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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

确立及启示
丁建定 *

摘要：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 年）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有了重要发展：1919 年颁布的《魏玛宪法》

实现了德国公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宪法化；建立起包括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矿工保险在内的五

大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疾病保险制度管理和工伤事故保险覆盖面等都有明显的

发展变化；建立起涵盖失业者、残疾军人及阵亡军人遗属、社会保险金领取者和普通养老金领取者

等在内的公共救济制度，救济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重要发展变化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德

国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确立的时代，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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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以后，很快进入长期萧条之中，

持续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导致失业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加剧。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 40.6%，破产企业达到 6 万家（樊亢、宋则行，1980）。经

济危机除了引发经济下滑还导致失业增加，工会会员失业率在 1920 年仅为 3.8%，1923 年迅速上升

到 35.4%，1929 年下降为 20.6%，1930 年上升到 35.6%，1931 年飙升到 53.4%，1932 年更是上升到

66.4%（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1962）。贫困成为接踵而至的问题，1920 年 12

月全德工会同盟的备忘录证实：“广大的劳动居民群众都营养恶劣；与 1914 年相比较，生活必需

品的价格平均上涨十五倍，同时，工人的平均收入却降低了四分之三。例如，一个工人劳动一星期

的收入才能买一百磅土豆。又例如六个星期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双高筒皮靴。”（洛赫，1976）

俾斯麦时代所颁布实施的养老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以及医疗保险法，标志着社会保险制度

在德国的诞生，这三大社会保险法也使得德国成为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的发源地。然而，三大社会保险法只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开端，不仅存在社会保险制度

项目缺失的问题，也存在相关社会保险制度项目规定不合理问题，并对社会保险制度难以覆盖或者

难以解决其贫困问题的需要者缺乏系统的公共救助制度。同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及其领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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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政府颁布实施三大社会保险法的初衷是为

了避免社会主义运动蔓延，而非出于对德国公

民社会保障权益的根本性认同。

德国所面临的问题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所存在的上述缺陷呼吁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魏玛共和国所采取的一些类社会

保障政策措施使得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根

本性的转变，魏玛共和国因此被誉为“德国历

史上的第一个福利国家”（孟钟捷、王琼颖，

2021）。遗憾的是，学术界虽然对俾斯麦三大

社会保险法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但并没有对魏

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给予足

够的关注和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与魏玛

共和国对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贡献并

不匹配。本文在国内有限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试图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

展展开进一步的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

全面地把握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历史演进的

系统性，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揭示德国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

二、德国公民享有社会保障制度权益的

宪法确认

俾斯麦的三大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后，德

国虽建立起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

保障制度，但德国社会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认识

不统一，甚至在 1911 年德国颁布《社会保险法

典》后，德国社会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分歧依

然存在。20 世纪 20 年代末，当德国面对严重

经济危机和各种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时，社会

保障制度对于缓和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的

作用已变得极为重要的情况下，这种分歧仍然

十分显著。民族人民党议员古斯塔夫·哈尔茨

提出用个人强制储蓄方式取代社会保险制度；

哲学家恩斯特·霍内菲尔将社会保险制度视为

对德意志民族的亵渎，并认为对贫困者的救助

将使其失去抵抗贫困的勇气；医生埃尔文·里

克则指责养老保险制度损害了德国经济的健康

肌体（孟钟捷、王琼颖，2021）。

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成为德国政府的必要选择，然而德国社会对如

何应对失业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讲坛社会主

义者要求建立一种国家资助下的失业保险基金，

如马克斯·韦伯就指出，解决失业问题是力图

塑造福利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自我维护方案；弗

里德里希·瑙曼指出，无论何时何地，解决失

业问题都是无可选择的问题；还有讲坛社会主

义者主张借鉴比利时根特市的做法，将工会失

业保险基金与政府失业补助基金结合起来，失

业者既可领取工会失业保险金，还可以领取政

府失业补助金。但是，讲坛社会主义者中也存

在分歧，布伦塔诺就一方面指责之前的就业保

护与防御措施无法应对经济萧条中的失业，另

一方面又认为完全依靠国家体制也是一种乌托

邦。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工人阶级应该自己解决

失业问题，古斯塔夫·尚茨提出建立基于工人

自我责任的强制储蓄基金，缴费总额由工人承

担 2/3，雇主承担 1/3。社会改良主义者强调建

立由劳资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德国职业介绍协会主席理查德·弗洛恩德提出，

应该确保失业保险基金由劳资双方共同缴费、

共同管理；德意志民族党国会议员列奥波德·松

内曼提出授权市政府对其居民实施强制失业保

险计划，其费用和管理由劳资双方平等参与（孟

钟捷、王琼颖，2021）。社会主义者则要求用

革命的方式解决失业问题，考茨基指出：“只

有如下的方式才能解决失业问题：那就是夺取

政治权力！”（洛塔尔·贝托尔特，1983）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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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公开反对和批评任何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

