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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日本政府通过修订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对地域护理服务资源

的整合，构建了一个护理康复、保健预防、医疗看护、生活援助、居家住宅五项内容紧密衔接的地域综合

照护服务体系，有效缓解了少子老龄化、护理人力资源紧缺、护理机构入住困难、护理费用支出增高等社

会问题。借鉴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实行多元化

服务供给模式，动员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援助服务; 完善养老服务的输送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

量; 构建福利型社区，确保网络化服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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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法律法规，分别从年金、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法、居家福利服务、老年人保健等方面对养老保险制度

进行完善和调整。20 世纪 80 年代，受西方福利多元主义思想影响，日本政府主张以“小政府”的模

式管理其福利国家体制运行，① 开始了地域福利的理论建构，经过不断完善后应用到居民的实际生活

中。日本地域福利是一个本土化概念，其宗旨是以构建预防型服务为主要目标，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福

利援助服务，推动养老机构与居家护理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地域社会的形成，加快居民自治模式的

构建，最终实现社区福利化。② 2000 年，日本政府将护理服务从医疗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建立护理

保险制度，使少子老龄化、护理人力资源紧缺、护理机构入住困难、护理费用支出增高等社会问题得

到了相应的缓解。③ 2015 年，日本对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修改，正式提出构建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
该体系在成熟的地域福利基础上将护理康复、保健预防、医疗看护、生活援助、居家住宅五项内容有

效衔接起来，整合和利用当地服务资源，满足老年居民的需求，以迎接“2025 年挑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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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内容与特征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以地域为单位，在统合护理服务的前提下，促进多职种之间和多个机

构之间相互融合。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主体包括居民 ( 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等) 、护理员

( 家属等) 、市町村、都道府县、国家、第三方护理机构、民办机构、非营利性组织等。为了确保服

务对象能够及时得到必要的服务，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确立了以地理距离为划分标准的共同体概

念，通常以中学学区为单位创建日常生活圈。① 地域综合照护服务的服务内容包括护理康复、保健预

防、医疗看护、生活援助、居家住宅，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前提下开展相互合作，形成一体化的服务

体系。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是以当地特殊群体 ( 老年人) 为对象而开展的一系列生活援助、医

养结合、重症预防等护理服务。它将英国社区照顾理论 ( community care) 与日本地域福利内容相结

合，并应用到居民实际生活中。各个市町村政府以当地资源为基础，利用法律制度和各项社会资源，

结合当地特征制定地域福利计划，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框架。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以每 1—2 万个居民的生活圈为单位设立地域综合援助中心，地域综

合援助中心由社会福祉士、护理援助员、保健师三类人员构成，由市町村基层政府直接负责管理，或

者委托当地社会福利法人运营。地域综合援助中心不仅要求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相适应，更强调与

当地居民生活紧密相连，做到与居民零距离沟通。②

随着女性就业率提高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以高度家族制度为主的养老护理工作逐渐转移到社

会。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建立，就是对这一社会变迁趋势的回应。地域综合照护服务除了要

求护理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以外，更强调人文关怀以及奉献精神，在维护人权、尊重人格的

基础上实行护理服务，守护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工序，实现尊严养老。③

二、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维度分析

吉尔伯特 ( Neil Gilbert) 将社会福利中的各个要素进行归类后总结出四个维度，分别为社会福利

政策的针对群体、社会福利政策的供给主体和内容、社会福利政策的输送机制、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实

施的资金来源，这四个维度相互依赖、制约和配合，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提供福利服务。④ 本文使用

吉尔伯特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对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进行分析。
1. 老年人的需求维度分析

日本学者三浦文夫指出，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非货币需求不断提升，进而取代货币需求。⑤ 非

货币需求主要体现在物质供给、人文关怀和服务、机会提供等方面，重视服务提供的场所和过程，更

加难以衡量。本文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针对的老年人需求归纳

为五个方面，分别为生活照顾需求、安全保护需求、社会交流需求、身心健康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生活照顾需求包括老年人的保健、医疗、护理、康复以及家政援助需求，入院和出院后的康复需求，

以及失能、半失能或痴呆症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安全保护需求主要指独居老人及老年夫妇的安全需

求。社会交流需求指老年人对丰富多彩生活和正常社会交往的需求。身心健康需求针对患有癌症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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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而言，他们需要消除因患癌而引起的紧张和不安心理。自我实现需求，即老年人希望参与社会活

动、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
2. 供给主体维度分析

受福利多元主义的影响，日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方

面起着主导作用，第三方 ( NPO) 、居民个体积极参与，提供福利服务。吉尔伯特将福利供给方式分

成六种: 现金、服务、权力、社会干预、机会、福利券，我们据此对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供

给主体和供给内容进行分析。在现金方面，政府为老年人生活提供经济保障，负责医疗费用和护理资

金的供给，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在服务方面，政府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手段，针对老年

人的各方面需求提供护理服务和援助服务。在权力方面，政府通过设立主管机构，将福利服务递送到

特定群体身边。在社会干预方面，主要针对特殊群体的福利需求，制定出台强制性的政策或管理办

法，以此提高服务的效率。在机会方面，通过制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再

就业机会。在福利券方面，由各个市町村商业委员会、农业协会为居民发放 “感谢劵”，凭 “感谢

劵”在当地商店购物时享受折扣优惠。

图 1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分析框架图

3. 福利服务输送过程维度分析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福利服务输送过程具体可分为服务输入、服务过程、服务输出、服

务评估四个步骤。其中，服务输入包括服务供给的内容、结构、层次; 服务过程则是通过网络化的运

营模式，形成点、线、面的供给形式; 服务输出包括活动开展、费用支付、多元群体参与; 服务评估

是通过全方位的专业评估有效改善养老服务。
( 1) 服务输入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养老供给内容主要以居家护理预防、医疗保健、文化活动、精神慰

