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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

以长期护理制度为中心

（日）小岛克久

［摘 要］ 日本在经历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经历了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相关支出增长。

1990 年之前，人均 GDP 增长的同时，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应增加。这不单是经济增长的功劳，还

得益于制度建设的努力。1990年以后，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呈现与人均GDP水平不相关的增长趋势。

特别是在长期护理制度建设方面，日本努力确保多元筹资渠道，并有计划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和多主体的服务供给体制。也就是说，日本在无法预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筹资渠道和服

务供给体制两个方面的努力建设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在人口老龄化态势严峻与经济增长预期

不佳的状况下，长期护理制度的建设需格外重视两点：一是确保全社会均衡负担筹资责任；二

是充分利用公营和私营主体建设长期护理服务制度，并明确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职能。

［关键词］ 老龄化；长期护理制度；日本；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方面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为了逐步

完善医疗、养老金、长期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支出也随之增加。人们普遍认为日本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支出的增加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结果。经济发展的确为福祉预算提供

了经济基础，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因有以下两点：①行政立法等相关人员为了确立制度

框架、扩大对象范围、改善发放水平所付出的努力；②老龄化进程所带来的自然增长等。实际上，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日本行政、立法相关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建立的。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

代后半期，在无法预测日本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在财政、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体制等方面进行

各种努力，日本建构了新的长期护理制度。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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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因果关系。

在此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本文使用日本《社会保障费用统计》《国民经济计算》《国势调查》

中关于社会保障、经济、人口的官方统计，结合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探讨经

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其次，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建立的长期护理制度的发展，同

时与东亚、欧美等国家、地区的长期护理制度进行对比。

二、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一）日本人均 GDP 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变迁

日本社会保障历史悠久 a。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 1874 年建立了恤救制度（支援部分贫

困人群的政策，与作为生活保障的前身的 1929 年救助法紧密相关），1922 年建立了健康保险（以

劳动者为对象并于 1927 年实施），1938 年建立了国民健康保险（以个体经营者等为对象），

1941 年建立了职工养老保险（现行的厚生年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制

定了生活保护法，并创设儿童福祉、残疾人福祉制度。

20 世纪 50 年代起，日本开始公布 GDP 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数据。根据内阁府《国民

经济计算》、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会保障费用统计》b，结合人均 GDP 及社会保

障给付费（ILO 标准）的变化，对 1951 年至 2015 年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

进行分析。其具体内容的总结如图 1 所示。此图的横轴为“人均 GDP”，左面的纵轴为“人均

社会保障给付额”，金额单位为 1000 日元。右侧的纵轴表示老龄化率，日本老龄化率（65 岁以

上人口所占比率）与“人均 GDP”的关系为图中没有图例的曲线。

首先，从图 1 可以看到 1951 年至 1973 年 （日本福祉元年，这一年扩充了社保给付），这

一时期的前半段包括二战结束后的混乱期和 50 年代，此期间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课题是如何支

援生活贫困者、如何改善营养、针对传染病的对策等。而 6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增长期，

1961 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对象扩大到所有国民（国民皆保险·皆年金），同时其他社会保

障制度的给付也得到改善，导致以医疗费为主的社会保障给付金大幅增加。这一时期人均 GDP

从 6.5 万日元增至 107 万日元，约增长了 15 倍，而人均社会保障给付从 0.2 万日元增至 5.7 万日元，

约增长了 28 倍。此外该时期的老龄化呈低水平缓速发展的状态 c。1951 年的老龄化率为 4.9%，

此后在 5% 至 6% 之间变化浮动。1970 年老龄化率达到 7.1%，1973 年升至 7.5%。日本高度经济

增长期亦是日本社会开始向老龄化社会转变的初期，但其速度与之后相比较为迟缓。

a  关于日本社会保障的历史，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 11 年版厚生白皮书》，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http://
www.mhlw.go.jp/toukei_hakusho/hakusho/kousei/1999/。

b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年公开关于日本社会保障的收入及支出的政府统计。其根据国际劳工组
织（ILO）标准（内容包括收入及支出，把握社会保障对象的支付情况）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
（内容只有支出，除了对被保险人的支付外，还有完善设施的费用）进行统计。详细内容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与
人口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www.ipss.go.jp/site-ad/index_Japanese/security.html。

c  1920 年的国势调查是日本对老龄化率进行的第一次统计，老龄化率为 5.3%。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中国台湾
的老龄化率分别为 2.9%、2.5%，低于日本。这表明，日本是在老龄化程度较深的背景下开始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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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73 年至 1980 年期间，日本经济受石油危机影响，开始从高度经济增长期向稳定增

