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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
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刘　 涛

【摘要】论文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源起和制度设计及其诞生以来
经历的诸项改革，并分析了该制度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主要发展趋势。根据西
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论文分析性地探索了福利五角中的国家、市场、家庭、
社会网络和非营利取向的社会福利组织在德国如何相互混合并协同完成长期照
护这一福利目标。论文进一步指出了具有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性质的长期照护
制度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险种而具有自身的制度独特性，这使得单一的福利国
家视角已无法解释和涵盖照护保险领域里的实际发展，而混合型态的福利多元
主义则有助于理论解释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设计。此外，论文还介绍了德国长
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长期照护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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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德国长期照护（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① 保险法律正式生效，德
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历经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最终将社会保险的第五支柱
纳入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中。德国也是全球第一个明确将长期照护纳入法定
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Ｋｌｉｅ，２００５）。本文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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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和制度性设计，并介绍了自长期照护保险诞生以来二十多年延续不断的改
革和所衍生的新社会问题。论文不仅在于介绍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政策内
容和制度设计，更着重于建立一个抽象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德国长期照
护制度的实践。通过理论层面的分析，该论文得出的结论为单一的福利国家角
色和福利国家理论已经无法“捕捉”照护政策的实际发展，而福利多元主义和
福利供给者的混合协同机制则有助于把握住长期照护保险的实践。

相较于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其他险种，德国的照护保险制度不仅仅是建
立在货币的补偿制度上，而是更多建筑于广义的社会工作、社会义工和社会服
务基础上。与现代福利国家特别强调的匿名性、情感中立性和客观性等特征相
比，长期照护具有情感性、具名性、重视主观感受性等特征，传统的以科层制
为核心的福利国家未必完全胜任提供长期照护的任务。长期照护的这些“制度
特异性”为福利角色的多元介入和多元供给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如何解决社会
中长期照护的难题，福利国家的单一角色已然无法胜任，多元的福利角色供给
才能够提供更优化的制度路径选择。

二、理论分析框架

福利多元主义在哲学基础上与北美大陆复兴的社群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具有一定的“亲近性”，而社群主义于１９８０年代在英美文化中的复苏和兴起又
与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具有一定联系。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认为福利国家产生于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进程中，传统社会角色如家庭、家族、行会、职业协会
及教会功能性衰退使得社会出现了“福利真空” （Ａｃｈｉｎｇｅｒ，１９５３）。在传统角
色式微的过程中，国家的福利供给地位日益重要，福利国家逐步取代了家族、
部落和行会的角色来主导福利产品的供给（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１９９７；Ｕｌｌｒｉｃｈ，２００５）。
社群主义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扩
张和异化，使得国家管制的范围日益扩大，其对家庭和社会领域的全面介入容
易导致膨胀的国家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扩张损害了社
会自治的传统，削弱了家庭内部和社会提供福利产品的动机，削弱了公民社会
以自治为基础的相互援助和情感纽带，同时也削弱了家庭内部有机联系的纽带，
总之福利国家损害了公民社会的自治和自助精神，削弱了社会团结（Ｒｏｄｇｅｒ，
２０００；Ｇｉｌｍａｎ，２００５），而公民社会的自治才能真正体现由社会而来的社会之
“善”，这里“社群主义”的哲学可以和古典时期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的“礼俗社群”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观点相呼应（Ｔｎｎ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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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７）。
社群主义在思想理念层面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

义将社会置于一种“原子化”的局面，削弱了社会的整合；同时社群主义也以
福利国家为论战目标，反对国家包办一切，尤其反对以一元主义视角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为基础的福利产品的供给，认为福利国家从另外一个层
面损害了社会的自治基础，他们提出了“重振社会”和“重塑社会责任和义务
价值观”的观点（Ｃｈａｎｄｈｏｋｅ，２００１）。以社群主义为基础，社会角色如非营利
组织、教会和社会中间型组织被鼓励起来承担更多福利产品供给的社会责任。
研究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学者也观察到，美国社会和欧洲大陆如德国、奥地
利等国家具有明显区别。在德国社会中很多由福利国家承担的任务如公共保障
房、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在美国则由教会和慈善的社会福利组织来完成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１３）。

福利多元主义承接了社群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一元主义倾向的批评，但在诸
多层面也区别于社群主义。福利多元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在供给福利产品中的作
用，但更多受到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思想（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影响，仅仅将国家视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并将政治系统视作社
会诸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而已（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７）。福利国家并非高高在上、
居于穹顶来干预一切的一个“利维坦”的角色（Ｈｏｂｂｅｓ，１７９４），相反，社会
各个子系统的分化使得现代社会更像一个“群龙无首”的去中心化的社会。社
会系统理论认为，在社会功能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政治系统仅仅是与其他社
会子系统如家庭、教育、科学、经济等相并列的一个平横存在的社会系统
（Ｌｕｈｍａｎｎ，２０００），而非一个主导社会其他子系统并以垂直关系为基础的中心
系统。而福利国家不断扩张其对社会次系统管理的边界，终将导致福利国家达
到自己的“能力边界”，从社会组织上和财政上不堪负荷而无法完成日益扩张、
却难以完成的社会福利目标，其结果往往为：福利国家想要完成的目标无法完
成，而其意想不到的社会副作用却不断产生（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８１）。

与社群主义相较，福利多元主义的思想并不追求解构国家在福利产品供给
中的角色，福利多元主义解构的毋宁说是将“福利”与“国家”同置于一个语
义结构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一元主义”的思维。福利多元主义所强调的
是社会语意上的“多”，也即“多元结构”取代了“一元结构”，“社会多中心
主义”逐步取代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而“福利混合”取代“福利国
家”成为福利制度中的中心内涵。在“福利多元”和“福利混合”的理论流派
中，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为：社会中不同的角色如国家公法权力体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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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邻里、社会慈善福利组织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分别提供不同的社
会福利产品，众多福利组织者发挥着协同作用来共同完成社会福利目标。例如，
研究社会福利学者德诺贝格（Ｃｈｒｉｓ ｄｅ Ｎｅｕｂｏｕｒｇ）提出的福利五边形的观点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家庭或一位居民在一个社会中可以获
取社会福利的渠道都不只一个，而是存在着一种多元的渠道，公权（国家）、市
场、家庭、社会网络（如亲戚圈层和熟人朋友圈层）以及会员组织（如教会成
员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提供了福利产品的来源。一个家庭和一位居民可
以从工作市场获得收入以增进个人福利，也可能从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那里获
得养老金或是国家社会救济，当然也存在着从家庭、亲友和社会网络那里获得
社会福利甚至财政转移支付的可能性，进而，作为协会和社会团体的成员，会
员组织也可以为居民和家庭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ｄｅ Ｎｅｕｂｏｕｒｇ，２００２）。

