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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日本自1961年起，开始依据“国民皆保险制度”提供医疗服务。所

有国民只要缴纳保险费、加入各种健康保险、持有“被保险者证”，则

可以自己自由选择医院和诊所，享受个人只需负担10%-30%医疗费用的

医疗服务。

并且，2000年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原则上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只要向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市町村缴纳保险费，必要时接受“认定需要

护理”的审查，则可在需要护理度等规定的支付限度标准额的范围内，

享受个人只需负担10%-30%护理费用的护理服务。

“上门医护制度”根据接受医护者的状态，即可以使用医疗保险，

也可以使用护理保险。对于具有慢性病患和残障的居家疗养者来说，具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日本提供上门医护服务的机构，主要有医院、诊所和上门医护站。

本手册以占90%以上市场份额的上门医护站为中心，就日本上门医护制

度的发展历史、制度内容、现状以及未来前景作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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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在2065年将达到38.4%，老年人口正以全世界无与类比的速度在急速

增长。而另一方面，由于少子化的加速，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生产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社区

内需要医护和护理的居家老人日益增加，又因住院治疗的高效化和住院日数的缩短，无论是高龄

还是伤病，都需要上门医护服务。

日本上门医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日本上门医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上门医护站的创建过程

二十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流行过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修建了隔离医院，由民办
的“慈善护士会”派遣护士到医院和患者家中照看急性传染病患者。

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红十字会病院和圣路加国际病院等医院的护士，以母子和受灾
者为对象，开始志愿性地进行上门医护。

1960年左右，因中风后遗症而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以居家卧床不起
的老年人为对象，开始实施家庭医护指导和医护。

根据1982年制定的《老年人保健法》，1983年，出院病人的上门医护费用首次被认定为
医疗保险的诊疗费用。

1986年，精神科的上门医护与指导被纳为保险对象。1988年，癌症和难治性疾病等病患
的居家疗养者也被纳为保险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上门医护与指导的费用都可以作为保险对
象进行计算。

2006年，《老年人保健法》更名为《有关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法律》，建立了后期老年人
（75岁以上）医疗制度，由各都道府县设置的“后期老年人医疗广域联合”运营。

Ⅰ

从上门医护等居家护理综合推进示范项目起步

为了充实居家护理中的医护，厚生劳动省实施了为期四年的上门医护示范项目。其内容包括：①实施
也包括医学性措施在内的上门医护和机制探讨  ②以都道府县级别实施的一定培训等。该示范项目指定实施
地区的市町所在17个府县的护士协会，以未就业的护士等为对象，开办了“上门护士培训讲习会（120小时
课程）”，培养上门护士。

 上门医护站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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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老年人）上门医护制度的建立（医疗保险）

上门医护等居家护理综合推进示范项目实施后，1991年，根据《老年人保健法》等的部
分修改，建立了“指定老年人上门医护制度”，1992年4月，开始实施上门医护站的上门医
护。1994年，又根据《健康保险法》等的部分修改，建立了“指定上门医护制度”，开始向老
年人以外的居家疗养者也提供上门医护。

日本上门医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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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的指定上门医护制度的建立

1997年制定的《护理保险法》于2000年4月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构成是，依照
护理援助专业人员制定的护理计划，接受医护者可综合性地接受必要的福利服务、上门医护/
康复训练等医疗服务，即使在需要护理的状况下，也尽量能在自己住惯的居所自立生活。《护
理保险法》的保险对象多数是患有长期需要护理的疾病或身具残障的需要援助者、需要护理
者。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上门医护，观察接受医护者的病情和残障状态等，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医
护。我们期待护理团队的成员，能够有效发挥医疗和护理双方面的医护特点，从护理、预防疾
病的医护到临终护理，开展提升团队护理综合能力的活动。

指定标准

2000年4月以后，依据《护理保险法》（在法律上比《健康保险法》更具优势），要成
为“指定上门医护站”，必须得到“指定居家服务经营者”的指定。《护理保险法》中的指定
经营者，被视为医疗保险的指定上门医护经营者，可以实施医疗保险的上门医护服务。以下对
其指定标准和运营标准作以介绍。

 开办者

拥有营利法人、医疗法人、社会福利法人等法人资格，在《护理保险法》的基础上，得到都
道府县知事等指定的指定上门医护经营者（在《护理保险法》中得到“指定居家服务经营者”的
指定后，则被视为《健康保险法》的“指定上门医护经营者”）

 管理者

能够妥善运营管理上门医护事业的全职保健师或护士

 上门医护从业者

以全职人员等量为2.5人以上配置医护人员（保健师、助产师[仅限医疗保险]、护士、准护士）。
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可按人数适当配置。另也雇用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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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医护的提供方式

接受医护者向上门医护站或主治医生提出申请，主治医生对上门医护的必要性予以批准并
交付“指示书”后，上门护士会访问接受医护者，评估状态，听取需求，按照制定的护理计划，
提供上门医护。上门护士需要定期向主治医生汇报医护的实施状况，并紧密配合主治医生。

