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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到2030年，全球65岁及以上
年龄的人口将超过10亿。

在多个人口结构和社会趋势变
化的推动下，老年人的护理服
务及融资问题将是社会面临的
最为紧迫的挑战之一。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护理
需求将从协助自主生活发展到
24小时看护。

个人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护理责
任。

目前为止，各种供需层面的问
题抑制了大规模商业保险在长
期护理保险业领域的发展。

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商
业保险可以成为一体化、多方
合作...

... 且经济可行的长期护理解决
方案的一部分。

世界人口正日益老龄化。未来20年内，全球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将增加
80%，达到近10亿人。这种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导致全球各地的护理服
务需求持续增加。
在多个人口结构和社会趋势变化的推动下，为老年人提供有效护理服务并解
决其融资问题，将成为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未来几十年，用于长期护
理方面的公共支出将显著增加，使得发达国家的政府预算更加紧张。在新兴
市场，尽管公共财政预算压力偏低，但长期护理方面的公共支出较低，资金
需求可能会大幅增加，也将对公共财政形成巨大挑战。
过去，提到照顾老人容易让人只想到高级阶段的机构护理服务。而如今，护
理服务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尽可能居家生活。持续护理服务开始于提供必要
的协助，以帮助刚退休人群维持独立生活。接下来，随着年龄增长，健康问
题和身体机能障碍逐渐凸显，这就需要逐步提供更多的护理照顾(有时是机
构护理照顾)，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需要24小时的住院看护。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个人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护理责任。如今，
在公共服务健全(发达市场)或公共服务欠缺(新兴市场)的地区，护理费用仍
主要由个人支付。
一般来说，商业保险占长期护理总支出的比例不足2%。影响商业保险市场
发展的因素很多。例如，在供给方，欠缺经验数据使得提供保险解决方案
十分困难。由于市场和社会政策条件的不断变化，具有长期属性的传统长期
护理保险需要一系列的前瞻性假设，而这些假设使长期护理保险复杂化。此
外，也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在需求方，对于复杂且难以理解的长期护理风
险，消费者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行为和认知偏差也广泛影响消费者的决
定，有时会引导消费者做出非最优的选择。
然而，商业保险可以而且应该在未来长期护理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成为一
体化、多方合作(保险公司、政府、医疗机构、护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经
济可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本期报告将审视应对老龄化人口护理需求挑战的
各种方案。包括，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于护理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企业
则可以帮助提高社会对长期护理的风险意识。此外，不同的护理服务主体之
间需要加强协调，并大力推广健康的老龄化生活方式。例如，鼓励和支持家
庭成员提供居家护理的政府激励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资，以便更好地
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护理服务协调工作，以及延长老年人的居家生活。
为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商业保险解决方案具有发展空间。为把握这个
商机，一些保险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产品设计、产品开发以及推出混合型解决
方案，将长期护理保险与寿险、退休/养老金和重疾产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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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衰老不是青春的逝去，而是充满机会和力量的新阶段。”–贝蒂·弗莱顿
(Betty Friedan)

“银色海啸”的到来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保险公司带
来了机会和挑战。

2010年至2030年期间，一些地区
的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将接近
翻番..

...其中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增幅最为
惊人。

图1：
2010至2030年按年龄段和地区划
分的人口增长率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普遍性问题，灾难论者预言这将在本世纪对全球经济和
社会造成广泛的破坏。尽管这种悲观的预测更多的成为反乌托邦电影的主
题，而非保险业争论的热点，但人口老龄化仍是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随
着老年群体的不断扩大，护理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社会和保险公司应
该携手对此有所准备。然而，未来10-15年，哪些健康和老龄化发展趋势
将会引发护理需求？在为老龄人群提供护理服务方面，最大的威胁隐藏在
哪里？在面临挑战时，保险公司可采用哪些(长期)护理解决方案，又具有
哪些相关机会，为何市场之前没有迅速把握这些机会？本期 sigma 将会详
细探讨这一主题。1
未来20年内，许多国家将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过去几十年，出生
率明显下降，而预期寿命有所增加。这些发展不仅是发达国家独有的特
征，新兴国家也同样如此，而且速度更快。由于老龄化速度快于财富积累
速度，因此对社会形成了挑战。
世界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见图1)。到2030年，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数
将增至近10亿(2010年约为5.3亿)。目前“年龄最大”的地区–欧洲和日
本的增长率最小，而拉丁美洲和亚洲，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数量将接
近翻番。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带来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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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3年)，中等生育率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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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sigma 报告重点关注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报告将不会讨论退休收入问题，这可见瑞士再保险sigma
2008年第4期《养老融资的创新方案》。瑞士再保险其他有关报告包括：2010年的《长寿简要指南》
(A short guide to longer lives)、2011年的《未来之窗》(A window into the future)和2012年的《成熟市场》
(A mature market)。

持续增长的(长期)护理需求
无论是在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
场，老年群体的融资需求都将对
公共财政形成压力。

其他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使得总体
护理方案更具挑战。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长期护理服务及相关的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加。由于慢
性疾病、行为能力丧失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步降
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都需要有效地管理老年人护理支出。国际清算银行
的一项研究指出，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受到公共债务过高的约束。未来与高龄
相关的支出(退休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往往数额巨大，是可估算政府债务的
数倍。2 2010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与老龄群体相关的公共开支不进行彻
底改革，那么各国的主权债务水平很快将难以为继”。3 新兴市场国家目前
尚未建立正式的社会保障体制，或社会保障仅覆盖一小部分老年群体，预计
其在长期护理方面的公共支出将大幅上升。4
其他的人口结构性变化趋势使得总体护理解决方案更具挑战。即使在发达国
家，家庭无偿的非正式护理服务也为目前老龄护理做出了最大贡献。同时，
非正式护理的可获得性和应用性日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而这些
地区传统上由家庭提供除紧急护理之外的一般护理服务。在印度和中国，老
年人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分别为82%和69%，西欧不
到10%。 5 然而，城市化进程、女性就业比例增加和生育率下降，使新兴市
场的非正式护理前景黯淡。例如在中国，4-2-1家庭结构日益常见，即一个
孩子可能需要同时照顾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印度，年轻一代从农村
迁移到城市地区的情况，正在削弱传统的老年人护理体系。6 另外，瑞士再
保险对全球22 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在为父母或伴侣提供护理服务
方面，在新兴市场个人表现出的意愿相对较低，这也成为家庭护理模式面临
的另一个挑战。7 许多发达和新兴国家的劳动力人口萎缩引发出这样一个问
题：未来谁将提供护理服务。