图１　 福利五边形的观点
资料来源：ｄｅ Ｎｅｕｂｏｕｒｇ，２００２。

相较于英美学界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德国学者阿德尔伯特·艾维斯
（Ａｄａｌｂｅｒｔ Ｅｖｅｒｓ）、伊凡·斯维特里克（Ｉｖａｎ Ｓｖｅｔｌｉｋ）和托马斯·沃尔克
（Ｔｈｏｍａｓ Ｏｌｋ）等针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更是将该项讨论推向了理论的纵深层
面（Ｅｖｅｒｓ ＆ Ｗｉｎｔ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８８；Ｅｖｅｒｓ ＆ Ｓｖｅｔｌｉｋ，１９９３；Ｅｖｅｒｓ ＆ Ｏｌｋ，１９９６）。
与一般强调福利多元角色与这些角色和社福组织的“协同作用”相较，德国学
者的讨论更加强调各个福利部门重合、交叠和相互交叉的局面，其核心思想基
础在于：超越近现代以来西方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所产生的对“国家”和“社
会”的界限性区分，以及后来对“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区分。艾
维斯和沃尔克认为，无论是福利国家的理论，还是后来对福利多元的讨论，都
没能超越过去时代的局限：即将各个福利组织者的角色视为界限分明、组织清
晰和相对独立的界阈。这或许符合现代社会的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后现代社会，
这样的观点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艾维斯和沃尔克区分了市场、国家、社群
和公民社会四种福利机制，分别相对应的是市场、国家、非正式和非营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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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福利供给角色分别为企业、等级化的行政制度、家庭及社会网络和社会
中间性协调组织（见表１），四个领域的核心伦理价值基础分别为自由、平等、
互惠和团结，其辅助的价值理念分别为福祉、安全、个人参与和社会政治的积
极进取，通过这些机制获取福利的条件分别为：货币支付能力、作为合法公民
的资格受益权利、预先赋予的角色和福利需求（表１）。

表１　 福利产品领域里的特征
机制 市场 国家 社群 公民社会

福利产品领域 市场领域 国家领域 非正式领域／家庭产
品领域

非营利领域／
社会中间领域

１． 行为协调
准则

竞争 等级 个人责任 自愿

２． 核心集体角
色（供给方）

企业 公共管理机关 家庭（邻居、扩展的
亲戚网络、企业同
事、朋友关系）

协会

３． 消费方的辅
助角色

消费者、顾客社会公民 社群成员（例如家
庭、国家等）

协会成员／团
体公民

４． 获取资格的
规定

支付能力 合法及公民化的
资格受益权

预先赋予角色／合作 需求

５． 交换媒介 货币 法律 尊重／重视 论据／沟通

６． 核心价值 （选择）自由平等 互惠／利他主义 团结

７． 其他标准 福祉 安全 个人参与 社会政治的积
极进取

８． 主要缺陷 不平等，易
导致无货币
支付能力的
压力性后果

忽略少数群体的
需求，限制人们
的支配自由，弱
化人们自我救助
的动机

限制由道德义务而来
的选择自由，排除非
团体成员

待遇和产品的
不平等分配，
削弱管理和组
织机构的效率

资料来源：翻译整理自（Ｅｖｅｒｓ ＆ Ｏｌｋ，１９９６：２３）。

艾维斯和沃尔克的福利多元主义认为每一种福利供给机制皆具长处和短处，
例如，运用货币可以立即购买福利产品，但无可避免地带来不平等的社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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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和社会排除效应；国家公法机构的科层化官僚体制固然可以通过垂直的上
下模式迅速为社会提供福利产品，但无法满足对社会多样化服务的需求，而且
限制了人们支配自由，削弱了公民自我救助的动机；家庭固然可以提供以亲情
为基础的照护服务，但归根结底家庭福利是以部落主义和互惠为基础的福利，
无法复制到整个社会，而协会组织提供的福利也难以完全保证服务质量和提供
公共产品的有效性。福利多元主义恰恰观察到了多种机制相互交叠交叉、相互
重合和相互取长补短的局面，各种机制的优势互补恰恰可以创造一种相互嵌入
的新福利模式来提供社会服务。人们选择社会服务的模式不再是一种唯一机制，
也不仅仅是多种选项的并列，而更多选择的是多种机制的“组合”和“交叉”
（Ｅｖｅｒｓ ＆ Ｏｌｋ，１９９６）。

传统的福利多元主义视角所强调的提供、递送福利产品组织角色的“多样
性”，与此相较，德国的社会照护保险制度更显示出“多样性”的创新含义，正
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一样，德国社会照护保险制度中的受众———具有照护需求
的失能人士可以从家庭照护、上门流动照护、住院式照护中选择不同的照护递
送模式，甚至可以在照护递送的方式上根据主观愿望和需求进行组合式搭配选
择，例如同时选定家庭照护和上门流动式照护或是同时选择半住院式照护、半
居家式照护等。照护递送方式的多元选择和多元组合不仅为传统的福利多元主
义带来了崭新视角，也可以为未来福利多元主义研究提供新理论路径和更宽阔
的理论思维。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的发展