长期过渡，社会福祉给付金也大幅增加。1973 年被称为“福祉元年”，扩充了医疗、福祉领域

的给付以及服务内容（完善老人福祉设施、保育所、老人医疗免费化、儿童补贴等）。从 1973

年到 1980 年期间，人均 GDP 增长的同时（从约 107 万日元增至 212 万日元，约增长了 1 倍）人

均社会保障给付费也大幅度增加（从约 5.7 万日元增至 21 万日元，约增长至 3.7 倍）。此时期的

老龄化率从 1973 年的 7.5% 上升至 1980 年的 9.1%。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稳定增长期之后经历了泡沫经济期（股票、不动产大幅增值，

高价商品易销等）。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石油危机爆发，因经济增长受挫导致税收增幅放缓而

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为了抑制支出对当时的制度进行了修改。例如，随着老龄化的

显著，医疗费的负担增加，1983 年实施的《老人保健制度》（公费、医疗保险共同负担）将原

本免除的老年人医疗费，修改成部分医疗费由个人负担。1986 年对养老金也进行了修改。该时

期（1980 年至 1990 年）人均 GDP 从 212 万日元增至 365 万日元，约增长至 1.7 倍。人均社会保

障给付费从 21 万日元增至 38 万日元，约增加至 1.8 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老龄

化率从 1980 年的 9.1% 增至 1990 年的 12.0%，增加了 3 个百分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步入泡沫崩溃期（股票、不动产价格大幅度下滑，并伴随经

济下滑、就业难等问题）及之后的经济停滞期两个阶段。该阶段老龄化进一步激化，社会保障制

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完善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了“黄金计划”；

通过实施“天使计划”等少子化对策，增建了保育所、提高了儿童给付。2000 年之后；在实施

长期护理保险、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修改养老金制度等措施的同时，也继续大力推动应对少子

化的相关政策。这一时期（1990 年至 2015 年）人均 GDP 的水平保持稳健增长，从 365 万日元升

至 423 万日元。与此同时人均社会保障给付金逐年增加，1990 年为 38 万日元，到 2015 年增至

为 90 万日元，约增长了 1.4 倍。同时期老龄化率也大幅度上升，1990 年为 12.1%，1994 年上升

为 14.1%（日本正式步入老龄社会），2005 年继续上升，升至 26.6%。

图 1  日本老龄化、人均 GDP、社会保障给付金及 GDP 的变迁（195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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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截至 1990 年，虽然每个时期增速不同，但人均社保给付金是随着人

均 GDP 增长而增长的。其背景是，由经济的增长带动社会保障财源的大幅增长、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立、给付对象的扩大、给付水平的改善。另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均社会保障给付

金持续增加，与人均 GDP 的增长失去联动性。其背景是，社保给付的增长来源于伴随老龄化产

生的年金、医疗、长期护理需求，以及育儿帮扶需求。

（二）与东亚、欧美主要国家及地区对比

至此为止，本文阐述了随着时间变化日本人均 GDP 及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接下来将此结

果跟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交叉对比，探讨日本的特点。图 2 归纳总结了日本与欧洲主要国

家 a 以及代表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 b，分析“人均社会支出”（OECD 标准的社

会保障支出）与“人均 GDP”的关系。设定分析期间为 1980 年至 2013 年，图的纵轴为“人均社

会支出”，横轴为“人均 GDP”，数值单位为美元。图中显示的从左下向右上的变化曲线表示

该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及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同时增加的趋势。

