它金融債券等，待受僱人退休或離開公司時才可以提

領。

(3)目標計畫：雇主所給付退休金有一個特定的目標，依此特定目標來決定

提撥退休準備金的數額，分配存入各參加人的帳戶中，參加者未來可享

有的給付即依據個人帳戶下的累積金額。

(4)員工入股計畫：鼓勵受雇人購買雇主的股票，受雇人可參加公司的經營，

分配公司的盈餘，甚至在公司遭遇困難時接管公司或接管一個工廠避免

其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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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儲金制：雇主按受僱人薪資的某一比例，由雇主定期提撥退休金準備，

以累積養老儲蓄，等到受雇人退休時或退職時才給付予受雇人。

2.確定提撥制之特色：

(1)雇主及員工之提撥率明確。

(2)勞工擁有個人專屬帳戶。

(3)勞工領到的退休金會受通貨膨脹影響，致退休金給付之購買力水準不確

定。

(4)雇主依固定比例提撥，退休金成本比較確定，而財務規劃也比較簡單，

且容易控制。

(5)退休金的提撥必須依照法令所規定的提撥率來實施，比較缺乏彈性。

(6)勞工比較確定可以領到退休金，不因離職而受影響。

(7)行政管理成本比較低。

(8)容易與員工溝通。

(9)勞工的流動性較高。

(10)有利勞工轉業。

(11)促進中高齡勞工再就業。

表 2-1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比較表

項目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社會安全

1.明定員工退休金福利水準，並

由雇主承諾給付。

2.員工中途離職時，不予給付。

3.關廠時擔心領不到退休金。

1.明定員工退休金提撥率，定期提撥

交付信託人。

2.員工中途離職時，可攜帶退休金。

3.關廠時不用擔心領不到退休金。

帳戶 1.無個人帳號。 1.有個人帳號。

主要的精

神

1.雇主允諾於員工退休時支付確

定金額的退休金。

1.雇主於員工服務期間內，依一定比

例支付退休金所需費用。

提撥方式 1.具彈性，由雇主或政府承諾員 1.不具彈性，由雇主在員工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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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退休時支付一定額度之退

休金。

間，定期提撥一定金額到員工退休

金帳戶中。

年資 1.列計服務年資。 1.無法列計服務年資。

成本
1.成本不易預測。

2.高行政費用。

1.成本可預測。

2.低行政費用。

風險

1.投資收益風險由雇主承擔。

2.以退休前平均工資計算，員工

較無通貨膨脹風險。

1.投資收益風險由員工承擔。

2.較擔心通貨膨脹風險。

制度優點

沿襲「終身雇用」概念，凝聚勞

工對公司的向心力 。

1.「可攜式」個人帳戶，年資採計不

受同一事業單位之限制，每位勞工

都可領到退休金。

2.提撥率固定，企業易於估算經營成

本。

制度潛在

風險

1.勞工不易符合退休金請領要件

2.企業經營成本難估算。

3.有礙勞工尋求更高薪或更高效

率工作之流動性。

4.不利中高齡就業。

3.勞退基金宜謹慎規劃監理事宜，避

免影響勞工權益。

4.新制退休金額有限。

資料來源：柯穎鑑，2004；沈新添，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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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退休年金財務處理方式

退休金制度的實施，需要隨著社會經濟背景的改變而做調整，而退休年金制

度能否運作順利，關鍵因素在於財務方面能否獲得平衡，如果入不敷出，則會造

成財政困難甚至導致破產，影響一國的社會根基，如果國家採取賦稅方式處理財

政，則會因年金給付而帶來龐大的社會負擔，因此，就財務融通方式而言，年金

制度中有三種處理方式，一為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又稱賦課制；二為

儲金制〈Contributory〉，又稱完全準備制，公積金制；三為部分提存準備制，

又稱為修正混合制(林姍蓉，2004)。

一、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一)定義

亦稱完全賦課方式(assessment method)，係指當年支出完全以當年收

入支付退休人員退休金，不動用以前的資金，亦不累積基金供未來支付，財

務收支以逐年平衡為目標，隨收隨付制的退休金所得來源則是來自於賦稅的

課徵，或以提高現行稅目徵收率的方式來籌措，今日退休者的退休金由目前

工作者負擔，而等到目前工作者退休時，退休金則由下一代工作者負擔。

(二)優缺點

1.優點：

(1)制度實施初期保險費率低，被保險人的負擔較輕，推行較容易。

(2)因平衡財務收支的期間較短，故無須考慮利率因素及複雜的精算技術。

(3)因無累積鉅額基金，故所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小，且涉及的財務投資運

用與基金管理問題較少。

2.缺點

(1)保險費率將逐年提高，致使年輕及後代被保險人負擔愈來愈沉重。

(2)因政治因素考量，難免影響保險費率的調整，導致財務困難。

(3)缺乏資金累積，抵禦突發性風險的能力弱，影響人們對社會保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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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全提存準備制（full funding）

(一)定義

亦稱公積金制，係指將被保險人長期所繳交的保費完全提存準備，在個

人工作生涯期間，針對未來保險給付，事先逐年提存未來退休後所需的給付

額，並以平準保險費率來維持其保險財務的健全性，亦即所有被保險人所繳

納的保費現值等於未來所給付的現值，以此種方式累積自己退休基金在每一

代每一行業別的保戶，均需完全提存準備期所需的退休費用，類係保險公司

的責任準備金制度，而一般完全提存制分為三種(謝明瑞，2003)。

1.個人帳戶：為確定提撥制，僅為個人生命週期所得重分配，並無個人之間所

得重分配。

2.社會保險帳戶：強制性參加，包含個人間高低風險及代際間所得重分配。

3.私人保險帳戶：自願性參加，具有高低風險的所得重分配。

準備金累積的同時，由於採取均等費率方式，每年的保費負擔都將維持

一定的繳納水準，以賺取利息減低因物價上漲造成準備金的相對貶值，利息

的收入也因準備金龐大而增加，以降低未來被保險人的保險費率並可增加其

給付水準(林姍蓉，2004)。

(二)優缺點

1.優點

(1)因以平準保險費方式，故每年的保險費負擔能維持在穩定水準，同時期

財務結構相當健全。

(2)因累積大量責任準備金，對被保險人或年金受給者均具安全感，其運用

收益能減輕被保險人的保費負擔。

(3)因累積巨額保險基金，對國家財務金融具有相當調解功能。

2.缺點

(1)制度實施初期保險費率很高，被保險人負擔過重，推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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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預測和財務管理有很強的專業性，難度較大。

(3)因在未來期間常有增加給付的情形，故意要求調整保險費率已應需要。

三、部分提存準備方式（partial funding）

(一)定義

亦稱修正混合方式（mixed method），係上述二種方式的折衷方式，階

梯式保險費率，雖沒有完全提存之準備，但仍保有一定水準的準備金，當準

備金不足支應保險給付時，則以費率調整為因應。

(二)優缺點

1.優點

(1)為補救上述二種方式的缺點所形成的折衷辦法，即與隨收隨付方式相

比，它增強了風險的能力和經濟保障作用，與完全提存準備方式相比，

於制度實施初期，它不會增加被保險人的過多負擔。

(2)發揮世代間移轉。

(3)初期保險費率較低且政府可適時調整保險費率，此方式理論上及實際上

較可行的措施。

2.缺點

(1)累積基金有限，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等因素之變動，可能加重後代被保險

人負擔，產生財務危機。

(2)合理的累積率難以確定，專業財務管理難度較大。

(3)可能受政治等因素考量，影響保險費率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