主张，理查德·埃伦贝格将失业保险同工作量

减少联系起来，给失业保险绑上道德债务；资

方将失业问题归因为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及外籍

劳动力过多，《德国企业家报》更将失业保险

方案说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宣传手段；还有人

将失业保险形容为一辆“无法预知的谎言的马

车”，不仅加大德国企业主的负担，还将损害

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同的主张导致德国社会

对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难以抉择，社会改革家

威廉·施蒂达在 1902 年写道：“在社会生活中

还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失业保险就是一种

理想。理想就是在实践中无法实现的东西。”

海因里希·赫克纳则指出失业保险是“我们社

会保障体制宏伟建筑上尚未插上的一翼。”德

国政府认为：“现在还不是实行强制干涉的时

机，我们也许还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有这样的

可能。”（孟钟捷、王琼颖，2021）

德国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所存在的严

重分歧植根于德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构

成，这在 1919 年 1 月 19 日的国民议会选举结

果即可见一斑（见表 1）。国民议会由德国社

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意志人民

党和其他各党组成，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在议

会中占有 50% 以上的议席，这种政党结构很难

在重大社会法案方面达成一致。

德国社会对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严重分

歧，影响了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引发

了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促使政府必须积极回应

民众诉求，不仅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保障其基本生活，而且要通过系统的法律规

定切实保障其社会保障权益。早在 1918 年 11

月 12 日，德国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就发出《致

德意志人民呼吁书》，该呼吁书指出：“从革

命中产生的政府，其政治领导层是纯粹社会主

义的。该政府确立的使命是去实现社会主义方

案。”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了一系列具有

法律效应的内容，其中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是

“战争爆发时被取消的工人保护条例再次生效。

进一步的社会政策条令将很快公布。最迟在

1919 年 1 月 1 日，8 小时最高工作时间将得到

确立。政府将竭尽全力来保证更多的劳动机会。

有关失业者救济的条令将完成。它将由国家、

各州和城镇政府分担。在疾病保险领域内，至

今为止强制保险的收入限额 2500 马克将得到提

升。住房危机将通过住房提供的方式予以解决。

确保向人民提供有规划的食品供应。政府将确

保有序生产、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个

人自由与安全。”（孟钟捷、王琼颖，2021）

表 1  1919 年 1月 19 日国民议会选举结果

党派 获得选票 议员人数
选票数（万张） 比例（%）

德国社会民主党 1140 39 165
中央党 600 22 89

德意志民主党 560 18 74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320 10 41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230 5 22
德意志人民党 120 3 22

其他各党 40 7

数据来源：洛赫，《德国史》中册，北京：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7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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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2 月 11 日艾伯特当选为总统以后指出，

德国的目标是“争取和平，使德意志民族拥有

自决权，扩大和捍卫保证德国所有男女政治平

等的宪法，为德国人民提供工作和面包，组织

他们的全部经济生活，使自由不是成为乞丐的

自由，而是文明的自由。”（拉夫，1987）

1919 年 8 月 11 日颁布的《魏玛宪法》（以

下简称“宪法”）对德国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

保障权益做出系统规定。宪法第 7 条和第 9 条

规定，联邦对下列各项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具

有立法权：贫民救济制度和游民救济；孕妇、

婴儿、幼童和青年保护；公共卫生制度；劳工

立法；工人和佣工的保险；职业介绍；公共福

利的维护等；宪法第 119 条和第 122 条对家庭

保护、孕妇和青少年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促进

社会改良和家庭健康是国家和公共团体的任务，

多子女家庭应该享受相当的扶助以减轻这类家

庭的负担；产妇有权要求受到保护和扶助；国

家和公共团体应该建立必要设施保护青年免受

道德、精神和体力的荒废；宪法第 157 条、第

159 条和第 165 条对劳工保护和劳工团体的法

律地位做出规定：劳动力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

联邦应制定统一的劳工立法；无论何人与何种

职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和经济条件而结

社的自由均应予以保障；工人和受雇者有同等

权利会同雇主制定有关劳动条件、劳动效率等

规章，双方所组织的团体及其协定均受法律认

可；工人和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利益有

权依法在企业工会、按照经济区域组织的区工

会与联邦工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宪法第 161 条

对社会保险做出明确规定：为保持健康及工作

能力，保护产妇及预防因老年和疾病所导致的

生活困难，联邦应该建立综合社会保险制度。

宪法第 129 条还规定官吏的养老金和遗属的抚

养金另以法律规定（姜士林等，1997）。

宪法颁布后，德国政府始终重视和保护公

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例如，1923 年 10 月 13 日《授

权法》宣布，“中央政府得到授权，在其认为

处于紧急状态下的财政、经济和社会领域中采

取措施。为此，可以偏离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基

本权利。”但其同时宣布，“此次授权不涉及

规范劳动时间、缩减养老金、救济社会保险体

制下的被保险者和养老金领取者，而且也不涉

及领取失业保险的小养老金领取者。”（孟钟捷、

王琼颖，2021）

宪法以及相关法令对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初步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883—1918