（一）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设计及改革

１９９４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了有关长期照护保险的法律，社会法典十
一卷为长期照护保险提供了法律规范（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 ＸＩ），德国因而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将全社会的照护需求纳入社会保险政策领域里的国家。长期照护保险
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支付保险费率。就组织架构而言，长期照护保险隶属于法定
医疗保险。由于长期照护保险具有其独特性，需要不同于医疗保险这一险种的
单独组织架构，由此，在医疗保险所内部一个单独的照护保险基金得以成立
（Ｐｆｌｅｇｅｋａｓｓｅ）（Ｋｌｉｅ，２００５）。长期照护保险额覆盖范围和医疗保险体系是相当
的，即占德国总人口近８５％的居民被法定长期照护保险所覆盖，这意味着，所
有承担法定义务必须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同时也必须参与法定照护保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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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职员、失业金领取者、社会救济领取者、退休人员、学生等都被纳入法
定长期照护保险，家庭成员如孩子可以跟随家庭内主要参保人免费参加照护保
险，夫妻双方入一方收入较低，也可以免费跟随主要参保人参加法定长期照护
保险（Ｂ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其他未被包含在法定照护保险里的居民也须参加
私人照护保险。

而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在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６月３０日为毛收入的１ ０％，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其增加到了１ ７０％，直到２００８年，照护保险费率都维持在
这个水平。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保险费率从１ ７０％上升到１ ９５％，保险费
率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担，这意味着雇主雇员各缴纳０ ９７５％的费率，长期照护
保险和法定医疗保险有着同样的缴费上限（Ｂ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自２０１５年１
月１日开始，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上升为２ ３５％ ①。

长期照护保险与法定医疗保险的目标不尽相同②，德国的医疗保险在理论上
应满足所有保险人的医疗需求，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没有试图覆盖所有参保
人员的照护需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那些有照护需求的人员提供以家庭和社区
参与为基础的照护，而通过专业照护中心和照护所提供的住院照护仅被视为最
后一种手段（Ｒｏｔｈｇａｎｇ，２００９）。

针对照护保险的讨论其实自１９７０年代后期就出现于德国的学界和政界，因
人均寿命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老化（Ｂｉｒｇ，２００１；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５），对老年人
照护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加，社会救助制度被迫承担了“照护”这一日益沉重的
社会负担。另外，越来越多的居民需要家庭以外的照护，最终他们不得不选择
申请社会救助项目的援助。除了社会救助制度以外，医疗保险也部分覆盖日益
增长的照护需求。由于德国当时尚未建立独立的照护保险制度，社会的照护需
求完全依靠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来补助，而社会救助则主要由基层的社会
福利局来支付，这导致了基层的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救助项目被迫用来大量支
付照护需求导致了社会救助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因为社会救助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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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５年开始雇主和雇员各自分担缴纳长期照护保险费用占毛工资的１ １７５％，总计
费率为２ ３５％，而没有孩子的居民需额外支付照护保险保费０ ２５ 个百分点。参见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ｅｓ，２０１５）。

法定医疗保险和法定长照保险在照护项目上有所重合，但又有所区别。在法定医疗
保险内部，由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后需要康复及照护，诸如此种由单一疾病或手术而产生的康
复性照护一般属于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之部分，其往往具有“一次性”和“可再康复性”特
征。而法定长照保险所涵盖的照护需求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及“不可再逆转性”特
征，一般这样的照护需求由身体功能性失能或长期疾病引发，需要较长时段甚至是终生之照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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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是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支柱为处于生活困境中的居民提供现
金援助（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这意味着从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而来的许多资
源都被投入到了老年人照护当中。

法律制定者希望通过独立的照护保险来缓解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的照护负
担，避免这些社会保障项目为长期照护这一他们本身制度之外的目标过度担责
（Ｐｏｐｐ，２０１１）。例如，自从建立长期照护保险以来，社会救助制度针对住院照
护的专项补助减少了约三分之一（Ｒｏｔｈ ＆ Ｒｏｔｈｇａｎｇ，２００１）；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
年，联邦德国范围内社会救助制度对于上门照护服务和住院照护的总支出由９１
亿欧元下降到３５亿欧元，从中可以看到，新建立的照护保险制度成效明显，社
会救助制度被大大降压，逐步回到了其制度本源的目的上（Ｒｏｔｈ ＆ Ｒｏｔｈｇａｎｇ，
２００１）。①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已被东亚国家如日韩等国关注并
效仿，日本甚至模仿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于２０００年建立了自身的法定照护
保险制度。但德国照护保险和日本照护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为，日本的照护保
险制度主要针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及４０至６０岁群体的照护需求，而德国则针对
全体国民的照护需求，即使是工作年龄阶段的残障人士具有照护需求，也同样
被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所覆盖。当然，各个年龄阶段的照护需求不同，随
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照护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见表２），例如１５至６０岁之间有
照护需求的居民仅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０ ５％，而６０至６５岁的比例仅微升为
１ ８％，６５至７０岁为２ ８％，而７０至７５ 岁则上升为４ ８％，７５ 至８０ 岁为
９ ８％，高龄群体如８０至８５岁的有照护需求的群体则飙升为２０ ５％，８５至９０
岁为３８ ０％，９０以上则为５７ ８％，这意味着在联邦德国，９０岁以上的高龄人
群，平均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有照护需求。其中，女性由于平均寿命较高，
６５ ２％的９０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具有照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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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① 在长期照护保险建立之前，需要长期照护人士在无法负担高额的照护费用时，可向
社会救济制度的专项救助制度申请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中的这项分类救助制度即为所谓的
“照护救助”（Ｈｉｌｆｅ ｚｕｒ Ｐｆｌｅｇｅ），其由国家财政支付，申请对象必须接受资格审查，也就是需
接受家庭收入及不动产收入等调查，只有符合申请标准且有实质需求的人员可以获得该专项
救助制度。即使到今日，“照护救助”制度依然没有消失，在法定长照保险覆盖范围之外，
如果照护人员需自付费用的部分过高并入不敷出时，依然可以向社会救助制度中的“照护救
助”制度申请救助。只是通过建立长照保险制度，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的负担被显著减轻，社
会救助制度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为贫困者、低收入者、失业者等提供现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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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年德国分年龄、分性别的照护需求（占该年龄段人口的百分比）
全部 男性 女性