护理保险制度规定，必须按照护理援助专业人员的护理计划，制定上门医护计划并提供医
护。但也可以根据需要，探讨和修改护理计划（上门次数、时间段、内容等），提供必要的医
护服务。

日本上门医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制作护理计划

( 上门 ) 诊疗

协作

汇报

指示

上门医护

申请 申请

上门医护站

申请

实际成果汇报

提供服务表

需要护理者
需要援助者
(接受医护者 )

主治医生上门医护站

需要护理者
需要援助者
(接受医护者 )

主治医生

居家护理援助机构
护理援助专业人员

社区综合援助中心
保健师等

居家护理援助机构
护理援助专业人员

社区综合援助中心
保健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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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医护站的设施、设备、备用品等

例如，规模与上门医护从业人数相符的办公室、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访问用车、自行车
等）、办公设备、柜子、上门医护用衣、器械、器材、管理卫生/感染用的设备/物品、记录用品
类等

上门医护站的办公场景

 护理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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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医护站的设置状况

实施上门医护的上门医护站已超过1万2千多所，平均1所上门医护站的全职从业人员等量
为7人左右（其中医护人员为5人左右）。

·重新制定应对需求变化的计划
·自我管理与促进自立
·调整护理体制
·满足接受医护者
·促进交流与参与
·确认担心事宜和

愿望

对评估中预测的课题及医护计划
中提出的事项，定期进行“改善”、
“稳定”、“维持”、“发生”、“恶化”
的评价

·协同接受医护者及其家属共同实
施，以达成目标

·叠加其他职业类别，综合性实施

· 评估（身心状态 / 症状、疗养状况、
生活节奏、沟通、认知、人际关系、
积极性、家庭成员等护理状况、
居住环境、经济、社会、资源的
有效利用等）

·愿望、想法

探讨改善措施、
重新计划

评估与
制作医护计划

评价、确认 实施上门医护

探讨改善措施、
重新计划

评估与
制作医护计划

评价、确认 实施上门医护

上门医护的实施状况Ⅱ

上门医护站的医护内容

上门医护站会在住院患者出院前访问患者，联合医院对患者进行指导。患者回家后，按照
状态评估和接受医护者的意愿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后进行评价，提供应对接受医护者需求变化
的上门医护。

医护内容包括观察接受医护者的病情、对其本人进行疗养指导和康复训练、对其家属进行
护理指导和援助、协助日常生活（如帮助接受医护者维持清洁卫生）、用药管理、援助痴呆症
或精神障碍患者、控制/援助排泄、预防褥疮等和处理伤口等。实施包括夜间的紧急情况应对
约近10%，实施在接受医护者家中的临终护理约2%左右。

 上门医护的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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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上门医护的人数和费用

1所上门医护站平均约有70位接受医护者，每月为1位接受医护者提供6-8次左右的上门医
护。每次上门医护的费用为7500-11000日元（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费用有所不同）。

450万日元（上门医护的费用、使用费、其他）

430万日元（人工费：350万日元，办事处经费等：80万日元）

20万日元

全职人员等量 7人
( 护士 5人、物理治疗师等 2人 )

护理保险使用者：50人
医疗保险使用者：20人

约 70人

每月约500次

接
受
医
护
者

上门护士

上门医护的实施状况

营收

支出

收益

上门医护站的经营状况

上门医护从业人员每人每月实施70-80次上门医护，1所上门医护站的平均收入为每月450-
500万日元左右。

上门医护站营收的99%是上门医护的费用（护理费用和诊疗费用），经营上受上门医护的
使用者人数和使用次数的影响，营收中约80%是人工费支出。

 上门医护站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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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上门医护的人才，提高医护质量

从上门医护的社会需求进行试算，2025年将需要12万名上门护士。从医护人员的不同就业
场所来看，仅2.5%（约6万人）的医护人员就业于上门医护站。若要改善现状，必须积极采取措
施以确保人力资源；改善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以提高他们自身对于上门医护工作的积极性；
做出有助于他们职业发展的评价，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还有必要努力开展提高上门护士待遇的活动，为他们营造愉悦舒心、工作与生活平衡兼顾
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上门医护工作。

此外，率先强化宣传活动，提高市民意识也是今后的课题。

今后的课题Ⅲ

通过ICT化提高业务效率

2020年，新冠病毒出现全球大范围流行，上门医护站对传染防护用具等进行整备等，在
采取防止传染措施的同时，推广有效利用视频通话，召开在线护理会议。今后，还有必要通
过ICT（信息通信技术），加强业务效率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性。

提高上门医护服务的质量

上门医护站为了提高上门医护服务的质量，确保业务的持续发展，在努力实施各种评估。
上门医护制度规定医护人员必须进行自我评价，除此以外，还采取接受医护者评价、第三者评
价、成果评价等评价方式。

通过接受医护者评价，可以了解到其本人无法直接对上门护士传达的事宜和无法表达的需
求，还可以得到接受医护者对医护服务以及包括上门护士的个人素质的评价。

并且在第三方评价中，通过评价服务结构、过程、成果，达到改善服务质量的目的。评
价上门医护服务的成果和效果，必须采用客观的评估方式和评价尺度，提供基于依据的医护服
务，对所期待（预测）的身心、疗养环境等状态的改善、维持或平静结束生命的结果（成果）
进行评价。