年，德国平均每年通过 1 部社会保险立法，

1919—1932 年即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平均每

年通过 6 部社会保险立法，其中 1921 年通过

12 部，1922 年通过 21 部，1923 年通过 16 部（Peter 

A. Kohler，1982）。宪法不仅对德国公民应该

享受的包括社会保险权益在内的社会保障权益

做出系统规定，而且对旨在保障和实现公民社

会保障权益的相关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

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做出系统

规定，促进了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

保障制度的发展，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德

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三、德国五大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的基本

确立

俾斯麦时代德国政府所颁布实施的社会保

险法没有失业保险法，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缺陷显而易见，建立失业

保险制度成为必然选择和要求，德国社会对失

业保险制度存在的严重分歧只能延缓却不能阻

止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的步伐。1919 年，德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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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部提出制定《失业保险法》，但由于政府更

关注失业救济法令而被搁置。1920 年，劳动部

再次向内阁递交了《失业保险法草案》，之后

该法案被呈交德国议会。该法案规定：将疾病

基金作为失业保险的承担者；中央政府和城镇

政府共同承担保险费用的 1/3，劳资双方各自承

担 1/3；保险对象从工人扩大到农业工人、服务

人员、家庭雇员、大部分职员和公务人员；失

业金发放的最高期限为 13 周，领取资格必须达

到缴费年限不低于 3 年。该法案引发了有关利

益群体的反对，城镇政府认为该法案加重了其

财政负担，疾病保险基金组织担心该法将导致

失业救济集权化，其他社会团体认为其并没有

解决申领者拒绝再就业的问题，因此该法案很

快随着政府更迭而废止。1921 年，劳动部再次

向内阁提交了《临时性失业保险法草案》，这

是一种过渡性方案，失业保险基金由劳资双方

和政府各承担 1/3，其中中央政府承担 1/6，州

政府承担 1/9，城镇政府承担 1/18 以减轻城镇

政府的负担，参保者必须是疾病保险基金参加

者，给付金额度按照前一年缴费金额来确定。

该法案随着内阁倒台而被搁置（孟钟捷、王琼颖，

2021）。

1922 年，德国劳动部再次提出此前的《临

时性失业保险法草案》，其主要的内容变化是

对各级政府承担的筹资比例做了调整，但该方

案在内阁一直未予以讨论，直到 1923 年新的内

阁才将其呈交德国议会。该法案规定：被保险

人的范围包括工人、农业工人、服务人员、家

庭雇员、大部分职员和公务人员；失业保险费

用由劳资双方承担 2/3，中央政府承担 1/6，州

政府和城镇政府各自承担 1/12；取消不低于 3

年的参保人缴费时限；疾病基金不再成为失业

保险的承担者，由地方性职业介绍机构负责审

查失业救济金申领者的资格、通过安排合适岗

位让失业者尽快重新就业、借助有计划的劳动

力市场规划限制失业率，并负责确定保险费用

的高低、形式及支付方式（孟钟捷、王琼颖，

2021）。但该法案仍然未能得到德国社会的广

泛认同，而德国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

只好将关注重点放在能够更加快速发挥作用的

失业救济方面，失业保险法案仍然踯躅不前。

1925—1926 年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德国的

失业问题，1926 年 1 月，德国工会会员失业

率达到 23.7%，1925 年 11 月到 1926 年 8 月，

德国工会会员的失业率一直在 15% 以上（W.J. 