１５岁以下 ０ ６ ０ ７ ０ ５

１５ ～ ６０岁 ０ ５ ０ ６ ０ ５

６０ ～ ６５岁 １ ８ １ ９ １ ６

６５ ～ ７０岁 ２ ８ ３ ０ ２ ７

７０ ～ ７５岁 ４ ８ ４ ８ ４ ７

７５ ～ ８０岁 ９ ８ ８ ９ １０ ５

８０ ～ ８５岁 ２０ ５ １６ ６ ２２ ９

８５ ～ ９０岁 ３８ ０ ２８ ６ ４１ ９

９０岁以上 ５７ ８ ３６ ９ ６５ ２

全部 ３ １ ２ １ ３ ９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Ｐｆ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２０１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需要照护的人群被分为三类：一级照护服务于有显著照护需求的人群，二
级照护为非常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三级照护则是针对最需要照护的人群而设
置的。① 照护可以分为家庭照护或是住院照护。在家庭照护中，家庭成员如果参
与照护，可以得到照护津贴的补助。这意味着，如果家庭成员因承担照护的任
务或是因为照护而放弃工作，将得到一部分现金补贴作为补偿。而家庭照护人
员也享有社会保险的权益，当其每周照护超过１４小时就必须参加法定养老保
险，长期照护保险所支付家庭照护人员的养老保险保费，但养老保险待遇和一
般工作相比较低。此外，长期照护保险所还将家庭照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除家庭成员外，需要照护的人士也可以自行选择亲属、邻居和友人来进行照护
服务，他们均可获得现金形式的照护津贴，照护津贴的高低根据照护级别而定，
照护级别越高，则给付的照护津贴也越高。如果专业福利机构上门服务进行照
护，那么照护保险基金也可以部分支付这样的专业上门照护所提供的服务。

在这三个照护层次上，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申请货币型的照护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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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级照护每日需要至少９０分钟的照护及４５分钟的基本照护；二级照护每日需要１８０
分钟的照护及１２０分钟的基本照护；三级照护则升高至每日需要３００分钟的照护及２４０分钟
的基本照护。基本照护主要涉及起居方面的照护，其照护所需时间大约与一个家庭成员所投
入的照护时间相当，不等同于专业照护人员所需照护时间。基本照护包括例如洗漱、梳头、
洗澡、协助准备餐饮、空间移动及步行、就寝、起床、换衣、访问和离开专业照护机构等。
而家政方面的照护则不在基本照护范围之内，例如买菜、烧菜做饭、打扫房间及洗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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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单纯的照护服务。在家庭式的照护服务中①，为了家庭成员考虑，多数受益
人倾向货币性的转移支付，例如，需要一级照护的居民能够得到每月２４４欧元
的照护津贴或是得到每月４６８欧元的照护服务。但是，需要住院照护的重度失
能人士通常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申请住院照护服务而不是现金式的照护津贴。
选择住院照护的居民，既可以选择完全住院照护，也可以选择部分住院照护
（见表３）。特殊情况下，那些处于三级照护这一层面的最需要照护的群体，能
够通过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获得最高每月为１ ９９５欧元标准的照护服务。在德
国模式下的照护保险体系里，社会照护保险没有也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照护需
求，在照护保险的补贴之外，受益人还需要自付相当比例的照护费用。

值得指出的是，有照护需求的居民还可以选择一种组合形式的照护递送方
式，即可以申请部分的照护津贴以及部分照护服务，也就是说可以同时选择家
庭成员进行部分照护，而提供长照的机构如福利协会也通过上门照护服务来满
足失能人士的另一部分照护需求。在这样一种“照护递送方式组合”中，参与
照护的家庭成员可以兼顾自身就业需求和照顾失能亲人的需要，例如其可以在
每日工作结束后承担部分照护任务，而社会福利机构则在家属工作的时间段内
提供上门的流动照护服务。在这样一种组合模式中，照护保险所可以在提供给
家庭成员以现金补偿（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同时也负责支付上门照护服务（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这样的照护递送模式的选择是“组合式”的，失能人士也可以选择半
住院式照护服务，也就是部分时间在专业照护机构接受住院式照护，而在另一
部分时间内则选择上门流动式照护服务或家属照护。照护递送模式上呈现出多
种组合的可能性。

图２　 德国照护递送模式的组合性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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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流动式照护服务是以专业照护人员进行上门服务这一形式来提供照护咨询和照护协
助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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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照护保险领域里并非单单出现组织供给角色“多样化”的特征，更呈现
出了递送方式选项“多元混合”的特征，而递送方式的组合也体现出了德国社会
福利体制特殊的宗教伦理和文化价值观。在探讨德国的宗教及文化对于德国福利
制度的影响时出现了“悖论”现象：一般而言，根据传统福利国家分类研究，德
国被划分到“保守主义”和“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范围（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１９９０；Ｓｉａｒｏｆｆ，１９９４；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而“保守主义”体现出德国新
教教派路德宗的基本价值观，即路德教派强调的“爱邻人意识”“慈善意识”和
“社会团结”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庭、邻舍和教区的慈善意识得到宗教伦理
价值观的支撑，“保守式”的福利体制更强调的是家庭福利和社区福利，性别上更
加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固定为“家庭教育和照护员”的角色，这样的“福利家庭”
和“福利社会”不利于男女两性平权，更不利于现代福利国家的介入。这样的理
论路径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视了德国走向现代以来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
浓厚的“国家主义”（Ｅｔａｔｉｓｍｕｓ）倾向。普鲁士强国之路是以其高抬国家理性地位
和国家精神为基础的，国家成为超越社会各个分散团体、从更高层面来理性凝聚
社会的一种超越性力量，国家精英应当具有非凡之见识和远见，来为国家未来发
展之路进行长远谋划，而普鲁士国家精神后来也演化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一部
分，在这里，“国家”的地位又得到强化。这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
家立法介入的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于德国，“福利国家”之雏形也产生于德国。而德
国的照护保险制度恰恰体现了德国福利国家文化的两个层面，即一方面重视家庭
和社会自治的传统，同时也重视国家介入和规划福利产品供给的作用， “家庭”
“社会”和“国家”三边交汇点即产生了现代的社会照护保险制度。