从图 2 可以看出，1980 年日本所处位置在左下，换言之：人均社会支出及人均 GDP 都低于

欧美国家。但从 1985 年至 1995 年期间人均 GDP 大幅度增长，虽然 2000 年有所减少，但人均约

39000 美金的水平高于欧美各国，但是人均社会支出的增加低于同年的美国及英国，依然是标准

最低的国家。2000 年以后，欧美各国人均 GDP 以及社会支出均呈现增长趋势，而日本人均 GDP

趋势虽有变化，但社会支出依然保持增长趋势。总之，日本的人均 GDP 及社会支出的水平与

1980 年相比，虽然有所增长但其水平均低于欧美各国。此外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 GDP 及

社会支出都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图 2  人均社会支出与 GDP（1980—2013 年）

资料来源：根据 OECD 的 Social Expenditure(SOCX)、日本行政院会计总局资料制作。

a 除了加拿大以外的 G7 各国数据外，追加了瑞典的数据。

b 韩国使用 OECD 的数据。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政府公开数据，人均社会支出按照 ILO 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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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本的特征为 1950 年以后随着人均 GDP 的变动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呈增长趋势。

且从图 1 中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老龄化问题越发显著，日本在无法预测经济前景的条件下，

社会保障支出随着社会老龄化导致的养老金、医疗、长期护理的社会需求加剧而逐步增加。在

这样的背景下，在构建需求日益增加的长期护理制度时，日本采取了怎样的经济又有效的政策

呢？我们将在梳理长期护理费用增加与老龄化、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进

行论述。

三、长期护理费用的增加与老龄化、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完善长期护理制度的世界趋势

随着老龄化，对各个国家、地区而言如何构建长期护理制度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策课题。

例如，包括日本在内的 OECD 国家，虽然财政构成、给付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数国家、地

区是由通过社会保险方式（日本、德国、韩国）、税收财源（瑞典等多数国家）实现长期护理

制度的构建。但是从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的比例来看，2008 年 OECD 国家平均为 1.5%，占比

最高的瑞典是 3.6%，最低的葡萄牙是 0.1%，各国各地区情况较为复杂（日本为 1.6%、韩国为

0.3%）a。

该数值较为分散，由此可见大多数 OECD 国家的长期护理制度并未实现“普遍”模式，即未

能保障所有有长期护理需求的国民。2015 年的 ILO 工作汇总中指出，占世界人口 80% 的 45 个国

家的中央政府级别实施的长期护理制度的状况可以分为 4 种类型：①覆盖全国民（所有的需要长

期护理的人），形成了“普遍”的长期护理制度；②受财力影响只覆盖了“部分国民”的长期护

理制度；③无中央政府级别的长期护理制度；④无数据 b。属于①种类型的国家有比利时、捷克、

丹麦、德国、冰岛、日本、韩国、卢森堡、瑞典 9 个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 5.6%。也就是说有

制度信息的大多数国家都属于②或③。

将这个结果对照亚太地区来看，属于类型①的只有已经建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日本和韩国。

中国虽然被评为类型②，但中国从 2016 年起，在 15 个城市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中国台湾

地区虽然不在本次分析的对象范围内，但中国台湾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目前正在通过实施长期护

理 10 年计划 2.0，逐步完善基于社区的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体系。

（二）实现“普遍长期护理制度”国家的长期护理支出与老龄化、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上所述，实现“普遍长期护理制度”的国家为数不多，所以需探讨此类型国家的长期护理

支出与经济增长、老龄化的关系。根据 2000 年至 2014 年的数据，对上述 9 个国家当中的 8 个国

家（捷克、丹麦、德国、冰岛、日本、韩国、卢森堡、瑞典）的人均长期护理支出与人均 GDP、

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

a 参见 OECD, Long-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2005; OECD, Help Wanted?, 2011.
b  参见 Xenia Scheil-Adlung, Long-term Care Protection for Older Persons: A Review of Coverage Defi cits in 46 Coun-

tries, ILO, ESS Working Paper, 2015, No. 50。该分类并没有反映州政府等地方政府级别的制度。因此，关于州政
府级别如何完善长期护理制度，OECD《设有收入限制的长期护理制度》中将加拿大分到类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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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图 3 为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比与老龄化率之间的关系。各国数据以 2000 年为起点、