Mommsen，1981）。德国传统的工会失业保险

无法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建立国家

失业保险制度成为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当

务之急。1925 年，德国劳动部再次向内阁递交

失业保险法案，其规定：失业保险费由劳资双

方对等缴纳，缴费率为工资的 3%；城镇政府

和州政府共同承担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 1/3 的

管理费用，其余仍由劳资双方对等承担；失业

保险基金发生危机时，中央政府可参与其中；

保险基金管理者为州失业者基金会，其同州职

业介绍署之间具有人员与业务联系，失业保险

基金主要在州层面上运行，州管理部门中的公

务员担任由劳资双方对等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的

主席；除了州失业者基金会外，设立全国平衡

基金以平衡收支。

该法案引起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保险给付金

支付时限、是否需要增加短期工作为救济金、

领取失业保险金者是否有权同时领取失业救济

金等的资格条件，政府部门认为，应把城镇作

为保险的基本单位，以保障失业保险体制的正

常运行。资方更关注社会保险负担问题及其对

德国工业竞争力带来的影响，希望仍然保留对



学术论文

 2022. 3 / 社会政策研究 / 129

申领者的审查制度，并要求设立一个针对职员

的失业保险基金。工会要求职业介绍机构脱离

国家掌控以保持一定独立性，希望建立一个集

中式的、全国的失业保险体制，中央职业介绍

与失业保险机构直属劳动部，第二层是城镇职

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机构，第三层是劳资利益代

表和公益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保障基金的

正常运行（孟钟捷、王琼颖，2021）。

1926 年 12 月 1—2 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

召开全德失业者大会，代表们要求建立一个失

业者和就业者的共同战线，提高各种失业救济

费 50％，给失业者以救济性质的工作并按工会

与资方商定的标准付酬，对房租提供津贴并配

给马铃薯和煤，以消除或减轻失业者的困难境

况。12 月 3—5 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召开劳

动人民大会，代表们致力于反对失业现象和争

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要求统一工会，没收

诸侯们的财产，保护劳动妇女和消除劳动人民

和中等阶层的困难处境。大会通过的宣言要求

所有的工人、职员、小公务员、小农和知识分

子肩并肩地为反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化和反

对战争威胁而斗争，并建立了一个全国劳动人

民委员会（洛赫，1976）。

1927 年 3 月，劳动部在原法案基础上把失

业保险承办者改为“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局”，

并增加参保资格审查。1927 年 7 月 16 日，《职

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在德国国会以 355 票赞

成、47 票反对的结果顺利通过，并于同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该法规定：失业保险缴费率为

雇员工资的 3%，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

并通过疾病保险基金筹集，国家对失业保险收

支间差额提供财政平衡，失业保险津贴标准依

据工资等级确定，基本标准为相当于被保险人

失业前工资的 50-80%，失业保险的领取时限

为 26 周，此后失业者可领取危机救济金，其标

准根据个人需要确定，由公共救济基金承担，

公共救济基金由国家财政承担 4/5，地方财政承

担 1/5。建立国家劳动介绍和失业保险局，失业

保险管理机构由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代表组

成，实行自治性管理（李工真，2005）。

《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是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

体现，它不仅使得德国社会保险制度项目包括

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四种，更重要的是使德国失业保险制度的适用

范围一开始就包括全部行业的劳动者，而非英

国 1911 年《国民保险法》所建立的失业保险制

度那样仅仅适用于 7 种存在经常性失业行业的

从业者。因此，该法通过后，时任德国劳动部

长布劳恩斯自豪地说：“从此，1725 万德意志

工人和职员将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保障”，

并被誉为魏玛共和国“所做出的最为杰出的贡

献。”（孟钟捷、王琼颖，2021）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疾病保险制度取得

初步发展。1919 年的相关法令扩大了疾病保险

制度的覆盖范围，将之前被排斥在外的职业群

体纳入疾病保险制度，包括自由职业者、农业

工人、在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一类公法和私法企

业内工作者、未能建立疾病保险基金的企业的

工人等。同时，相关法令修改了疾病基金管理

委员会的选举章程，废除了疾病保险管理机构

中的工人和雇主代表分别选举的规定，规定被

保险人的代表在疾病保险管理机构中占 2/3，疾

病保险缴费率提高为最高基本工资的 4.5%。疾

病保险开始对被保险人家属提供全面的医疗保

障，病假工资不仅对工作日而且对星期日和节

假日支付，所有生育妇女无论是否被保险人家

属，均可获得生育津贴和产假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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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疾病保险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1922