2

S. G. Cecchetti、M. S. Mohanty 和 F. Zampolli 所著“公共债务的未来: 前景及影响”(The future of public debt: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国际结算银行工作报告》(BIS Working Papers)第300号(2010年）和世界经
济论坛2013年出版物《发展未来社会保障体系–退休收入》(Developing Futur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Retirement Income）。也请参阅 C. de la Maisonneuve 和 J. O. Martins 所著“卫生与长期护理公共支出：新
预测”(Public spending on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 a new set of projections)，《经合组织经济政策报告》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s）第06号(2013年）。
3
《全球老龄化2010：不可逆转的事实》(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标准普尔(2010年)。
4
《世界各地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09
年)。
5
R. Jackson， N. Howe， 和 T. Peter 所著《全球老龄化准备指数》(The Global Aging Preparedness Index)，第
二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3年)。
6
J. Anita 所著《印度新兴的健康保险–概论》(Emerging Health Insurance in India-An overview)，第10届全球
精算师会议，(2008年)。
7
请参阅瑞士再保险2013年4月至5月的《风险观念调查》(Risk perception survey),http://riskwindow.swissre.
com/risk- window#qst=17;cnt=1;age=1 (2014年9月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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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护理需求水平将取决于寿命增
长，以及身体健康程度。

如果人们在寿命增长的同时，身体健康的年数也同时增加(即疾病减少)，
那么老龄人口持续增加不会对未来总体护理需求造成压力。然而，如果人
们寿命增加，但是不健康的年数不变(疾病延迟)，或者不健康的年数增加
(疾病增加)，那么总体护理需求的前景将更具挑战性。

患病率因国家而异...

有关疾病减少、延迟或增加的争论远未解决。发达国家有证据显示，至少
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疾病减少现象。8 不过，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9 而
且针对人口变化的研究可能会掩盖时间和不同社会群体方面的重要趋势。
10
例如，针对美国纽约区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应对日常生活自理的能力
下降与低收入相关。11 其他研究则发现，能反映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教育
水平越高，失能比率就越低。12

...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之

中低收入国家没有这方面数据。在圣保罗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0
年到2010年，年龄介于60-64岁的人群寿命平均增长了2年，但预期健康
寿命却减少了3年。 13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对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调查发
现，在两个调查期之间，各国具有较高教育背景且较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
况下滑程度明显较低。14 人口健康趋势方面也出现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这
也使得预测难度更加复杂化，如肥胖人口增加，而吸烟人口减少。

间也存在差异。

护理需求评估 - 引发依赖性的导火索是什么?
一般来说，“老年人中最高龄群
体”的失能和依赖比例较高。

重要的是，老年化是由健康或失能水平来界定的，而非日历年龄。老年人
之间的健康和失能状况千差万别，有些人60岁就已经“老”了，而有些
人在80多岁仍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例如，迄今为止完成铁人竞赛最高
龄的选手是一位富有青春活力的82岁人士！15 不过，一般来说，“老年人
中高龄群体”的发病率和患有并发症的比率最高，失能比率也较高。16 这
些状况都与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有关，并且需要多种护理帮助。

请参阅，例如 J. F. Fries、B. Bruce 和 E. Chakravarty 所著“1980-2011年疾病减少：关注模式与进
展”(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1980–2011: A Focused Review of Paradigms and Progress”)， 《老龄研
究期刊》(Journal of Ageing Research)(2011年)；和 G. Payne 等人所著“倒计时进入卫生保健的未来：
利用“至死亡时间”建模识别临终发病率变化和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Counting Backward
to Health Care's Future: Using Time-to-Death Modeling to Identify Changes in End-of-Life Morbidity and the
Impact of Aging on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米尔班克季刊》(The Milbank Quarterly)，第85卷第2
期，(2007年)。
9
AHP Luijben、H. Galenkamp 和 DJH Deeg 所著《调用欧洲积极老年生活的潜能》(Mobilising the Potential
of Active Ageing in Europe)， MoPAct计划，(2012年)。
10
“死亡率和发病率未来走势理论”(Theories of the future course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新西兰长
期财政状况》，新西兰财政部，(2006年)。
11
《纽约市公共住房的老年人健康状况》(Health of Older Adults in New York City Public Housing)，2010年
纽约市住房管理局老年人调查。
12
G. Lafortune 等人所著“老年人中严重失能趋势：12个经合组织国家证据评估及未来影响”(Trends
in Severe Disability Among Elderly People: Assessing the Evidence in 12 OECD Countries and the Future
Implications)，《经合组织卫生工作报告》(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s)，(2007年)。
13
L. Plouffe 所著《老龄化世界的卫生与医疗保健未来：聚焦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The Future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 an Ageing World: A Focus on Brazil，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巴西国际长寿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2013年)。
14
P. Kowal 所著“数据资源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老龄化和成人健康的研究(SAGE)”，《国际流行病
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12年)。
15
R. Fauteux 所著“Madonna Buder修女在82岁高龄完成铁人三项：世界纪录”(Sister Madonna Buder
Ironman Triathlon finisher at 82-years-old: A world record)，《观察家报》(The Examiner)，2012年8月28
日。铁人三项由2.4英里游泳、111英里自行车和26.2英里跑步组成。
16
J. Coughlin 和 J. Pope 所著“卫生、健康与原居安老方面的创新”(Innovations in Health， Wellness， and
Aging-in-Place)，《IEEE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杂志》(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
(2008年)；《东亚及东南亚人口老龄化：当前形势与新出现的挑战》(Population Ageing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urrent Situation and Emerging Challenges)，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200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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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服务是指在人们丧失自理能力
时为其提供的支持。

护理服务和解决方案一直只关注于
后期需求，而护理需求都是单独解
决的。

图2：

为那些因慢性疾病、失能或认知障碍而丧失自理能力的人群提供支持类服
务，可归类为“护理服务”。这涵盖了广泛的健康及相关服务，除了机构提
供的传统长期护理服务外，还包括医疗、社会和社区等众多方面。各组成部
分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且往往互相重叠。由于护理需求在环境、层次和
范围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要满足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和动态调整的服务。
传统上，护理服务和解决方案17重点关注于机构提供的后期护理。但后期护
理的融资和服务并未与其他阶段的护理需求同步，也没有与普通医疗保健和
社会服务相协调，而后者是解决总体护理需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老
年人的护理服务被视为广义卫生体系的必要构成，则其护理服务将会更易解
决。同时，消费者和护理体系更偏好选择离家近的服务，这也需要范围更广
泛的护理方案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费用