表３　 ２０１５年德国长期照护保险补助待遇（欧元／月）
一级照护 二级照护 三级照护

家庭照护
■照护津贴
■照护服务

２４４
４６８

４５８
１ １４４

７２８
１ ６１２

（视艰难程度定上限为１ ９９５）
部分住院照护

（日间或夜间照护）
４６８ １ １４４ １ ６１２

完全住院照护 １ ０６４ １ ３３０ １ ６１２
（视艰难程度定上限为１ ９９５）

注：这里的“家庭照护”“部分式住院照护”和“全住院照护”可以类比我国的三种照
护模式———“居家照护”“社区照护”和“机构照护”。

资料来源：ＡＯＫ －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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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提供照护的服务机构分为三类，包括公立福利协会、私人照护
公司和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机构，其中，社会福利机构在德国归属于所谓
的既非国家也非市场的“第三领域”，例如德国平等福利协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ａｒｉｔｔｉｓｃｈｅｒ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ｖｅｒｂａｎｄ）、德国慈爱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Ｃａｒｉｔａｓｖｅｒｂａｎｄ）、劳工福
利（Ａｒｂｅｉｔｓ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德国红十字协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Ｒｏｔｅｓ Ｋｒｅｕｚ）、基督教慈善机
构（Ｄｉａｋｏｎｉｓｃｈｅｓ Ｗｅｒｋ）、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局（Ｚｅｎｔｒａｌ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ｅｌｌｅ ｄｅｒ
Ｊｕｄ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均为最重要的社会福利团体（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７）。这些非营
利的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在早期的历史中大都具有宗教色彩，在走向现代社会
的进程中，宗教色彩逐渐淡化，突出了其社会福利、劳工保护的职能。除了历
史上这些久负盛名的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外，其他一些小型的社会福利机构也在
长期照护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也是另外一支重要
的力量，私人照护所和照护公司可以根据市场平均价格和购买力来提供长期照
护的服务（Ｈｍｅｌ，２０１２）。长期照护保险所与各地区的主要提供照护的服务机
构进行关于服务价格及照护员工工资的谈判，根据谈判结果以决定照护服务的
价格。

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在德国的福利国家历史中可说是一个突破。基本上，
该体系与大力强调平等、包容性、再分配和团结性的医疗保险有类似之处。因
为大部分的人群是被法律规定义务性地参加到该体系中来，并需要支付强制性
长期照护保险的保费。在这些需要照护的人群和那些无此需求的人群之间有一
个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另外，国家在照护服务上推行多元主义的路径，鼓励多
元化的角色参与到为需求人群提供照护服务中来，其中的途径就包括促进家庭、
社区、福利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照护服务。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法
定照护保险覆盖范围内，德国总计有２４７ ９万人需要照护服务，他们中的７０％
（１７３ ９万）在家里接受照护服务，而剩下的需要照护的居民（７４万）则在各
类照护机构得到照护。在选择家庭照护的群体里，１２５万的人已经接受了货币形式
的照护津贴（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２０１４）。

尽管德国为法定社会保险体系贡献了一种极有创新意义的照护模式，且该体系
也被日本等东亚国家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依然是实验性的，需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完善。德国的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断增长的
照护需求只是部分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如果选择住院照护，只有照护本身的费
用可以报销，但住院费用和餐饮费用则必须由参保人自付。考虑到专业化的照护所
产生的费用极其昂贵，法定照护保险的唯一保险支柱根本无法全额补贴不断攀升的
专业照护服务的费用。所以，未来的主要改革方向为从国外引进专业照护人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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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担的多元化，有学者甚至提出照护保险的多支柱模式。有以下几项最新的改
革动向值得引起关注。
１． 照护市场对于低收入的东欧国家及中国等国家的开放
２０１３年，德国联邦政府决定由邻近的低收入国家引入专业照护人员。在欧盟的

框架下，经济政策对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市场有着直接影响。在市场开放后，越来越
多来自东欧国家的照护人员将会涌入富有的西欧国家，在德国，这股移民潮可能会
降低长期照护保险体系非常高昂的费用。从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等国
到来的廉价照护人员将会重塑长期照护保险市场。德国联邦政府还考虑从中国引进
照护人员。但是，这一改革方向已经引起了关于“社会倾销”的讨论：当地专业照
护人员的收入将受到一定冲击，移民的低收入将会拉低国内照护人员的收入水平。
２． 对于痴呆症患者照护需求的供给
在原来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中，痴呆症患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之中只

有极少数人得到照护保险的补贴并通过法定长期照护保险获得照顾。在新的改革里，
明确规定如果一个老人患有痴呆症或精神障碍明显制约日常生活能力，即使身体健
康，也可以申请每月１２３欧元的照护津贴（照护级别为０），或者申请每月为２３１欧
元标准的医疗服务。一级、二级和三级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分别能申请每月为３１６、
５４５和７２８欧元的津贴，或是每月为６８９、１ ２９８和１ ６１２欧元标准的照护服务（ＡＯＫ
－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２０１５）。
３． 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新支柱
由于长期照护问题不能只由单一的财政资源来解决，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

等主要的国际组织也在推行一种新照护模式，就是通过向老年退休金计划等社会保
险领域学习而获得经验。改革由德国自民党所推荐，主要建议为建立额外的基金积
累的私人保险体系。在这种基金积累模式中，每个保险人将其长期照护保险费的一
定份额存入其个人账户，这样资本存量就能得到累加。在有照护需求的情况下，照
护需求将由两个支柱共同支付：第一支柱为法定照护保险，第二支柱为私人照护保
险账户，国家针对第二照护支柱则负责采取法律来监督、规范投资。另外一个讨论
则是鼓励个人储蓄，即个人自愿为未来的长期照护保险储蓄照护基金。通过采取多
支柱保险制度，政策设计者尝试通过不同来源的资金组合来减轻照护的负担，其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和资本投机的问题（Ｐｏｐｐ，２０１１）；另一种担心
是在那些有经济能力来支付个人账户和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群之间会不可避免地
产生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还会不断增强。事实上，这种长期照护部分私有化虽然
一直被一些政治家所讨论，但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这一改革议程的主要推动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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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自民党的前联邦卫生部部长菲利普·罗斯勒（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ｓｌｅｒ）和他的跟随者丹
尼尔·巴哈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ｈｒ）（Ｄｉｅ Ｚｅｉｔ，２０１２）。