年和 1924 年两个重要法令的颁布实施。1922

年的疾病保险法令扩大了疾病保险制度的适用

范围，将其扩大到常规年收入不超过四万马克

的下列人群：工人、助手、帮工、学徒、佣人

等；公司职员、部门领导或从事其他类似工作

的人员，前提是这一工作是他们的主要职业；

商店或药房的助手和学徒；剧团或乐团的成员，

无论演出的艺术价值如何；教师和职业培训师；

家庭手工业者；某艘明确船只的船员。法令对

疾病保险参加者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任何根

据上述规定有权获得疾病保险者，如其在本法

令生效前自愿参加了某种疾病保险，即便其年

总收入大于 2500 马克，其被保险者身份仍然有

效。参保者在继续保险的开始或持续期间内，

可以根据自己收入情况申请转入较低的疾病保

险水平和级别。如其保险费与其总收入及其在

患病期间得到的保险赔偿费严重不匹配，保险

主管部门也可以在本人未同意的情况下，将其

转移到更高的疾病保险水平和级别上（孟钟捷、

王琼颖，2021）。

1924 年的疾病保险令对疾病保险管理进

一步加以规范。该法令对建立疾病保险部门和

片区做出系统规定：疾病保险基金可以由指定

的地区、成员群体或是其他企业部门组成，并

将收入和支出的份额分配给这些组成者。有关

其详细内容如任务、章程、管理和职权等，在

经最高保险办同意后方可确定。最高保险办可

应保险公司的要求和根据被保险人的诉求，下

令安排疾病保险部门组成。不论是保险公司的

主管部门反对这项命令，还是申请人抵制保险

公司主管部门的反对，都可以在一个月内向最

高政府机关提出申诉。疾病保险基金组建医疗

片区时应规避交通情况和区域面积产生的运

费。该法令对提供疾病保险下医疗服务的医生

责任与权利做出明确规定：应为每个片区指定

一名医生，同时，在片区划分中也应规划各片

区的医疗助手。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疾病保

险基金可以拒绝向不负责医疗片区的医生支付

工资。如果某被保人不愿承担额外开支，则可

以选择不再享受疾病保险基金所许可的医生服

务。在主管部门与该片区雇主组织达成协议且

咨询疾病保险基金委任的医生后，由参与此协

议的雇主承担其雇员必要的医生和医疗费用。

保险公司可以聘请护士作为护理人员和医生的

助手，国家的医生和疾病保险基金委员会可以

为这些护士设立工作准则（孟钟捷、王琼颖，

2021）。1922 年和 1924 年的疾病保险法令进

一步扩大了德国疾病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规

范了疾病保险制度管理以及生育与疾病保险制

表 2  1928—1932 年德国领取失业保险人数情况表（单位：人数为千人；比例为%）

分类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在就业部门登记的失业人数 1470 1658 2019 3483 4873

领取失业保险情况
人数 1076 1247 1473 2377 2794
比例 73.2 75.2 73.0 68.2 57.3

领取福利救济情况
人数 719 1349
比例 20.2 27.7

没有领取福利救济情况
人数 420 730
比例 11.8 15.0

数据来源：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Inc. of New York, An Historical Basis for Unemployment In-
surance, Minnesot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4,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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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关系，促进了德国疾病保险制度的发展。

1925 年职员参加疾病保险的收入限制从 1924

年的 2400 马克提高到 2700 马克，1926 年又将

疾病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船员。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工伤保险制度覆盖

面得以扩展。1919 年，工伤保险被保险人在遭

受工伤后，其子女有权领取相当于被保险人工

伤保险津贴的 10% 的补贴。自 1925 年开始，

工伤保险不仅适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伤害，而且

适用于上下班途中以及看护劳动工具中发生的

事故，开始将 11 种职业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

并对那些工作量超过 50% 的雇员提供一份儿童

补助金。1927 年，将职业病的适用范围扩大到

消防、戏剧表演与实验工作。1928 年，又将职

业病适用范围扩大到从事 X 射线、音乐、表演

以及诊疗工作者之中，并将销售员与管理人员

纳入到工伤事故保险制度。1929 年，将职业病

的种类增加到 29 种。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养老保险制度也有

一定发展。1922 年法令规定，中央政府承担养

老金补贴的 80%。1923 年，孤儿年金的领取年

龄由 16 岁延长到 18 岁。1924 年之后一系列有

关养老金的法令，都将重点放在对养老金或者

年金领取者发放补贴上。1924 年为残疾保险养

老金领取者和遗孀养老金领取者发放 36 金马克

补贴，并补贴孤儿 24 金马克，针对残疾和养老

保险金领取者的未成年子女，每年发放 36 金马

克补助。1925 年，国家对残疾保险养老金每人

每月补贴 4 马克。1926 年《帝国保险法典和职

员保险法修正案》把孤儿年金和儿童补助金的

领取年龄资格从 18 岁降到 15 岁，同时增加了

孤儿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费用。1927 年，遗孀领

取养老金从 70 岁降到 65 岁。1928 年，为每个

儿童每月增加 4 马克补助。养老金津贴标准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每年平均 180 马克提高到