持续护理过程

后期护理需求，如
多项ADL失能*；非
常需要家庭护理或
机构护理服务

临终舒缓护理或大病
机构护理

早期护理需求，如
患有并发症*，但在
家庭护理协助或日
间护理服务的条件
下能够居家

身体健康

极早期护理需求，
如不能完成一些辅
助活动(IADL*)；重
点是适应与预防
护理服务水平

* 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ADL=日常生活活动；并发症 = 与其他或相关病症同时存在，但相对独立的病
症。
资料来源：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17

护理解决方案是指可以帮助解决老年人护理需求的保险产品。

瑞士再保险 sigma 2014年第5期 5

老龄人口及其护理需求

在后期护理需求分析中，通常将
个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分为日常
生活活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两类。

个人可以自行完成的日常生活活
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越少，
则其护理需求的依赖程度越高。

另外还采用其他标准，如认知障
碍方面的标准。

早期护理需求通常与慢性疾病或早期治疗控制良好的病症相联系(见图
2)。在更后期阶段，通常用个人日常自理能力的分级评估体系来衡量依赖
性及相应的护理需求。更具体地来说，通过分类可以区分独立生活必不可
少的活动(日常生活活动，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ADL)。后者较
复杂，需要具有较高水平的个人独立性(见图3)。18
通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先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而下
降，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这类能力的下降被认为是早期护理需求的代表性
特征。具备认证资格的专业人员可以确认日常生活活动/工具性日常生活
活动方面的依赖程度，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评估项目远多于过图3中的示
例。例如在韩国，日常生活活动的评估指标体系分为5大类别52个单项。
19
个人可以自行完成的日常生活活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越少，则其依
赖程度越高。
一些国家还使用了其他标准，比如每周所需帮助的小时数。认知障碍也会
导致依赖性，亦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分类都认为，认
知障碍是导致依赖性的触发因素之一。

图3：

日常生活活动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

评估依赖程度的日常生活活动/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指标

洗浴

家务

穿衣

现金管理

从床到轮椅
无需协助的
走动/移动

坚持服药

进食

室外四处走走

购物

四处移动
自主控制大小便
资料来源：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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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 J. C. Millán-Calenti 等人所著 “日常生活活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失能普及性
及相关因素作为死亡率和发病率预测因子”(Prevalence of functional disability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老年学和老年病学档案》(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第50卷，(2010年)；
和 K. J. Colello、J. Mulvey 和 S. R. Talaga 所著“长期服务与支持：概述与融资”(Long-Term Services
and Supports: Overview and Financing)，《议会研究服务议会报告书》(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2013年)。
R. S. Jones 所著“韩国医疗改革”(Health-care reform in Korea)，《经合组织经济部工作报告》(OECD
Economics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第797期，(2010年)。

与老年失能相关的主要风险因素20
老年人失能存在多个重要风险因
素。

导致老年失能最常见的风险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特征、健康状况、行为和生
活方式，以及社会支持，还有前文涉及的社会经济状况。

依赖程度与年龄和性别密切相关。

人口结构特征： 年龄是引发老年失能最重要的风险因素。高龄导致身体结构
和机能发生变化，是预测机能丧失的有效且稳定的因子。老年失能也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女性面临更高的失能和长期失能风险。

慢性疾病、认知障碍、自我报告的

健康状况： 在全球范围内，高血压、糖尿病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以及癌症和
中风等都与失能和依赖性有关。在新兴市场，由于辅助设备和治疗条件有限，
视觉、听觉和自由活动能力也是老龄化的关键问题。认知障碍也会导致依赖
性，并将成为未来长期护理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类似不可
逆转的痴呆症可能会导致认知障碍，并且需要密切监护，以免受到健康和安全
的威胁。较低的自我认知也与功能障碍有关。同样，慢性疼痛显著增加了日常
生活活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的可能。

健康状况及慢性疼痛与较高的失能
水平有关。

行为与生活方式也是影响老年失能
水平的相关因素。
已婚和社交频繁的人群面临较低的
失能风险。

老年人的护理需求随其健康和行为
状况下降而逐步升级。

总体而言，(长期)护理解决方案将
是未来几十年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之一。

行为与生活方式： 也是老年失能的主要影响因素。例如，许多研究都显示，
吸烟和锻炼不足可增加机能下滑的风险。2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的量与质都会对老年失能产生显著影响。西方国家发
现，婚姻状况与失能重要相关，未婚者的失能风险更高。同样，社交频率较
低也与身体机能不佳有关。
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跨度广泛，从辅助独立生活到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
护理起始于那些在早期诊断出一些非重大病症，但生活相对独立和积极的退
休群体。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防止健康状况下降，并对其提供更多的社会关
怀。这二者都至关重要。下一阶段发生在一些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中需要帮
助。此时，退休群体需要一些家务方面的支持，例如做饭和清洁。在老年人
不能完成多项日常生活活动后，护理需求进一步上升。生命的最后阶段，可
能需要24小时的看护，甚至正规的机构护理。个人的健康、社交和行为状
况都是决定其需求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提供各阶段所需护理时都应将这些条
件考虑在内。
有效的(长期)护理解决方案将是未来几十年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政策
制定者需要找到公平、公正且可持续的均衡型解决方案。商业保险有能力且
应该在长期护理风险管理和资金筹措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过去商业长期护
理保险的影响有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管理长期护理的相关风险和成
本方面，保险公司应该如何增强对社会的支持力度。

20

21

包括原始资料来源的详细概述来自 J. Hu 所著《中国的老年失能–未来几十年对长期护理政策的影响》(OldAge Disability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Care Policies in the Coming Decades)，RAND Corporation，
(2012年)。也请参阅 H. Gilmour 和 J. Park 所著 “老年人的依赖性、慢性疾病与疼痛”(Dependency，
chronic conditions and pain in seniors)，加拿大统计局，《卫生报告附录》(Supplement to Health Reports)，
第16卷，(2003年)；M. Prince 所著《痴呆症与慢性疾病-全球观点》(Dementia and chronic diseases-a
global view)，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心理健康中心，(2011年)；R. Nugent 所著《发展中国家的慢性疾病》
(Chronic Disea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全球发展中心，(2008年)。
有关概述，请参阅A.Stuck等人所著“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机能状况下降风险因素：系统性文献综述”(Risk
factors for functional status decline in community-living elderly peopl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社会
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第48卷第4期(1999年)，第445-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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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长期护理状况
当前长期护理的融资状况
经合组织国家的长期护理总支出
占GDP的比例介于0.2%至略高于
4%之间。