以 2014 年为终点连线。直线越长表示老龄化、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比例的变化越大。从中发现，

除了老龄化率相对较低的卢森堡以外的其他国家，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的

比率也相应增加。两者同时增长尤为明显的国家是（从左下向右上伸展的斜线）日本和韩国，正

面临着急速的老龄化与长期护理支出的增加。

图 3  老龄化率与护理支出的关系 （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 OECD 数据制作而成。

图 4  人均 GDP 与护理支出的关系（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 OECD 数据制作而成。

其次，图 4 为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比与人均 GDP 的关系。从此图中可以发现，除日本以外

的其他各国家，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比与人均 GDP 均呈增加趋势。同时增长最为明显的国家是

瑞典，人均 GDP 增长幅度最大的为卢森堡。而日本基本呈垂直的直线，人均 GDP 基本没有变化，

长期护理支出占 GDP 比有较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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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长期护理制度的建构与经济的关系

（一）设立“长期护理保险”的背景及制度的概要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体制得到了大幅度完善，并对设立且实施长期护

理保险做好了准备。该时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进入长期的经济低增长、通货紧缩。1999

年经济企划厅的《经济白皮书》表示，日本 GDP 增长率实际上从 1990 年度的 5.4% 开始下滑，

除了 1991 年度 2.9%、1995 年度 3.0%、1996 年度 4.4% 以外，进入-2.0% 至 0.6% 的零成长或负

成长阶段。另一方面，日本的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实际生活情况发生变化， 1994 年老龄化率达到

14.1%，步入“老龄社会”，预测今后仍然急剧加速 a。而老年人实际生活情况的变化表现为独居

老人、空巢老人增加。据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中“空巢老人”“独

居老人”所占比例，从 1970 年的 22.5% 上升至 1994 年的 42%。此外，女性就业也有所增加，因

此仅依靠家庭来长期护理老年人变得越来越困难，由社会整体应对长期护理需求势在必行。据厚

生劳动省估计，1993 年“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约为 200 万人，2025 年将增加至 2.6 倍，达

520 万人。1995 年度老年人长期护理费用为 2.1 兆日元，2000 年度为 4.4 兆日元，估算 2010 年度

a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问题研究所对该时期的人口预测，日本人口老龄化率 2000 年达到 17%、2025 年达到
25.8%。事实上，2000 年老龄化率达到 17.4%，2015 年老龄化率达到 26.6%。

图 5  日本护理保险的框架、特点、现状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的资料整理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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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0.5 兆日元，因此，需从服务供给和保障经费的角度构建新型长期护理体制 a。

在如此背景下，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探讨设立“长期护理保险”，1997 年法

制化，2000 年开始实施。其制度概要如图 5 所示，主要特点如下：第一，“长期护理保险”的

对象分两类，一类是 65 岁以上的人，一类是 40 岁至 64 岁的人，两者都要根据其收入高低缴纳

长期护理保险费。第二，运营“长期护理保险”的主体是市、区、町、村等贴近居民生活的政府

机关，财源的 50% 来自公费补助，国家、都道府县也给予补助。第三，老年人等需接受“要长

期护理审定”，被审定为“要长期护理”时，将其要长期护理程度、有无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编写

到“长期护理方案”中，根据此方案享用由公办及民营机构所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此外，日本

的“长期护理保险”是由社会保险制度决定提供服务的形式及价格，而长期护理机构围绕用户形

成竞争，“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二）完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体制

日本的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体制是与长期护理保险区分开、花费较长时间稳步发展起来的 b。1963

年制定的老人福祉法，虽然规定了特别养护老人院的制度化、各种老人福祉设施的设置，但因长期

护理设施不够，利用者仅限于低收入的需要长期护理老年人等（例如，根据厚生劳动省《福祉行政

报告例》，特别养护老人院 1965 年有 28 家，入住人数为 2085 人）。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随着卧床不起老年人人数增加，长期护理设施逐步得到扩充。70 年代后半期，从以常住地为中心开