1929 年的每年平均 400—700 马克。根据工龄长

短，工人每月33—58马克，职员每月65—70马克，

养老金制度参加者在死亡后，妻子可享受其亡

夫原来养老金的标准由 3/10 提高到 3/5，孤儿可

享受的标准由 1/5 提高到 1/2，接受教育中的孤

儿领取年龄延长到 21 岁（李工真，1997）。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还建立起独立的矿

工保险制度。1923 年，德国颁布《矿工保险法》，

建立全国性矿工保险基金，对从事矿业工作的

所有雇主和雇员提供疾病和养老保险津贴，矿

工残疾和养老金领取年龄最低为 50 岁，矿工工

伤保险由矿工保险基金协会提供，全国矿工联

合会负责所有矿工保险事宜。1926 年修改后的

《矿工保险法》将所有矿业工人和职员都纳入

了矿工保险制度，矿工保险由国家矿工同业公

会负责管理；矿工保险管理委员会中，被保险

者代表占 3/5，矿主代表占 2/5。

由此可见，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保

险制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德国不仅建立起前

所未见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独立的矿工保险制度，

使得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成为包括养老保

险、工伤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

和独立的矿工保险在内的五大社会保险制度体

系，而且德国疾病保险制度管理体制、养老保

险制度待遇和工伤事故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见

表 3）等都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德国社会保险

制度走向逐步完善。

四、德国现代公共救济制度体系的基本

确立

魏玛共和国初期，针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原

则性争论使得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道路漫长而

艰辛，德国政府不得不在争取建立失业保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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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过程中，将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举措放在

失业救济制度的改进方面。1919 年 1 月，德国

临时政府曾经颁布《失业救济法修正案》，主

要是确定最高救济金标准。10 月，德国做出规

定，对伤兵的救助责任由军方转向国家劳动部。

1920 年 1 月，德国建立国家就业介绍局，其专

门负责职业介绍。在此期间，德国非营利性职

业介绍机构的数量从 1913 年的 493 家增加到

1920 年的 1287 家，通过职业介绍机构重新就

业者人数从 1913 年的 200 万人增加到 1919 年

的 550 万人（孟钟捷、王琼颖，2021）。1922 年，

德国颁布《职业介绍法》，对职业介绍机构的

规范化运行做出法律规定。1923 年，德国中央

政府颁布的《失业救济法修正案》规定：4/5 的

失业救济基金由劳资双方共同承担，城镇政府

承担 1/5；社会保险制度的参加者必须参加疾病

保险，并将疾病保险费的 20% 作为失业保险费，

该费用由劳资双方共同负担；失业救济实行严

格家庭收入状况调查。该修正案颁布之后，德

国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方面开始出现明

显地将失业救济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整合实施

的趋向，一方面降低失业救济的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为推进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奠定社会基

础。而实际上，失业保险制度在德国举步维艰，

自由工会第二主席赫尔曼·米勒希望最迅速地

建立失业保险；工业家全国委员会发言人胡贝

特·霍夫指出，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都不可取，

而前者是一种较小的恶；财政部长鲁道夫·希

法亭认为失业保险不如失业救济体制来的迅速

有效（孟钟捷、王琼颖，2021）。然而，仅靠

政府财政支持的失业救济制度必然面临极大压

力，因此将失业救济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整合

在一起也是德国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1924 年，德国颁布的新的《失业救济法》

对申请领取失业救济者提出了明确的资格条件：

只有那些在最近 1 年中至少工作 13 周并参加疾

病保险者以及虽然没有参加疾病保险但其年收

入在 2700 马克以上的职员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

济；失业救济基金由劳资双方承担，最高不超

过工资总额的 3%，中央、州与城镇政府不再

承担失业救济的财政责任；申请领取失业救济

金者必须接受职业介绍机构的就业培训，职业

介绍机构的费用由邦政府承担，中央政府予以

补贴（孟钟捷、王琼颖，2021）。

1924 年的一系列失业救济法令把德国失业

者划分为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者和没有资格领

取失业救济者，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者大都

是长期失业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只能依靠城

镇其他救济措施。而随着失业问题的不断加剧，

越来越多的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者很快变为没

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者，城镇救济压力日渐增

长，民众对失业救济法的不满日渐积累。于是，

表 3  1910—1929 年德国三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单位：人数为万人；比例为%）

分类 1913 1929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就业者人数 2947 3344
疾病保险 1688.6 57.3 2240.5 67.0
养老保险 2018.7 68.5 2220.5 66.4

工伤事故保险 2499.1 84.8 2401.0 71.8

数据来源：孟钟捷、王琼颖，《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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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德国中央政府颁布《危机救济法》，开