传统上，护理服务和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较后期的护理需求阶段，或长
期护理(LTC)。2008年，经合组织国家长期护理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总支出
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 22 不过，各国支出存在显著差异，占
GDP的比例从0.2%到4%不等。这表明，护理需求及其定义、正式长期护
理体系的全面性，以及护理文化和家庭在特定社会中的相关角色等各方面
都存在显著差异。

长期护理资金来源因国家而异。

各国长期护理的资金来源也各不相同(见图4)。例如，在北欧国家，长期
护理是社会福利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全民保障属性，大部分长期
护理费用都是由公共资金(税收或社会保险)支付的。而在美国和英国等其
他经合组织国家，公共长期护理是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仅确保社会中最
需要护理的群体方可获得 。将全民保障和根据经济状况资助两种方式相结
合的混合型社会保障体系在经合组织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新
西兰)也很常见。

图4：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07年部分经合组织国家

瑞士
葡萄牙
德国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
美国
韩国
奥地利
加拿大
芬兰
爱沙尼亚
挪威
丹麦
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匈牙利
瑞典
法国
波兰
比利时
冰岛
捷克共和共
荷兰

长期护理支出的资金来源

政府税收

社会保障

商业保险

现金支付

其他

注：一些国家的现金支付数据可能有所低估。例如在荷兰，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分担部分约占长期护理总
支出的8%。瑞士的现金消费份额有所高估，因为未计入用于护理机构护理服务的现金福利。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卫生系统账户(2010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3年)。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长期护
理费用基本由政府项目或社会保
障体系来承担。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长期护理费用基本由政府承担。在社会福利覆盖
面不全或不存在的地区，长期护理费用主要以个人现金支付或由商业保险
承担。一些国家的现金支付比例很高。23 但另一方面，商业保险的贡献比
例通常不到长期护理总支出的2%。

总支出包括公共和商业部门用于家庭和机构长期护理的费用支出。研究并未涵盖全部经合组织国家。
请参阅 F. Colombo 等人所著《需要帮助？提供长期护理并支付相关费用》(Help Wanted? Providing and
Paying for Long-Term Care)，OECD Publishing，(2011年)。
23 现金支付可能包括公共长期护理计划的共同付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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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护理的价值巨大，但是往
往并未包括在长期护理支出的统
计数据中。

在新兴市场，非正式/家庭护理通
常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未来15年个人承担的长期护
理资金负担将日益增加。

官方统计数据和公共数据往往忽略了很大一部分长期护理成本。在许多国
家，家庭成员大部分非正式的护理服务是无偿的，价值往往远高于官方统
计的支出规模。例如在美国，2011年这种非正式护理的经济价值估计约为
2 340亿美元，约占该年度4 260亿美元长期护理总支出的55%，或相当于
GDP的1.5%。24 在英国，家庭、朋友或邻居提供的非正式无偿护理服务的经
济价值估计每年达到1 190亿英镑(1 840亿美元)25，或相当于GDP的8%，远
远超过2009–2010年度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NHS)988亿英镑的预算额。
26
在加拿大，约80%慢性疾病患者的护理工作由非正规护理人员提供，经济
价值估计达到250亿加元(占GDP的1.4%)。27
在新兴市场，较少见到由政府资助的正式长期护理计划。经合组织表示，
金砖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共占全球人口
48%)在长期护理方面的平均公共支出占GDP的0.1%，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
一比例达到0.8%。28 非正式/家庭护理往往是需要护理人群的唯一选择。缺
乏正式的护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差异所致，如家庭和国家的定位
和责任：例如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很少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另一个
原因是，近年来新兴市场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而正式长期护理计划和基础
设施建设及资金的供给都跟不上步伐。
经合组织预计，到2030年，发达国家公共护理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2010
年的0.8%提高到介于1.2%至1.4%之间。鉴于公共财政紧张和各种需求的博
弈，决策者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在新兴市场，公共财政相对宽松，但
由于长期护理支出较低(仅占GDP的0.1%)，所需资金缺口不断扩大(2030年
将占GDP的0.5%至0.6之间)，将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最终，发达国家和
新兴市场的个人负担都将进一步增加。尽管目前个人已承担了大部分长期护
理费用，但未来将会负担更多。

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方式
当前大多数护理服务都是由家庭
成员提供的。

资金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领域。长期护理基础设施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护
理提供者也值得关注。目前，大约70%到90%的护理提供者是家庭成员，无
偿提供了90%的家庭护理服务。29/30 例如在欧洲，超过75%的护理人员是子
女、女婿、儿媳或配偶。31 在日本，按照日本传统社会规范，照顾老年人最
常见的是成年子女或女婿儿媳。在新加坡，超过75%的护理人员是配偶和子
女，约14%是女佣。32 在香港和欧洲部分地区，来自发展中国家经过初步培
训的家政人员或女佣也是老年人常见的家庭帮手。

24

请参阅《老年人长期照顾需求不断增加》(Rising Demand for Long-Term Servicesand Supports for Elderly
People)，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3年)，http://www.cbo.gov/publication/44363 (2014年9月1日访
问)。
25
该案例以及本报告的其他案例中，除非另有说明，所用汇率都是数据点所在年度的平均值。
26
《看护人估值2011–计算看护人的价值》(Valuing Carers 2011-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carers' support)，利
兹大学国际护理、劳工和平等研究中心，(2011年)。
27
《加拿大寿险和健康险协会长期护理政策报告–改善加拿大长期护理的利用率、质量和可持续性》(CLHIA
Report on Long-Term Care Policy.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Long-Term Care in
Canada)，加拿大寿险和健康险协会，(2012年)。
28
经合组织上述出版物第6号(2013年)。数据时间为 2006-2010年。
29
R. B. Saltman、H. F. W. Dubois 和 M. Chawla 所著“欧洲老龄化对长期护理的影响及一些潜在的政策响
应”(The impact of aging on long-term care in Europe and some potential policy responses)，《国际卫生服务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第36卷第4期(2006年)。
30
非正式护理人员也许由于提供护理服务还收到社会转移支付，在实际中可能是接受护理服务的人给予的一
些非正式付款。
31
“长期护理体系中的非正式护理”(Informal care in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欧洲概述报告》(European
Overview Paper)，Interlinks(2010年)。
32
K. S. Hock、T. E. Ser 和 Y. M. Teng 所著“全国老年人调查2011”(National Survey of Senior Citizen 2011)，
《IPS报告》(IPS Report)，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委托，(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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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长期护理状况

非正式护理服务往往是首选的护
理方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是
唯一的选择。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表明非正式护
理人员将日益减少。