展生活支援的角度出发，居家福祉的重要性得以重视，居家长期护理得到完善。80 年代，确立了机

构长期护理（日托长期护理）制度、短期入住生活长期护理（短期入住）制度。1989 年制定了“老

年人保健福祉推进10年战略——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的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10年战略——

新黄金计划”，从而完善了以居家、日托长期护理为中心的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体制。1999 年制定了“今

后 5 年老年人保健福祉施策方针——黄金计划 21”，其中设定了在 2004 年度完善长期护理服务基础

设施的目标、推进制定老年痴呆症防治对策、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等方针。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实

施的改革，实现了民办企业等营利法人可以参与老年人福祉领域，成为提供居家长期护理、日托长

期护理服务的中坚力量。如上所述，日本在完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体制上历时长久，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完善，实现了长期护理事业主体向多元化发展。

（三）长期护理制度的建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日本现有的“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经济低增长、未能预见急速老龄

化的时代背景下。因此“长期护理保险”需进行有效利用日本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弥补以

经济增长为前提，即以在职人群的人口和收入均增加为前提的制度缺陷。这里，将这些变革的主

要特征整理如表 1，分“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体制”两个部分。“长期护理保险”

着眼于保障财源的机制，又分为“被保险人的范围”“公费负担”两部分。“完善长期护理服务

供给体制”部分介绍“完善基于计划的长期护理服务”和“民办营利机构的参与”。

a  根据 1995 年 12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预测，长期护理服务单价的增长率等的推算较为复杂，本文所介绍的只是
其中一部分结果。

b  详细内容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 12 年版厚生白皮书》，http://www.mhlw.go.jp/toukei_hakusho/hakusho/kousei/2000/
dl/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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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构建护理制度的经济层面

　 现有制度 讨论论点 背景

护理保险 ( 保
障财源的策

略 )

对象范围
（护理保险
被保险人）

老年人（65 岁以上）
及 40 至 64 岁的人

老年人（65 岁以上）
及在职人群→在职
人群的年龄
20 至 64 岁 或 40 至
64 岁

1. 只依靠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无法
筹集财源（从在职人群筹集财源）
2. 对于在职人群的好处（40 岁后
开始护理父母，40 岁后加龄疾病
的发病率增加等）
3. 残疾人福祉应对 20—39 岁的护
理（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以老年
人为主）

公费负担

护理费用的 50% 由公
费补助（国家 25%、
都道府县 12.5%、市
区町村 12.5%）

-

1. 老年人能够支付的护理保险费
水平
2. 护理服务是社会必备的基础建
设（首先靠公费补助）

支援市区町村的“财
政调整补助金”

市区町村的保险财
政 的 差 距。 如 何 支
援财政能力较弱的
市区町村。

市区町村运营“国民健康保险”，
老年人医疗保险较多的赤字靠税收
填补，完善护理服务供给体制

完善护理服
务供给体制

有计划地完
善护理服务

1990 年起，基于“黄
金计划”等施行有计
划地完善

如何完善护理服务
→依靠公费完善
（完善护理服务的
基础）

即使有护理保险若没有护理服务
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完善护理服
务的基础）

护理机构运
营主体

由公办与民办机构
提供

民办营利企业的加
入（规制改革）

1. 只靠公费的护理服务基础，预
算不足
2. 通过民办有创意的服务提高护
理质量（仅限于公办的福祉领域
向民办开放）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1.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保障财源的手段

（1）被保险人范围

如图 5 所示，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包括第一号被保险人（65 岁以上的人）以及第

二号被保险人（40 岁至 64 岁的人）。长期护理保险是为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而设立的制度，