藉为主。在居家护理预防方面，根据护理保险法规定的各项服务内容，促进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和衔

接。医疗保健方面，2014 年日本政府颁布《地域医疗和护理综合确保法》，该法的出台促进了居家医

疗与护理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强化了地域综合援助体系中医养结合的力度。精神慰藉方面，各市町

村结合自身地域特色，自发组织开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养老服务的供给结构

反映了社区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的普遍程度。日本护理保险法第九条将具有保险义务的人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 65 周岁以上的公民，第二类为 40—64 岁的公民，医疗保险费用和护理

保险费用需同时缴纳。供给层次反映了各主体之间参与养老服务的程度和权责关系。市町村保健福利

部门和民生部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基层政府随时把握当地居民生活状况，通过制定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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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福利计划调整服务内容，完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 2) 服务过程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采取多元化的服务供给方式，形成了网络化服务模式，秉承以人为本

的服务宗旨，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将服务递送到居民身边。市町村政府部门在计划制定、监

督管理、财政预算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设立保健预防中心，面向全体居民提供护理预防服务。当地社

会工作者全方位把握居民需求，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现正式照顾和非正式照顾的衔

接。社工负责将服务递送到居民身边，最终使护理服务覆盖整个地域。居民积极参与地域建设和志愿

者活动，促进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相互融通，以互助的形式构建地域社会关系网。在服务提供过程中，

行政组织承担重要责任，当地居民配合行政组织开展福利援助活动。政府部门设立活动中心、保健预

防机构、养老护理机构，进而形成公共服务圈，当地居民自发组建的民生委员会、自治会配合公共服

务圈开展援助活动，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图 2 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输送过程图

( 3) 服务输出

服务输出分为费用支付、活动开展、多元群体参与。居民通过申请护理保险，享用护理服务，并

通过护理保险进行费用报销。市町村政府通过地域综合援助中心开展地域援助工作，为周围居民提供

一系列护理援助和医疗保健服务。护理保险制度的出台拓展了服务的内容，推动各项地域援助工作发

展，进而带动多方供给主体的加入，促使各项服务从规制制度向契约制度转变，融入市场机制，丰富

服务的供给形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 4) 服务评估

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采用 PDCA 循环模式①进行服务评估，由当地政府向第三方评估机构购买

服务。通常由地域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接受当地居民的意见并进行整理和反馈，以此作为课题不断进行改

进和完善。不过，居民对服务的评价仍停留在服务工作人员质量测评方面，并未对地域建设和地域特色

服务提供更多的见解，今后应更进一步加大面向居民进行当地特色宣传、普及知识讲座活动的力度。
4. 经费来源维度分析

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的资金运转方式多样，形成了以国家、居民、NPO 为主的多方资金

供给形式。护理保险制度成为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护理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

制，资金一半来自公共税收，另一半来自向被保险人征收的保险费用。其中，在公共税收方面，国家

承担 25%，各个都道府县承担 12. 5%，市町村承担 12. 5%。为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日本民间

团体从 1947 年开始发起共同募捐运动，共同募捐以全体国民为对象，在全国 41 个县中每年举办一

次。1951 年在社会福利法中首次明确规定在各个都道府县设立共同募捐基金会，筹集的资金用于各

市町村社会福利协会和小地域福利活动。针对护理保险制度并未完全覆盖的少数群体，需要通过个人

购买的方式支付入住机构的餐费、短期入住的房租和水电费、入住特定机构和团体之家的管理费等。
对于领取生活救助金的困难群体，采取免费和收取少许费用的模式，具体依照当地市町村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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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对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启示

日本早于我国 3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养老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 “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1. 实行多元化服务供给模式

借鉴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深入挖掘老年人的内在需求，开展上门护理保健医疗等服务的经

验，我国养老产业应进一步推进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资产投入，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向市场赋权，

或者对部分领域的公共服务产品进行直接补贴。动员社会多方组织、NPO 法人、慈善群体、居民自

治组织、志愿者组织在生活照顾、医疗保健、文体娱乐、法律咨询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援助服务，确保

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2. 完善养老服务输送机制

借鉴日本地域综合照护体系中护理服务的购买机制和护理保险费支付方式，我国的社区养老护理

服务应采取报销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建设，政府部门应出台建

设标准，并适当给予财政补贴。① 对政府购买私人服务应严格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确保服务定价的

合理性。随时对服务质量开展评估，确保服务产品的质量，严格控制服务收费标准，随时制止市场暴利

和坐地起价行为。对贫困老年人进行生活救助，使其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护理服务。把握社区内流动人

口和非流动人口，减少社区内居民户籍限制，掌握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状况，根据需求开展上门援助活

动。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生活娱乐活动，不断提高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的认识，树立独立自主的养老观点。
增强社工、护理人员和社会各界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

3. 构建福利型社区确保网络化服务的开展

近年来，福利社区化 ( welfare communization) 成为国内外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福利

社区化主要指政府部门、非营利部门和企业团体组织通过整合和利用社区内的资源，以较低的成本支

出和政府投入使当地居民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我国社区福利主要以提高当地居民整体生活质量为目

标，利用当地资源提供家政、护理预防、保健等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型福利服务。为了确保

网络化上门护理服务的开展，应在一线城市的街道设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该区域的资源枢纽设

施连接其他福利机构，形成“一站多点”的服务网，以 10—15 分钟的服务圈为基础向当地老年居民

提供上门服务。在服务开展过程中，应重视服务评估标准、评估专业人才和评估模式建设，确保服务

的顺利开展和反馈。进一步完善专业化的护理服务，加强对社工的培训，从而保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

更为便捷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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