养老院的容纳能力有限，且合格
护理人员比较短缺。

对于长期护理体系来说，最重要
的是融资财务的可持续性。

广泛使用非正式护理服务的原因很多。首先，从护理对象角度而言，居家
护理往往是首选方式。33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在许多国家也是唯一的护理
来源。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韩国、中国、印度、美国
的许多州、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巴西，成年子女、女婿儿媳或家人对于需
要赡养的父母负有法律责任。34 这称为孝顺，是很多社会或国家法律中根
深蒂固的价值观。
然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显示潜在的护理人员数量将会逐步下降。非正式
护理部门可能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供应短缺可能导致长期护理
向成本更昂贵的正式护理部门转移。在许多发达国家，目前养老院床位和
合格护理人员数量已非常稀缺。新兴市场的情况更不乐观。如需增加正式
长期护理服务，政府需要在预算已经紧张的状况下进一步加大投资。
例如，2010年中国设有39 904座养老院，35 共提供320万个床位，36 容
纳能力约为65岁以上人口(1.8亿)的1.5%。此外，据测算中国至少需要1
000万名经过培训的专业护工，而目前，只有一小部分护理人员具有相关
资历。37 在其他国家，例如巴西，几乎只有主要城市设有养老院，主要是
由宗教机构给予支持。举例来说，圣保罗州有350多万老年人，而注册养
老院床位仅有4 500张。38 在人口达2 800万的马来西亚，目前只有3家公
立和1家私立医院可提供老年患者的护理服务，此外仅有11名老年病学专
家，且多数都在吉隆坡。39 2009年，印度约有9 000万名老年人，养老
院数目444座，共提供约73 000张床位。40 发达市场养老院的容纳能力也
是个问题，但相对来说不甚严重。
基于这些挑战，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评估如何有效、高效地提供
长期护理服务，及如何提供可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对于经合组织国家的长
期护理体系来说，确保财政和护理融资的可持续性是政策重点。41 这涉及
到长期护理服务应由公共还是私营部门(或者公私联合)提供资金。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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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晴雨表特别报告283期，《欧盟的健康与长期护理状况》(Health and long-term care in the European
Union)，TNS Opinion & Social 受欧洲委员会通信总局委托进行的调查，《公众意见与媒体监控》(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Monitoring)，(2007年)。
P. Hope 等人所著“在老龄化社会建立可持续的卫生与护理体系”(Creating Sustainable Health and
Care Systems in Ageing Societies)，《老龄化社会工作组报告》(Report of the Ageing Societies Working
Group)(2012年)，P. Knebel 所著“巴西：年轻的国家正在变老”(Brazil: The young country is aging)，
Infosurhoy.com，(2011年)。
Y. C. Wong 和 J. Leung 所著“中国的长期护理：问题与前景”(Long-term Care in China: Issues and
Prospects)，《老年社会工作期刊》(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第5卷第7期，(2012年)第
570–586页。
在政府计划《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推动下，养老院接待能力在2006和2009年之
间迅猛增长，年均增加 227 000 张床位。
Y. C. Wong 等人所著上述作品(2012年)，J. Hu 所著上述作品(2012年)。
L. E. Garcez-Leme、M. Deckers Leme 和 D. V. Espino 所著“巴西老年医学：大国家，大机会”(Geriatrics
in Brazil: A Big Country with Big Opportunities)，《国际卫生事务》(International Health Affairs)，(2005
年)。
K. S. Ambigga 等人所著“缩小老龄缺口：将政策转化为马来西亚基础护理领域的实际行动”(Bridging
the gap in ageing: Translating policies into practice in Malaysian Primary Care)，《亚太家庭医学》(Asia
Pacific Family Medicine)，(2011年)。
S. K. Gulati 和 S. K. Jain 所著《欧洲发达国家老年人长期护理管理最佳实践：印度不断演变的战略》(Best
practices in managing LTC of elderly in developed European nations: evolving strategies for India)，在伦敦
经济学院的演讲报告，2012年9月7日。
F. Colombo 等人所著《需要帮助？提供长期护理并支付相关费用》(Help Wanted? Providing and Paying
for Long-Term Care)，OECD Publishing，(2011年)。

商业保险的作用
虽然长期护理保险只占寿险与
健康险保费总收入的很小一部
分，...
...但是却可以承担部分护理费
用。

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在很大程度
取决于现有的社会保障环境。

自愿购买的长期护理保险未能缩
小长期护理保障缺口。

保险公司在提供补充性长期护理
保险方面相对比较成功。

然而，对于目前较为成功的长期
护理保险市场来说，人口年龄大
多比美国年轻，所以真正的考验
尚未到来。

慷慨的公共体系限制了商业市场
的发展。

新加坡采纳了自愿投保体系。

长期护理中商业保险资金利用较少，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收入非常低。尽管人
们面临巨大的长期护理保障的资金缺口，然而在2014年全球寿险与健康险
公司26 700亿美元的预期保费收入中，只有不到1%来自于长期护理保险。
传统上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承担了与依赖性相关的费用。理想的情况是在退休
前购买。保费逐步积累，然后用于支付被保险人的护理费用(报销型保险)或
固定收益(年金/补偿/收入型保险)。一般来说，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与所在国
家的公共长期护理体系并存，对公共保障计划起到互补、补充或替代作用
(请见表1和附录，了解有关主要长期护理保险市场)。
例如在德国，强制性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为那些选择退出社会保险计划的群
体提供了替代保障。在美国，只有贫困人群才有资格申请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其他群体则自行负责。因此，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是分担长期护
理风险的主要方式。自愿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为公共计划没有覆盖
的部分提供补充性保障(如在法国、日本和德国)。
将自愿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作为融资的主要来源，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并不甚理
想。在美国和英国，一般来说，公共保障计划的局限性以及严格的家庭经济
背景调查会增强居民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美两国仅有一小部分人购买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销售状况并不理想。此
外，在美国，有证据显示相关保单定价有误，这也对保险公司造成重大财务
和声誉损失。
相比之下，保险公司在销售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方面较为成功(例如在德
国、法国、以色列和新加坡)，不过保障水平通常较低，并不足以支付全部
护理费用。目前为止，这些市场并不存在重大问题，但是传统的长期护理保
险产品表现不佳，市场参与者还在不断探索其他方案。
仍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市场在销售方面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表明这种理
念是持续可行的。一般来说，除非存在大规模的选择偏差，通常理赔额在保
单前期较低，因此递延式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在前几十年没有太大问题。真正
的考验将出现在第一代保单持有人达到一定年龄，而且依赖程度迅速增加之
后。在这方面，美国可能即将面临挑战。
在日本和韩国等公共保障非常慷慨的国家，商业保险也很难发展。鉴于政府
承担了大部分护理费用，消费者没有购买额外商业保险的动力。而另一方
面，通过补给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可激励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从而缩小
长期护理保障缺口(例如在德国)。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采取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其通过行为学分析，有针对
性地辅以大规模的推广活动，以提高“乐龄健保计划”(Eldershield)的参保
率。这是一种公私合作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公民到40岁将自动加入“乐
龄健保计划”，但是有权选择退出。此外，“乐龄健保计划”的保费可以从
个人的医疗储蓄账户(Medisave)支付，通过扣除一部分工资来提供资金。由
于该账户不可用于非医疗用途，健康的年轻人往往很少有机会动用该账户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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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5 (自愿长期护理保险)