（二）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

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展现了一幅福利多元主义文化的图景：从提供照护服
务的组织者和供给者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角色相互合作并协同性地发挥了提供社会
福利产品的作用，国家、市场、家庭、邻里、社会网络、社区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及
社会福利组织等共同提供福利的产品。一位具有照护需求的居民获得的不仅仅是从
单一福利组织而来的照护服务，而是从一个不同角色和机构的系列组合中获得社会
福利产品。同样，一位具有照护需求的居民也具有一定的支配自由权从这一系列
“组合产品”中实施个人选择，决定通过何种方式满足自己的照护需求。这意味着，
有照护需求的居民既可以选择家庭式照护服务，也可以选择住院式照护服务，而在
家庭式照护服务中，可以选择家庭成员、亲属或邻居提供的照护服务（所谓的现金
福利津贴选项），也可以选择来自于私人照护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福利协会提供的
专业化上门照护服务（所谓的流动照护服务选项），或是选择现金福利津贴和上门照
护服务的一个双边组合（Ｃｏｍｂｉ －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在住院照护服务中，既可以选择完全
住院照护服务，也可以选择部分住院照护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照护需求的居民选择的是现金福利津贴选项，即完
全接受家庭成员、亲属或是邻居的照护服务，这里的家庭也不再是传统社会一般意
义上理解的“家庭”和“家庭照护”，因为照护需求如同养老一样，一旦被定义为
“社会贡献”，那么家庭对病人或老人的照护贡献就转化为“社会贡献”的一部分，
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于是，家庭成员通过照护将获得一笔“照护津贴”，如果家庭
成员被迫放弃工作而参与家庭照护，那么其贡献将得到国家法定照护保险制度的承
认，不仅获得货币化的现金补贴，而且，因其提供了家庭照护，还具有参加社会保
险的权益，获得的照护津贴也不作为一般的工作收入看待，即这笔收入将免除税收
义务。如果提供家庭照护的人士本人还要领取失业金和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险和
社会福利项目，那么这笔收入也不计算为实质收入。只有在家庭照护者和被照护人
签署一个就业合同的情况下，这笔收入才被算作提供照护的家庭人员的正式工作收
入。实施家庭照护服务工作的居民不仅仅限于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还包括亲戚、
邻里和朋友等。在这里，国家的制度性力量与家庭、社区和邻里进行了相互对接，
实现了相互交叠、交叉和重合。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和社区照护转化成为国家制度运
用货币支付的社会服务，家庭照护实现了社会化和货币化的过程。

社区、社会组织和私人照护公司提供的照护服务，也将得到社会照护保险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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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其提供的福利待遇也处于社会法律的管理和监督之下。在这里，国家、市
场和社会公益性及非营利组织也共同实现了长期照护保险经办机构的多元化。不同
机制和组织架构将长期共存，协同提供长期照护的服务。

表４　 ２００５年德国提供上门照护和住院照护服务经办机构的种类和数量
上门照护 照护所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组织者
总数 １０ ９７７ １００ １０ ４２４ １００

私营机构 ６ ３２７ ５７ ６ ３ ９７４ ３８ １

社会公益机构 ４ ４５７ ４０ ６ ５ ７４８ ５５ １

国家公立机构 １９３ １ ７ ７０２ ６ ７

资料来源：Ｂ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从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角度来看，市场角色和社会角色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相
较于私营机构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公立机构在提供照护服务方处于一种较为弱势
的状态。在流动上门服务领域，提供该项服务的私营机构占所有经办机构的５７ ６％，
而在照护所方面，则社会公益组织略微占有优势，社会公益机构占提供该项服务的
经办者的总数量的５５ １％ （见表４）。

（三）德国长期照护制度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自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和困境，虽然照护保
险制度有助于减缓和降低因照护需求而产生的社会风险，但该制度无法担负照护保
险的全责，“部分担责”是和照护需求本身的“持续性”和昂贵的费用相联系的。
在这里，可以捕捉到医疗保险制度和照护保险制度初始设计的差异：德国的医疗保
险制度致力于覆盖由医疗而产生的需求，“需求覆盖”原则隐含的是将医疗、药品和
康复的费用完全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承担下来，虽然医疗保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
下也要求病人自付费用或部分自付费用，例如安装假牙或购买药品等，但就整体而
言，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追求的是“承担全责”，也就是只要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需
求存在，医保制度就致力于全面涵盖疾病风险。而照护保险的初始制度设计则和医
疗保险有显著不同，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担负的只是“有限责任”，而非“无限
责任”，目标设定为“预算控制”，而非“需求覆盖”。例如住院式照护的住院和伙
食费用都需要由被照护人自付，这必然导致不同群体因为收入状况的差别而出现不
同的经济负担能力，从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实质照护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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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老年人之家”的统计，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在２０１１年度根据平均住院照护费用
（市场价格）和照护保险补贴费用之差计算出来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照护中自理费用
为每月１ ５３８、１ ７１９和１ ９８８欧元（Ｐｏｒｔａｌ ｆüｒ 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２０１１），这显示出照护保险仍
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漏洞。

其他对于照护保险制度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的不同批判性意见，由于德
国照护制度组织者如社会福利协会征召大量临时照护人员和钟点工照护人员来提供
照护服务，以求显著节省照护费用，这样的照护服务提供方式不仅引起了对照护服
务质量的质疑，更加引发了对低收入群体过度剥削的批评（Ｈｍｅｌ，２０１２），因为接
受临时照护工作者大多为学生和女性临时照护员，而临时照护人员的薪酬较为低下，
依靠按钟点来计算的薪酬往往无法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基本需求。许多参与提供照
护的人员本身就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是由于专业照护人员存在巨大缺口所导致的。
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也有学者对专业化的照护提出了批评，认为过度的“专业
化”缺乏情感性和人文关怀，容易导致将照护的对象“客体化”和“物化”，而对
于被照护对象不尊重甚至虐待的报道也不时见诸媒体（Ｗｅｉｂｌｅｒ ＆ Ｃａｎｚｌｅｒ，２００６；
Ｋ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