始对那些被 1924 年失业救济法排斥在外的失业

者提供救济。该法规定：已经领取 52 周失业

救济金者如果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可以

领取危机救济金；危机救济金由中央政府承担

3/4，州政府承担 1/4。该法将救济责任回归到

中央和州财政，以减轻城镇政府的财政压力，

并扩大了获得失业救济者的范围。1924 年的《失

业救济法》、1926 年的《危机救济法》和 1927

年的《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在德国建立起

基于劳资双方缴费并由中央政府补贴的失业保

险制度，由城镇政府承担财政责任的失业救济

制度，以及由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承担 4/5

和 1/5 财政责任的危机救济制度等三种制度相

结合的失业保障体制，为德国劳动者提供了一

定的生活保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失业救济制度外，

德国还逐步建立起针对其他人群的公共救济制

度。最初这种救济制度主要针对特殊人群，具

有一定的选择性，并带有强烈的传统济贫法的

特征。1914 年，德国政府宣布为参加疾病保险

制度的参战者的妻子提供孕妇救助金；1915 年，

将这种救助金扩大到未参加疾病保险制度的参

战者的妻子；1919 年将孕妇救助金的领取对象

扩大到所有已婚妇女。1918 年，德国政府还答

应为残疾与工伤事故养老金领取者提供一些救

助金。1921 年，再次宣布为那些残疾保险金领

取者提供一些补助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很快出现一

个主要由残疾军人及阵亡军人遗属、社会保险

金领取者和普通养老金领取者构成的“新穷人”

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因战争而导致残疾以及

阵亡者家属，或者是仅靠领取社会保险金以及

普通养老金难以维持生计者，这就要求德国的

社会救助制度必须改变如同孕妇救助金那样的

高度选择性，推进救助制度的公共性。1919 年，

中央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建立全国性救济网络，

在保留地方救济机构的同时，由国家对不同群

体提供救济。1919 年，“全国战争伤残者和残

疾军人救济委员会”成立，负责监督政府对战

争伤残者和残疾军人提供救济。1920 年的《军

人抚恤法》规定：阵亡军人的遗孀可得到 30%

的军人抚恤金，不能工作的遗孀可得到 50% 的

军人抚恤金；父母一方健在的儿童可得到 15%

的军人抚恤金，父母双亡者可得到 25% 的军人

抚恤金，私生子享受相同待遇的军人抚恤金；

阵亡军人的父母也可领取标准较低的军人抚恤

金。1923 年的《军人抚恤法修正案》将抚恤金

标准作了适当的提高。1923 年底，约 82 万名

伤残军人得到抚恤金，36.5 万名寡妇、96.2 万

名父母一方健在的儿童、6.5 万名孤儿和 19.4

万名阵亡军人的父母通过军人抚恤金接受公共

救济（孟钟捷、王琼颖，2021）。

1920 年，普鲁士等州提请中央政府采取措

施改善社会保险金领取者的生活状况，中央政

府认为这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而予以拒绝。

1921 年，中央政府则改变态度，颁布紧急法令，

要求各地政府为社会保险金领取者制定一种救

济方案，中央政府承担救济费用的 80%，战前

年收入达到 2000 马克的家庭不在救济范围内。

1922 年的法令提高了享受该项救济标准，但仍

有 1/3 的社会保险金领取者可得到这种救济。

1921 年，中央政府承诺向地方政府提供 1

亿马克，尤其对有需求的普通养老金领取者提

供救济，规定普通养老金领取者是指 1920 年 1

月前从地产中获得的为其养老的收益每年不超

过 600 马克者或者曾致力慈善事业者。1922 年，

中央政府再提供 5 亿马克救济资金，同时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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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救济群体最低收入标准降低到每年 500 马克