99

NA

13.6%

1.3%

NA

22.5%

NA

7.9%
(仅人寿
保险公司)

19.0%

公共长期护理的补充

强制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

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

预付资金；递延型

预付资金，
长期护理债券，
急需型年金

资金提前到位，递延

预付资金；递延型

公共长期护理的补充

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

“乐龄健保计划”是旨在
预付资金；递延型

公共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

医护费用(财产及意外险)，公共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
重疾(人寿与健康险)

预付资金；递延型，
独立或人寿与健康险
附加险
预付资金；递延型

资料来源：长期护理总费用：经合组织(2011年)、CBO(2013年)；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监管当局、保险协会、新加坡卫生部。

注：* 长期护理总费用基于2008年长期护理/GDP比率；** 仅公共长期护理支出；NA=不详。

加拿大*

220

NA

45 目前：根据经济状况而定的
安全网(资产<3.7-4万美元)
-待推出：终身长期护理费用
上限，超过上限部分由政府
承担(不包括食宿费)
27 全民覆盖(家庭护理)和根据经
济状况而定的收益(针对
机构护理)相结合

英国*/**

160 (“乐龄健保计划”)

NA

NA 长期护理资金来自：(1)政府
补助； (2)“乐龄健保计划”
(政府设计的商业保险计划)；
(3)“乐龄健保计划”补充计
划 (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作为
“乐龄健保计划”的补充)；
和(4)“保健补助基金”
(Medifund)资助贫困人口剩余
的长期护理费用。

新加坡

826 (总计)
599 (寿险公司)
192 (Mutual 45)
35 (Institutions de
Prévoyance)
90% (45%
没有单独长期护理保险数据，
税收，45%
也许包括在人寿与健康
社会认缴，
险公司和财产及意外险公司承
10% 共同支付) 保的商业健康险数据中
NA
710 (总计)
240 (个人)
470 (团体)

70%

67%

NA 长期护理保险计划 (LTCIP)是
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计划，
经济条件要求很宽松

全民长期护理保险，
社会长期护理和商业长期护理
保险双轨制
47 全民长期护理，包括社会健康
保险和特定的根据经济状况而
设计的长期护理计划，称为
Allocation Personalisee d'
Autonomie (APA)
95 针对40岁及以上人群的全民
社会长期护理保险

47

5.5%

11 645 (总计)
9 550 (个人)
2 095 (团体)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保险作用

预付资金；递延型

名义复合年增长 长期护理产品
率(2003-2012
年以本币计)

保费收入
(2012年，百万美元)

以色列

日本*

法国*

德国*

已付长期
公共长期护理计划
护理总费用
公共长期护理计划类型
占总
(2011年，
长期护理%
10亿美元)
美国
191 根据经济状况而定的安全网
71%
(Medicaid， 资产<2 000美元)

重要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国家的市场规模和商业/自愿购买的长期护理保险情况

表一：

NA

固定，根据起始年龄和性
别而定，40岁男/女分别是
1680/2100美元。“乐龄
健保计划”及其补充计划
的保费可通过医疗储蓄
账户支付，一种强制性的
个人医疗储蓄账户计划。

65岁以后保费水平不变，
在特定情况下，经保险
专员许可可以调整费率

NA

60岁：1 920美元
45美元/天的收益
(根据保险表DAV2008P)
475美元(平均，
初始年龄也是60岁)

60岁：3 300美元：
(区间：1 500至
5 800 美元)

一般年保费率

固定收益和报销，
对于相同状况，
一般有30-90天的等待期， 与美国情况类似
有限或终身保障

NA

固定保险金最多
3 840美元/年，最多6年

固定收益，一般30天
等待期，有限保障期

主要是固定收益，
一般20-25美元/天，
等待期90天(也可一次
性付款，保费和收益为
通胀保险)
固定和/或一次性收益

报销和固定收益

主要是报销，通常上限
为150美元/天，共3年，
等待期90天，通胀保值。

收益类型

当前长期护理状况

大多数新兴市场没有任何社会或
政府的长期护理。

英国提出一个新颖的方法，设定
消费者现金支付的终身长期护理
费用上限。

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尽管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尚未建立，即使有商业保险
产品，其规模也很有限。在中国，大型保险公司将储蓄型保险作为长期护理
费用解决方案来行销。在印度，还没有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主要阻碍因素是
相互支持和自力更生的家庭文化。在拉丁美洲，2005年对13个国家的调查
发现显示，只有巴西拥有自愿投保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42
在英国，正试图通过立法支持一种新颖的方法。这个提议设定了个人现金支
付的终身长期护理费用上限。一旦达到限额，政府将会接手，从而消除了尾
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该限额不包括食宿费用，政府也不会予以支付。此
外，已处于预算紧张的地方政府必须要对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和付款金额进
行论证。不过，这种没有尾部风险的机制使得保险公司更易于提供商业解决
方案，以防范早期风险，且有助于丰富商业解决方案的产品类型，进而帮助
消费者降低护理费用。

与依赖性相关的风险和费用
估算预期护理费用需要准确的长
期护理风险数据。

估算长期护理的预期费用需要三类信息。第一类与依赖概率(发生率)有关，
包括严重性和不同失能程度之间的转换。其次，依赖发生的持续时间数据。
最后，需要护理成本的信息，以便保险公司计算预期的长期护理费用(即被
保险人平均费用)。然而，这些数据并非唾手可得。
依赖概率

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可以提供各
种依赖水平发生率数据。

依赖程度随年龄而增加，仅约
10%的案例被归入最严重的水
平。

依赖概率对于未来护理规划和评估长期护理费用都很重要。但是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可以提供不同依赖程度(根据日常生活活动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或
其他指标而评定)的发生率数据，通常是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较成熟的国家。
例如在美国，据估计，65岁男性/女性在其剩余寿命处于长期失能状态的概
率大约是20%/30%。43
依赖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而且女性的依赖概率较高(见图5)。但无论对
于男女，在高龄时都会产生轻度依赖。然而，对于所有年龄组来说，仅有约
10%的案例归为“严重”类。当然，90岁以上的女性例外，这部分人群中
达到严重依赖程度的比例约为15%。