因此保险对象仅限于老年人。但是，日本的老年人与其他 OECD 国家相比，收入上的差距较大，

贫困率也相对较高 a。老年人平均收入也比在职人群低，因此只依靠老年人保证长期护理保险财

源是不现实的。把“老年人长期护理社会化（全社会支援老年人长期护理）”作为目标，让年轻

代际共同负担保险费更符合实际情况。

实际上，1996 年 4 月，厚生劳动省的老人保健福祉审议会的最终报告对长期护理保险进行分析，

指出应当“把 65 岁以上定为被保险人，且让年轻人共同负担保险费”，并把年轻人的年龄范围规

定为“20 岁以上或者 40 岁以上”。把“20 岁以上的人”设定为长期护理保险的对象，增加了被保

险人数，在确保财源上是有利的。但 20 岁至 39 岁的长期护理需求是通过残疾人福祉来应对的，而

a  2009年，OECD 标准（等价可支配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 ÷ 家庭人数的平方根）的日本老年人基尼系数为 0.341
高于所有人群的基尼系数 0.336，贫困率（贫困线是等价可支配收入的中位值的 50%）为 19.4%，亦高于所有人
群的贫困率 16%。OECD 国家的收入差距与贫困的详细内容参见 OECD, Divided We Stan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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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年化产生的长期护理需求是从 40 岁左右开始 a。此外，还有观点认为 40 岁以后护理父母的

可能性也逐渐增大。1996 年 5 月 14 日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初步设想”明确规定了被保险人范围：

“65 岁以上的人为第一类被保险人，40 岁至 64 岁的人为第二类被保险人”。1996 年 5 月 30 日的“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修正设想”将被保险人对象的规定更改为“65 岁以上的人为第一号被保险人，40

岁至 64 岁的人为第二号被保险人”，正式确定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范围。因而，日本的长

期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范围不仅考虑到如何确保财源，也考虑了实际上有长期护理需求的年龄层

（老年人），以及能利用长期护理服务给其带来更多方便的年龄层（家属长期护理者）b。

（2）长期护理保险费

老年人、40 岁至 64 岁的人各自负担其长期护理保险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占长期护

理保险费财政总额的 22%，运营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区町村规定老年人需负担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的

缴费标准（厚生劳动省规定根据老龄化程度和长期护理需求、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体制、之后 3

年内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均衡“无赤字”等）。考虑到老年人经济实力的差距，缴费标准按收入

水平分为 9 个阶段（实施初期为 5 个阶段）。然而，1995 年 2 月 15 日的长期护理保险“事务局

试行方案”（事务局指厚生劳动省）规定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费为：定额＋收入比例。“定额

部分”不受老年人收入限制，缴纳一定金额的保险费。但是此规定有可能导致低收入的老年人无

法负担定额部分。“收入比例”部分，需要详细掌握高收入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才能计算，增加了

市区町村的业务负担。因此，采用了按收入分档收取长期护理保险费的简化模式。通过这一形式，

实现了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收入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充分利用了老年的经济能力。

40 岁至 64 岁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费负担了长期护理保险财政总额的 28%。长期护理保险

费率是根据各医疗保险中人均长期护理费用计算得出的。例如很多劳动者参保的“协会健保”，

2015 年度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工资的 1.58%，且保费均摊（职员和雇主各负担 50%）。因在职

人群缴纳了长期护理保险费，有效抑制了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的缴费标准攀升。且保费均

摊规定了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这就同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厚生年金）一样有效利用了企业

的财力。

长期护理保险由老年人及 40 岁至 64 岁共同负担保险费。2015 年分别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财

政总额的 22%、28%（合计 50%），此比例是按双方人口比例决定的。2000 年制度实施初期，

该比例为 17%、33%，也就是说随着老年人人数的增加，老年人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费的比例与人

均长期护理保险费都会提高。实际上老年人所负担的平均长期护理保险费（全国平均人均长期护

理保险费），2000 年至 2002 年度为 2911 日元，2018 年至 2020 年度上升至 5869 日元。若老年

人增加而在职人群减少的话，老年人的负担将加重，将来无法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费的老年人可能

越来越多。因此，在保障财源的同时，今后调整给付内容的可能性很大。

a  研讨长期护理保险的老人保健福祉审议会是当时厚生劳动大臣老健局的审议会，并不负责残疾人福祉，所以关
于残疾人行政是由其他部门负责探讨的。“ 老人保健制度 ”（老年人的医疗费由公费和医疗保险人共同负担）的
保健事业（咨询健康等）的对象设定为 40 岁以上。

b  不只老年人对长期护理有需求，年轻残疾人也对长期护理有需求。关于残疾人长期护理的问题，在设立制度的
过程中，另设 “ 残疾人保健福祉举措推进本部 ” 讨论其具体措施。因此，探讨长期护理保险的老人保健福祉审
议会并未对残疾人长期护理进行正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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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费负担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财源的 50% 来自公费（国家 25%、都道府县 12.5%、市区町村 12.5%）。此