四、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２０１１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中约有３ ３００万老年居民需要照护，其中１ １００万需要家庭以外的额外照护。相较于
养老保险和医疗等热门话题，老年人照护的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Ｌｉｕ ＆
Ｓｕｎ，２０１４），除了一些私人养老院和一些富裕省市在社区范围内实施的老年人照护
服务试点外，大多数照护任务还是由家庭成员来完成。当家庭成员由于各种原因无
法胜任照护任务时，许多老年人的照护状况就实质上处于空白状态。老年人的照护
问题在农村尤为严重，因为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青年人口外流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一
些地区普遍存在失能老年人无人照护的状况（Ｌｉｕ ＆ Ｆｌｔｈｍａｎｎ，２０１３），而且，我国
还缺乏全国层面的专项针对老年人照护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预测，到２０５０年我国
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将达到８ ０００万，在人口迅速老化、家庭核心化和少子化的趋势持
续下，老年人的照护将成为极为严峻和棘手的社会问题，我国急需要在该项领域建
立老年人照护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我国有价值的启
示（试比较：Ｌｉｕ，２０１４）。

参考德国建立社会保险类型的长期照护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建立类似的照护保
险制度是可行的，也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确立国家制度化类型的照护制度，不外
乎采取以下形式：１． 国家财政给付模式；２． 社会保险模式。而国家财政给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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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细分为（１）普惠式的照护保障和（２）根据严格需求调查而来的照护救助。
任何国家，即使是富裕的西方国家也无法采取普惠式的照护保障，而根据需求调查
而来的照护救助又可能因为严苛的“审核措施”和“入口障碍”导致大多数的照护
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在社会保险领域，照护保险当然可以划归到医疗保险之
下，然而在一个医疗保险制度负担日益沉重、费用居高不下的时代，医疗保险制度
资源过度投入到长期照护容易导致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异化”①；而照护风险的独
特性和长期性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符合照护风险规律的、高度专业分化的保险制度
来满足社会巨大的照护需求。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用过高在我国政界和学界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和重视，
似乎额外再建立一个新社会保险险种———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较为困难。但仔细对比
我国社会保险和德国的社会保险领域里的差别，我们就可以发现进一步改革具有很
大的操作空间。我国和德国的社会保险均包含五个领域，我国为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和生育保险，德国则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长期照护保险，通过对比，
可见两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非常类似，主要的差别在于我国有一个生育保险制度，德
国有一个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而西方主要国家鲜有国家单独建立生育保险制度的，
例如德国的生育保险自动包含在劳资协定之中，包括生育之后的工资续付政策，而
国家财政也单独支付儿童养育津贴和父母津贴等，似没有特别的需求建立一个单独
的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是由雇主一方支付保费的（与主要的社会
保险制度中劳资双方分摊保险费用有显著差别），这样的保险制度产生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后果，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雇主因为需支付额外的生育保险待遇而不愿雇佣
女性劳工和职员。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社会保险领域里的“合理化战略重构”的
需求，我国应该逐步取消生育保险这个险种，将其归于劳动保护政策中去，或是采
取国家财政支付的“生育保障”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照护保险险种来应对社
会实质的巨大需求和社会风险———老年照护。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
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就反映出了作者提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内部各险种重构的
基本格局。

在照护保险制度覆盖群体上，德国采取的是近乎覆盖整体国民（不分年龄阶段）
的需求，而日本采取的是针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及４０至６０岁的群体的照护需求的照
护保险制度，在这一点上我国似宜借鉴日本模式，因为根据分年龄阶段的照护需求
来看，６０岁以下的群体照护需求是非常低的，对于这样的需求可采取家庭照护或是
国家财政补助的模式来覆盖，而照护保险制度锁定的主要照护对象还应是６０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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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老龄化、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改革

① 例如日本建立照护保险之后的经验也证明了照护保险的建立缓和了医疗保险制度的财政
赤字和沉重负担（仝利民，２００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照护保险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险内部不同
险种的资源合理分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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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８０岁以上的高龄民众。因为随着在老龄阶段年龄的提高，特别是进入高龄阶段
后，照护需求则显著上升。因此我国的照护制度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老年照护制度，
而并非针对不分年龄群体的照护保险制度，根据我国的平均寿命，老年阶段的照护
保障可考虑定在６０岁，而针对８０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可以设计更为宽松的老年照
护保险制度，照护保险的补贴和补助可以适当增加。

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非一个“全额保障”的制度，承担的仅仅是“部分
责任”，但至少可以部分、甚至是显著减缓了由照护需求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我国的
老年照护保险模式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制度构建，也就是建立的国家照护保险制度并
非要承担全责，而是担任一个“部分减压阀“的角色。同时，国家整体制度具有一
定的“统一性”，但在具体经办实施照护服务和照护递送上充分考虑到照护制度的
“福利多元主义”特征，鼓励多元的角色参与照护，专业照护的服务费用应得到社会
保险制度的补贴和报销。在我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环境下，我国是
否能借鉴德国照护保险模式对家庭成员和邻里居家照护给予单独的“照护津贴”之
专项给付，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和商榷的。预计会出现的批评观点为，对家庭成
员内部的照护进行货币补贴会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的“货币化”，会导致我国传统家庭
关系和家庭有机团结的“弱化”和“异化”，但家庭人员部分放弃工作而居家照护
家人其实也等于放弃了部分“货币收入”，如果其隐形净收入损失无法得到补偿，那
么其家庭生活势必陷入困境，也势必向我国的低保制度求助。从这个角度来说，给
予提供照护的家庭成员照护保险金的补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家庭成员选择工作而
不是留守家中照护，那么需要照护的老人仍然要向社会保障制度求助的。

考虑到我国照护需求日增，而照护领域的保障缺口日益扩大，国家应采取更加
积极的态度进行地方试点，并根据国家统一规划来推动加速建立我国老年人照护保
障制度的进程，最终建立我国社会保险的新险种———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当前我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展开“长期护理保险”（人社厅，２０１６）的试点，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广泛借鉴长期照护保险首创国———德国的经验，充分学习
和吸收德国完备的长期照护保险法典中的立法条款和德国丰富的长期照护实践，根
据德国长期照护领域的庞大数据库分析其基本发展趋势，以期充分借鉴德国这一福
利超级大国的难得经验来为我国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而服务。为了完成这一战略
性目标，需要我国和德国社会政策界及实业界的紧密联系与长期合作研究，国际知
识的转移和本土内化必将大大促进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向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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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Ｖｉｅｎｎａ：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ｓ Ｚｅｎｔｒｕｍ ｆüｒ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ａｕｆ
ｄｅｍ Ｇｅｂｉｅｔ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