42

~

N. Aguilera 和 J. Huerta-Munoz 所著“CISS-CIESS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长期护理状况的调查”(CISS-CIESS
Survey on LTC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工作报告 CISS/ WP/05012， 美洲社会保障会议(CISS)，
美洲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IESS)，(2005年)。
43
E. Stallard 所著“估算美国老年人长期失能发生率、流行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费用”(Estimates of
the Incidence, Prevalence, Duration， Intensity and Cost of Chronic Disability among the U.S. Elderly)，《精算
师协会长期护理保险部》(Society of Actuarie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ection)，第 22 期(2009年)；及
E. Stallard 所著《美国老年人口认知损害和日常生活活动失能的双重依赖性：2004年全国长期护理调查的
估算》(Joint Dependenc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DL Disability in the U.S. Elderly Population:Estimates
from the 2004 National Long Term Care Survey)，(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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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长期护理状况

图5：
2011年德国按年龄和依赖程度划分
的长期护理保险受益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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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德国联邦卫生部)。

根据依赖程度的不同定义，发生
率也存在很大差异。

对依赖程度的定义及其解读不同，发生率也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将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定义基于有否使用拐杖或助行架辅助设备，是造成依赖程度数
据出现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样，如果评估依据是“完全”或“部分”
丧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这也会对经验数据产生影响。此外，失能定义中
是否包括根据认知障碍设定的触发指标，而非由于丧失任何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个体之间差异显著。

依赖持续时间
总护理成本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护理的持续时间。国家之间的对比数据也
很少，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BUPA委托进行的一份报告显示，44 约50%
的被赡养者在入住后15个月内死亡，但10%的人群在养老院居住超过6
年。不过居留时间的确能显示出某些一般性特征。养老院居留时间随入住
时的年龄增大而减少，女性平均比男性多住一年多的时间。患有痴呆症的
人在养老院居住的时间明显比较短。

不同依赖程度的单位护理费用差

单位护理费用
护理费用的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单位护理费用。国家各地之间，以及各国之
间，单位成本存在很大差异。

总护理费用的一个主要推升因素
是养老院护理的持续时间，不同

异显著。
非正式的护理费用相对较低。

大多数被赡养者的依赖程度较低，每周仅需要几小时的帮助，这类护理费
用也相对较低。亲属以非正式的方式提供护理(这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往
往是无偿的。家庭正式护理费用相当于，家庭健康助理(一种典型的长期
护理工作者)的平均时薪，乘以所需护理的小时数。例如在美国，护理人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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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11 565个代表性样本的观察数据，请参阅 J. Forder 和 J. L. Fernandez 所著“养老院居留时
间”(Length of stay in care homes)，《PSSRU讨论报告2769期》(PSSRU Discussion Paper 2769)， 坎特
伯雷：个人社会服务研究部(PSSRU)， (2011年)。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述出版物(2011年)。

员的费用一般是每小时21美元。45 在德国，养老院中的职业看护人的单位工
资在17到21美元之间，这或许可以很好地反映正式家庭护理的费用。46
终身长期护理的大部分费用是那
些需要机构护理的严重病例。

长期护理的主要费用与最严重的疾病状况有关，而这种情况往往需要机构护
理服务。在美国，平均约92%的终身长期护理费用是在严重失能期间产生
的，而这段时间约占失能年数的50%。47 因此，养老院费用是预期终身长期
护理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如表2所示，对于处于中位数收入的群体来说，
养老院年度费用仍然偏高。发达国家的中位数收入仅能支付0.3到0.7年的机
构护理费用。在许多国家，中等财富仅能承担养老院费用，而在很多时候，
仍存在资金缺口。

表2:
收入和财富与养老院成本对比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瑞士
日本
意大利
西班牙
中国
墨西哥****

退休者收入+

中值

夫妻/男/女

++

32 821
28 045
40 600 /26 000/21 500
NA/24 383/16 990
39 886
30 783
46 286
29 916
25 385
19 844
无
无

收入

29 056
25 237
27 213
27 835
34 929
38 570
47 237
26 671
23 451
18 531
5 645
3 086

中值
财富+++

可负担养老院费用的月数 ...

不同依赖程度的养老院成本

严重

中等

44 911 85 000
111 524
49 370 54 400
141 850
90 252
219 505 54 300
95 916 116 800
110 294 62 200
138 653 26 400
63 306
8 023
9 718 22 000

43 000
46 700
44 600
36 000
47 200
77 900
49 300
24 600
26 600
15 400

低
42 600 *
39 550

40 100
38 900
36 400
22 800

6 500

...按中位数
收入++++

...按中位数

4
7
6
7
12
9
5
5
11
8
4
2

6
31
13
38
30
56
15
27
68
29
6
5

财富++++

注：所有收入、财富和成本数据单位都是美元。2008年和2013年之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辅助生活；**在加拿大“养老院成本”是指自付额，这需要对经济状
况进行调查；这里显示的数值是最高自付额。各省之间的自付额差异很大；***未通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个人(严重程度：受赡养者的护理费用达到25 000澳元上限，
轻度依赖者每天25澳元的护理费用)；****年度成本不包括将近9 000美元或更多的注册费。
资料来源：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2012年)；英国：英国国家统计局；德国： www.pflegekostet.de； 法国：Maisons-de-retraite.fr；加拿大：senioropolis.com；澳
大利亚：CPSA；瑞士：联邦统计局；日本：P. Olivares-Tirado 和 N. Tamiya 所著“日本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趋势与因素，日本的10年经验”(Trends and Factors in
Japan'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Japan's 10-year Experience)，《斯普林吉老龄化资料摘要》(SpringerBriefs in Aging)，(2014年)；意大利：Auser (2012
年)；西班牙(2012年)：Infopenta；中国：AXCO；墨西哥：Emprendedores –Facultad de Contaduría y Administración de la UNAM 双月刊杂志；+ 经合组织(2013年)；
++

经合组织(2010年)，+++ 瑞信(2013年)；++++ 年度成本是指严重依赖程度的费用(住在养老院)。

严重依赖程度的护理费用高昂，
长期护理保险可以为其提供显著
的效益。

现有经验数据显示，严重失能的概率较低，但费用很高。与较低依赖程度
(概率高但成本低)不同的是，由于发生概率较低，仅通过个人储蓄账户制度
不足以支撑严重依赖程度的开支。此外，仅有少数富人具有足够的资金支付
严重失能所需的长期护理费用。这表明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提供显著的效
益。
46
47

http://www.lohnspiegel.de/main/zusatzinformationen/pflegeberufe (2014年9月1日访问)。
Stallard (2009年)上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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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各种供需矛盾，商业长期护
理保险市场规模较小。

尽管长期护理保险似乎存在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但实践中，商业解决方
案的规模较小。2014年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保费预计不到全球寿险与健康
险保费的1%，最多为200亿美元左右。这其中有供需双方面的原因。

供给方面的问题
缺乏数据可能妨碍了护理解决方案
的发展。

长期护理保险一般是递延支付的，
同时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因此其对
假设变动非常敏感...