分配比例的理由为：对于老龄化加剧的日本而言，长期护理服务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其费

用应该由公费补助。此外，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前的“老人福祉制度”（特别养护老人院）依靠公费

运营，老人保健制度（老人医疗费）规定对含有长期护理要素的给付由公费补助 50%（其余部分

由医疗保险的保险费负担）。参照以往老年人长期护理的相关制度，规定了现行的公费补助比例。

长期护理保险以市区町村为保险人，因此在保费收入、给付等方面存在地区差别。为了调节

地区差距导入了“财政转移支付金”。针对长期护理需求较高的高龄老年人（75 岁以上）所占

比例较大的市区町村，或者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市区町村，由国家实施补助（普通转移支付）。

针对灾害等特殊情况也由国家发放补助（特殊转移支付）。此外，都道府县设置了“财政稳定化

基金”，若发生超出预想的给付等情况时，由基金向市区町村提供补助或借贷资金。

这种构造在抑制老年人与在职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上升的同时，通过巩固长期护理保险

财政的机制，稳定市区町村的长期护理保险财政。市区町村能够通过自身的预算填补长期护理保

险的赤字，且不会发生增加居民纳税负担、降低可支配收入的问题。

2. 完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体制

（1）政府计划完善长期护理基础设施

如前所述，日本在探讨长期护理保险以外，另行推进了以公费为财源的长期护理服务基础建

设。20 世纪 70 年代长期护理设施的完善，是以 1970 年瘫痪老人的人数剧增及其生活惨状被曝

光为背景，1971 年起实施“社会福祉设施紧急完善 5 年计划”，从而完善老年人福祉设施。例

如特别养护老人院，1970 年度有 205 家（入住人数为 15979 人），1979 年增至 919 家（入住人

数 72339 人），2016 年增至 9324 家（厚生劳动省《福祉行政报告例》）。20 世纪 80 年代加强

完善居家、日托服务等长期护理服务，其转折点是“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行 10 年战略——黄金计划”

（1989 年制定），设定了截至 1999 年完善居家福祉、设施福祉等的目标：将居家福祉服务作为

重点，扩充约 3 倍的家庭长期护理员（10 万人），日托服务及短期入住扩充约 10 倍（各 1 万家、

5 万床）。此目标顺利达成后，1994 年制定的“新的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 10 年战略——新黄金

计划”提高了目标，例如设定到 1999 年，家庭长期护理员从 10 万人增加到 17 万人，日托服务

从 1 万家增加到 1.7 万家。实际的完善情况是，1998 年家庭长期护理员增至 15.7 万人，日托服务

为 1.1 万家 a。1999 年的“今后 5 年老年人保健福祉施策方针——黄金计划 21”，除了完善长期

护理基础设施（2004 年度的目标为家庭长期护理员 35 万人，日常照顾机构 2.6 万家），还包括

了老年痴呆症防治对策（至 2004 年度为止，设立针对老年痴呆症的集体老人之家 3200 家）、促

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等内容 b。

a  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 12 年版厚生白皮书》，http://www.mhlw.go.jp/toukei_hakusho/hakusho/kousei/2000/dl/08.pdf。
b  此计划的详细内容参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 10 年战略》，载《日本社

会保障资料Ⅳ（1980—2000）》，http://www.ipss.go.jp/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ouron/17.pdf；国立社
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新的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 10 年战略》，载《日本社会保障资料Ⅳ（1980—2000）》，
http://www.ipss.go.jp/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ouron/20.pdf；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后 5 年老年人保健
福祉施策方针—— 黄金计划 21》，http://www1.mhlw.go.jp/houdou/1112/h1221-2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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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划的特点如下：采用了“计划行政”的方法，设定完善长期护理服务的期限及目标，