该成果除了医护因素以外，也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会有困难。我们在意识
PDCA循环的同时，以研究的方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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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课题

从社区综合护理体系到实现社区共生社会

 以2025年为目标，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1947年至1949年迎来了总和生育率为4.3左

右的多子时代，出生的世代被称为“战后婴儿潮世代”。2025年，这一代人将成为75岁以

上的老年人，因此，以2025年为目标，迫切需要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以确保他们能够在

自己住惯的社区，随心自如地生活到生命结束。

进而言之，到了2040年这一代人将超过90岁，他们子女的年龄也将超过65岁，日本将

会迎来少子老龄、多死亡社会的高峰期。

目前，为了稳定解决2025年问题，各地正在加紧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上门医护是一

项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保险制度”的服务，被称为是社区综合护理的关键。

每个社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保健、医疗、福利、护理等社会资源的整备状况、社区产

业、文化等各具特征，因此，仅通过全国一律性修改护理保险制度和医

疗保险制度、修改医疗费用限制付与、改善护理人员待遇的加算等作

以应对，则存在困难。因此，社区综合护理体系应当由市町村及都道府

县，在社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依据社区特性进行构建。

 面向2040年，实现社区共生社会

以往在日本，社区内相互扶助、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等，社区和家庭等生活场景中都

存在过相辅相助的机能。然而，随着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加速，这样的基础机能已经减弱，

以2040年为目标，我们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性，努力实现社区共生社会。让每一个人

即使面对困难，也不再孤立无援，能够互相支持，随心自如地生活。

想要实现所有年龄层共同生活的社区共生社会，需要社区具备医疗、医护、护理福利等

综合性的援助体制。让每一个人从维持健康、预防慢性疾病恶化，到生命终止，可以尽量发

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生活下去，提供这样一种医护援助应该越发至关重

要。

上门医护站除了医护人员以外，也在进一步配备物理治疗师、作

业治疗师和言语治疗师，作为实现社区共生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之一备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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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时···需要护理时···

为了一直能健康地生活···

上门医护站配备有专业人员，无论是护理，还是疾病等的医疗，可根据接
受医护者的需求，提供医护和康复训练。作为社区健康的守护人，为接受医护
者提供健康咨询、预防护理，同时也提供其本人所期望的居家临终护理，帮助
他们直到生命结束都能在自己住惯的社区 ( 家 ) 中生活。

社区综合护理体系以日常生活圈为范围，大约 30分钟以内提供必要的服务
( 具体以中学校区为单位设想 )

护理

护理保险的上门医护 护理保险以外的上门医护护理保险的上门医护 护理保险以外的上门医护

医疗护理 医疗

生活援助、预防护理

上门医护站

护理与医护、上门医疗护理与医护、上门医疗

上门医护站

今后的课题

 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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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者，从卧床不起到恢复自立生活

伤病名称等 陈旧性肺结核、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护理度 需要护理1

居家疗养的过程 A者患有肺结核后遗症引发的慢性呼吸功能衰竭，因传染病造成急性恶
化，采用了家庭氧疗进行治疗后，基本成为卧床不起的生活状态。在一位关
心A者的家政服务人员的推荐下，A者开始接受上门医护。在上门护士的建议
下，就诊呼吸器官专科医院，经过适宜的治疗和呼吸康复训练后，已不再需
要家庭氧疗。

另外，在上门护士的呼吸康复训练和生活指导的帮助下，A者恢复到可以
外出的程度，能够进行日常生活。并且已经可以自我管理，呼吸状态也无恶
化，一直继续独立生活。

家庭成员构成 独居

使用服务内容 ・上门医护
・上门护理
・在服务站接受护理

（4小时）

2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带薪志愿者护理
・专科医院就诊
・就诊主治医生

每月1次
6周1次
每月1次

上门医护要点 详细的身体评估（特别是观察呼吸状态）
老年人如果未及时察觉发烧、脱水、氧饱和度下降等状况，等到有所感

觉时，病情有可能已经严重。上门医护虽然次数不多，但也能够察觉到老年
人的状态变化，有助于早期发现异常并防止恶化等，对于预防至关重要。

协助日常生活
对于慢性呼吸功能衰竭，除了治疗性呼吸康复训练以外，日常生活中的

活动指导也很重要。即使是进食、排泄、更衣、入浴、行走、上下楼梯等不
在意的动作，医护人员会协助接受医护者尽量做到轻松呼吸，尽可能避免卧
床不起。

精神援助
帮助接受医护者发挥自己所具备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快

乐。重要的是将“我们在守护（医护）着你”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他们。

紧急时的应对
呼吸困难很容易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危机，特别是独居的情况，有必要事

先考虑如何应对状态恶化和突发事件。我们以24小时365天的应对体制，确保
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上门医护的实际案例Ⅳ

今后的课题/上门医护的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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