和总资产不超过 5 万马克者。1923 年的法令规

定，中央政府承担针对普通养老金领取者救济

费用的 80%，地方政府承担 20%，所有领取救

济的普通养老金领取者都必须参加劳动（Young 

Sun Hong，1998）。1929 年，有 30% 的城镇养

老金领取者和 22% 的农村养老金领取者领取此

类救济（Peter A. Kohler，1982）。

正是在上述这些针对不同群体的救助制度

的基础上，1924 年，德国颁布《国家救济法》，

该法不仅将各种社会救助制度加以整合，并明

确了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救济的权利，更重要的

是用“有需要的人”代替传统的“穷人”用语，

用现代意义的“救济”术语取代传统意义的“济

贫”表达，同时引入工作测试方法，以便更好

地判断救济申请者贫困的原因属于个人道德责

任还是由于社会的责任。1925 年生效的《关于

公共救济的前提、方式、程度的国家原则》，

将公共救济的对象界定为：完全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者；

因为年轻或者年老或者抚养儿童或者家庭而无

法工作者；不能合法地从第三者如家庭成员或

者社会保险基金获得收入者。该法令还规定，

接受救济者不再被剥夺政治权利，助人自助的

社会救助基本原则开始实施，社会救助的基本

标准是满足基本需要原则而不再是满足生存必

需的原则，获得救济的基本条件是个人收入

低 于 工 人 平 均 工 资 的 1/4（Young Sun Hong，

1998）。此外，1926 年，德国再次提高孕妇救

济金的额度，每人每周 60 马克并由国家发放，

将发放时间从 4 周延长到 6 周。

魏玛共和国时期，针对残疾军人及阵亡军

人遗属、社会保险金领取者和普通养老金领取

者等建立起来的救济制度，除了主要针对失业

者的失业救济之外，还对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救

济，扩大了德国社会救济制度的覆盖范围，更

重要的是德国公共救济理念的根本变化，其“解

决贫困问题而不丧失尊严；它不仅是一种人道

主义的表达，也是一种政治义务的宣布；它的

目标不仅是要保证赡养，还要形成社会制度。”

（孟钟捷、王琼颖，2021）这标志着德国现代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到 1924 年，公共救济制

度为 450 万人提供了救济，其中包括 76.8 万名

残疾军人，42 万名军人遗孀，102 万名父母一

方健在的儿童，5.4 万名孤儿，140 万名残疾和

养老金领取者，16 万名遗属年金领取者，19 万

名阵亡军人的父母和 50 万名接受传统济贫者

（Young Sun Hong，1998）。

五、简要结论与主要启示

综上所述，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现代社

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德国社会虽然在

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显著的认识分歧，但是

1919 年的德国宪法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益作出了

明确规定和保护，进而实现德国民众社会保障

权益的宪法化。德国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和独

立的矿工保险制度，使其建立包括养老保险、

工伤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矿工保

险在内的五大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疾病保险制

度管理体制、养老保险制度待遇和工伤事故保

险制度的覆盖面等也都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德

国不仅建立起失业救济制度，还建立起针对残

疾军人及阵亡军人遗属、社会保险金领取者和

普通养老金领取者救济要求的公共救济制度，

特别是《国家救济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德国社

会救济理念发生根本变化，标志着德国现代社

会救助制度的建立。1919 年德国宪法对公民享

有社会保障制度权益的确认，养老、工伤、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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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和矿工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的基

本确立，现代公共救济理念与制度体系的初步

建立，标志德国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体

系在不断完善中基本确立起来，使得魏玛共和

国时期成为德国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确立的时代。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措施，使德国的社会保障

制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

究不仅使我们对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的

全面性和系统性、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特征

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有了更深入的把握，而

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也具

有重要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

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项

目，更要重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

尤其要强化对宪法赋予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的

法律保护与制度保障，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障权

益体系、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相结合的完善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

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过程

中，既要根据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学理与历史发

展经验，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

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在内的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更要在上述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中突出中国的国情乃至优秀传统文化，使

得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符合社会保障制

度一般规律，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

中国社会现实需要，顺应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对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选

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发展和完善

的进程中，需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适应以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之一的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下，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等社会保障制度理念，

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

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樊亢、宋则行 . 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 姜士林等 . 世界宪法全书 [M]. 青岛：青

岛出版社，1997.

[3] 拉 夫 . 德 意 志 史 [M]. 波 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7.

[4] 李工真 . 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过程研究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 李工真 . 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

扩展与危机 [J]. 武汉大学学报 1997,(2):77-83.

[6] 洛 赫 . 德 国 史 [M]. 北 京： 三 联 书 店，

1976.

[7] 洛塔尔·贝托尔特 .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

事记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孟钟捷 王琼颖 . 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研

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9]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

室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10]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Inc. of 

New York. An Historical Basi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M].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4.

[11]Peter A. Koh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1881-1981, Studies of Germany, 



学术论文

136 / 社会政策研究 / 2022. 3

France, Great Britain, Austria and Swithland[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2. 

[12]W.J. Mommse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M], London：

Croom Helm Ltd，1981.

[13]Young Sun Hong.Welfare, Modernity, and 

the Weimar State, 1919-1933[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rm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its Enlightment

DING Jianding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1919–1933), the Germ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d important developments. The Weimar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1919, with its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recognized the interests of German citizens. Five major social insurance schemes 

covering the pension, work injury, medical care, unemployment and miners’ insurance were established. The 

benefits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the management of the disease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coverage of 

work-related accident insurance have all undergon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Moreover, a public 

relief system covering the unemployed, benefits, disabled soldiers, social insurance recipients, and general 

pension recipients was established, witness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Germany. Thes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make the perio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an era in which the modern 

Germ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right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Public relief system,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elfare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