并获取管理财政及地方自治的省厅同意等。根据这些计划，进一步确保完善长期护理服务基础设

施的预算，通过国家、地方自治体、长期护理事业机构的配合，按照计划完善了长期护理服务基

础设施。

（2）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日本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国民生活、经济活动等方方面面，经济规则的管制措施发挥了

作用。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精简行政（削减预算）的观点、90 年代搞活经济（创建新的经济活

动领域）观点的影响，日本放宽、废除了不符合时代的管制。管制改革涉及领域广泛，其中有关

长期护理的部分，可以列举以下内容。

①民间力量（营利、非营利）参与长期护理服务领域

随着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除特别养老院等设施以外的其他设施得到许可（此前仅限地方自

治体及社会福祉法人等非营利组织）

②市区町村可委托民办企业运营日托服务、短期入住

1997 年度起允许委托 a

③市区町村可委托民办企业运营居家长期护理支援中心

2000 年度起允许委托 b

④关于特别养护老人院设施用地的条件，将“使用自有土地、或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租借

的土地”改为“城市地区允许向国家、地区自治体以外的出借方租赁土地”。

通过这些规制改革，民办机构可以直接运营事业所，或以受市区町村委托的形式参与公共长

期护理服务供给。这对提供居家、日托服务的长期护理事业所的影响尤为显著。改革带来的另外

一个经济效果是增加了长期护理领域的就业。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资料，2000 年度从事长期护理

的人数是 54.9 万人，2016 年度大幅增加至 183.3 万人。据厚生劳动省推算（2018 年 5 月），

2025 年度需要约 245 万的长期护理人员，在 2016 年 190 万的基础上还需增加约 55 万人（平均每

年增加 6.1 万人）。但是工资等待遇较低导致长期护理员离职率较高。为了确保人才供应，改善

劳动条件成为重要的课题 c。

此外，随着民办企业的加入，长期护理事业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在准入、退出、长期护理供

给服务规则的遵守情况等方面，政府的监管责任反而加大。例如，2008 年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

以部分民办长期护理机构不正当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给付为契机，实施以下对策：①选任守法负责人，

制作守法手册，并提交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备案；②有疑似不正当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给付的

情况，政府将入驻检查；③针对为规避处罚而临时停业的现象，长期护理机构的停业、歇业由事

a  详细内容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社会保障资料Ⅳ（1980—2000）》，http://www.ipss.go.
jp/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yakaifukushi/662.pdf；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http://www1.mhlw.go.jp/
topics/h10-kyoku/roujin-h/t0120-10g.html。

b  详细内容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社会保障资料Ⅳ（1980—2000）》，http://www.ipss.go.
jp/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yakaifukushi/820.pdf。

c  针对人才不足问题，日本正式开展了是否接收外国人长期护理劳动者的讨论。例如，设立 “ 长期护理领域 ” 的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设立了与 “ 长期护理 ” 相关的外国人在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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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登记改为提前登记 a。也就是说，启用民办力量，不仅意味着节约政府预算和减轻负担，政府作

为市场监督方的责任反而是增大的。将民办机构引入长期护理领域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Long-term Care System

Katsuhisa Kojim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Tokyo 1000011, Japan)

Abstract：While experie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has also witnessed population aging,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expenditure. Until around 1990, 

both per capita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per capita GDP were increasing, which can be attribut-

ed to economic growth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fter 1990, social security ex-

penditure began to increase independently of per capita GDP. Particularly in building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Japan ensures that the system is funded by multiple parties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providers of diff erent natures. Japan also carries out the plan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given the poor economic outlook, Japan builds its long-term care system for elders fo-

cusing on funding resources and service provision. In view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dim economic 

prospects, two aspects need particular attention: (i)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 nancing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should be shouldered by the society in a balanced way; (ii)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stablish-

ments should be fully engaged in provid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s, with the governments playing the 

role as a regulator.

Key words：aging; long-term care system; Japa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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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针对日本为了增加长期护理事业的劳动力，委托重视盈利、效率性的企业加入福祉工作的批判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