Ｅｖｅｒｓ，Ａ． ＆ Ｓｖｅｔｌｉｋ，Ｉ． （１９９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ｉｘ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 ｅｔｃ． ：Ａｖｅｂｕｒｙ．

Ｅｖｅｒｓ，Ａ． ＆ Ｏｌｋ，Ｔ． （１９９６）．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ｕｓ． Ｖｏｍ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 ｚｕｒ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Ｏｐｌａｄｅｎ：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Ｇｌｉｍａｎ，Ｍ． Ｅ． （２００５）．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６６：７２１ － ８２０．

Ｈｍｅｌ，Ｋ． （２０１２）． ?ｆｆｎｕｎｇ ｕ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ｎｐｆｌｅｇｅｈｅｉｍｅ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ｒ Ｒｅｇｕｌｉｅｒｕｎｇ，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 ｕｎｄ Ｚｉｖｉｌ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Ｅｉｎｂｅｔｔｕｎｇ．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Ｈｏｂｂｅｓ，Ｔ． （１７９４）．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Ｏｄｅｒ ｄｅｒ 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Ｓｔａａｔ． Ｈａｌｌｅ：Ｈｅｎｄｅｌ．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 Ｘ． （１９９７）． 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ｓｔａａｔｅ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 Ｘ． （２００３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６８

◆专栏：老龄化、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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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 Ｘ． （２００３ｂ）．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 Ｘ． （２００５）． Ｓｃｈｒｕｍｐｆｅｎｄ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Ｖｏｍ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ｓｒüｃｋｇａｎｇ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ｎ

Ｆｏｌｇ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 Ｘ． （２０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Ｋｌｅｍｅｎｔ，Ｃ． （２００６）．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ａｉ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ｚｕ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Ｚｕｍ Ｈａｎｄｅｌｎ ｕｎｄ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

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ｒ Ａｋｔｅｕｒｅ ｉｎ ｄｅｒ ａｍｂｕｌａｎｔｅｎ Ａｌｔｅｎｐｆｌｅｇｅ． Ｏｐｌａｄｅｎ：Ｂｕｄｒｉｃｈ．
Ｋｌｉｅ，Ｔ． （２００５）．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７ ．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Ｖｉｎｃｅｎｔｚ．
Ｌｉｕ， Ｔ． ＆ Ｆｌｔｈｍａｎｎ， Ｅ． Ｊ． （２０１３ ）． 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Ａｌｔｅｒｎｄ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Ａｕ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 ａｕｆ Ａｌｔｅｒｓｖｅｒｓｏｒｇ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ｌｔｅｎｐｆｌｅ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ｅ，４６（５）：４６５ － ４７５．
Ｌｉｕ，Ｔ． （２０１４）．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 Ｃａｒｅ，３ （６）：１ － ４．
Ｌｉｕ，Ｔ． ＆ Ｓｕｎ，Ｌ． （２０１４）． Ａｎ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ｌｄ Ａｇｅ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ｅ，４８（４）：３５４ － ３６４．
Ｌｕｈｍａｎｎ，Ｎ． （１９８１）．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ｉｍ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 Ｍüｎｃｈｅｎ：Ｇüｎｔｅｒ Ｏｌｚｏ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Ｌｕｈｍａｎｎ，Ｎ． （１９９７）．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 Ｍ．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Ｌｕｈｍａｎｎ，Ｎ． （２０００）． 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 Ｍ．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Ｐｏｐｐ，Ｍ． （２０１１）． Ｄｉｅ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ｔ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ｕ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Ｋｏｖａ Ｃ̌．
Ｐｏｒｔａｌ ｆüｒ Ｓｅｎｉｏｒｅｎ． （２０１１）． Ｖｅｒｓｏｒｇｕｎｇｓｌüｃｋｅｎ ｂｅｉ 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ｏｒｔａｌ － ｆｕｅｒ － ｓｅｎｉｏｒｅｎ． 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ｚｅｎ － ｕｎｄ － ｖｏｒｓｏｒｇｅ ／ ｖｅｒｓｏｒｇｕｎｇｓｌｕｅｃｋｅｎ － ｂｅｉ －
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ｄｕｅ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 ／ ．

Ｒｏｄｇｅｒ，Ｊ． Ｊ． （２０００）． Ｆｒｏｍ 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ｓ，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ｅｔｃ． ：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Ｒｏｔｈ，Ｇ． ＆ Ｒｏｔｈｇａｎｇ，Ｈ． （２００１）． Ｓｏｚｉａｌｈｉｌｆｅ ｕｎｄ 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Ｚｉｅｌｅｒｒｅｉ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ｖｅｒｆｅｈ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ｎ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ｎａｃｈ ｆüｎｆ Ｊａｈｒｅｎ．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ｅ，３４：２９２ － ３０５．
Ｒｏｔｈｇａｎｇ，Ｈ． （２００９）：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ｅ ｄｅｒ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Ｓｉａｒｏｆｆ，Ａ． （１９９４）． Ｗｏｒｋ，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Ｄ． Ｅｄ．

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 （２００７）． 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ｉｎ Ｆｒａｇｅ ｕｎｄ Ａｎｔｗｏｒｔ． ４ ．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Ｍüｎ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

Ｔｎｎｉｅｓ，Ｆ． （１８８７）．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ｇ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Ｆｕｅｓ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Ｕｌｌｒｉｃｈ，Ｃ． Ｇ． （２００５）．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ｅ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Ｃａｍｐｕｓ － Ｖｅｒｌａｇ．
Ｗｅｉｂｌｅｒ，Ｕ． ＆ Ｃａｎｚｌｅｒ，Ｍ． （２００６）． Ｑｕａｌｉｔｔ ｉ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ａｕｆｎａｈｍ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

Ｒａｔｇｅｂｅｒ． Ｎｉｅｒｓｔｅｉｎ：Ｉａｔｒｏｓ － Ｖｅｒｌａｇ．

７８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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