数据缺乏不利于开发总体护理解决方案，以及相关保险市场的大规模发
展。在长期护理保险销售规模极小的市场 – 很多发达市场和几乎所有新兴
市场都是如此–经验数据有限加重了护理解决方案产品设计及其定价的难
度。这是个鸡和鸡蛋的问题：没有规模较大的市场，经验数据就很少，而
没有经验数据，就难以形成市场。
但是即使存在数据，未来关键参数将如何演变也极不确定。一般来说，传
统长期护理保险是递延支付的，在合同设计和定价与支付保险金之间可能
相隔数年，甚至几十年。然而，固定收益的合同要求对依赖发生率、健康
和失能人士的死亡率、失效率和投资收入做出长期性假设。报销型保单甚
至要求更多假设，如未来护理费用的增加程度和未来护理的技术创新对成
本的影响等等。对于一位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50岁人士来说，这些预测
参数必须在未来30到4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站得住脚。而准确做出这些
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任何不正确的假设都可能会对保险公司造成巨
大损失。

...这使得保单定价颇具挑战性。

保险公司可以在定价中引入一个安全系数，以防范假设的敏感性，但是这
样会让保单更加昂贵。此外，如果合同条款设计中允许保险公司对未实现
假设要求的业务部分提高价格，消费者会对此感到不悦。最终，这些长期
系统性风险难以对冲，且需要保险公司具备很强的偿付能力，这也成为这
类保险产品供给方的另一项成本。

美国经验说明了报销型递延长期护

对于充满未知的未来并没有捷径可循。美国的事实证明，过去对产品所做
的假设是不充足的，尤其是在投资收益和失效率方面。如果这些合约在整
体上会产生显著损失，监管机构将会允许保险公司多次调整保费费率。然
而，费率增加会对保单持有人的购买意愿形成冲击，在很多情况下，保费
费率的调整也使得保费变得难以负担。总体上，这些挑战对美国寿险业造
成了持续性的财务亏损以及声誉损害，以至于大多数业者最终退出了长期
护理市场。

理保险尤其具有挑战性的原因。

保费支付和预期收益之间的不平衡
可能会导致市场失效。

保险市场可能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状况。48 如果存在逆向选
择，保险公司会收取较高价格，以弥补将健康个人排除在外而造成的潜在
损失。这也就再次提高了产品成本。Brown 和 Finkelstein (2007年)发现，
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支付和预期收益之间也存在不平衡现象。49 然而，他
们也认为，仅基于这点并不能完全解释保障水平较低的原因。长期护理产
品之所以未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需求方也起到一定的影响。50
48

49

50

16 瑞士再保险 sigma 2014年第5期

不对称信息发生的情况是，当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或更好的信息，就会造成市场不平衡和不良的结
果。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当较高风险人群倾向购买更多保险，而保险公司却不能或不被允许
将这一因素包含在定价方面时，就会发生逆向选择问题。
保费和收益之间不平衡的根源也可能是保险产品的长期性质，这需要考虑安全利润等信息，而这将再次
推升保险成本，请参阅 J. R. Brown 和 A . Finkelstein 所著“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规模为何如此小？”(Why
is the market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o small?)，《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第91卷第10期，(2007年)，第1967-91页。
J. R. Brown 等人(2007年)上述作品。

护理基础设施不足和理赔人员短缺
妨碍了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

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会影响商业保
险市场的发展。

最后，长期护理保险是“销售而非
购买的”产品，其销售难度很大。

供给方面的其他问题包括：护理基础设施不足和医疗专业人员短缺。由于以
上这两方面问题个人可能无法轻易购买到所需的护理服务。市场还需要具有
足够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理赔员。例如，新加坡设立“乐龄健保计划”时，
需要专家评审小组和专业指南，以确保依赖性评估的一致性。
开发和提供长期护理解决方案也需要监管和社会政策形势在长期内保持连贯
性。如果相关的社会保险政策频繁调整，保险公司将会更加犹豫是否对护理
解决方案进行必要的投资。
最后，长期护理保险属于“销售而非购买的”产品。很多公司在培训长期护
理解决方案销售团队时感到颇具挑战。在销售方面，年轻群体的销售能力
通常不及年龄较大的销售人员。此外，长期护理保险与寿险和健康险等其他
“现成的”产品形成竞争。在保障缺口较大的环境里，51 寿险、失能、重疾
和/或医疗保险产品通常比长期护理保险更容易销售。

需求方面的问题
需求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意
识。

在新兴市场，长期护理风险意识尚
未形成。

长期护理风险很复杂，也难以评
估。

需求方面也会对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造成阻碍。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社会
对于长期护理风险和费用缺乏认识。因为50年后的风险对于工作适龄群体
来说太过遥远，所以他们很少考虑其临终需求，对其重视程度也很低。来自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年纪较大的夫妇也不会讨论他们的临终护理需求，及
如何支付相关费用。52 人们倾向于对解决方案采取拖延态度。有关婴儿潮一
代退休的讨论直到1990年代才全面展开，大约是在其面临退休的前20年。
如果以相同的提前时间估算，那么婴儿潮一代可能在其需要护理的前20年
(也就是未来5至10年)才会认真考虑长期护理问题。这样为时已晚，因为可
利用的解决方案大多是现收现付型计划。所以，支付婴儿潮一代的护理资金
负担可能已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身上。
缺乏相关意识也是新兴市场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较低的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这些国家在经济、人口和社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在发达市
场，这些变化则历时了150年。而新兴市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意识并未
跟上发展步伐。
长期护理风险十分复杂。消费者很难评估风险大小，因此也很难评估长期护
理产品带来的价值主张。当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选择时，消费者往往不愿采
取行动，或做出简单的捷径式决定，因此也就选择不购买保险。

51

有关各地区死亡保障缺口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瑞士再保险出版物《美国死亡保障缺口》(The 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in the US)、《死亡保障缺口：亚太2011》(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Asia-Pacific 2011)、《寿
险客户-欧洲保险报告2011》(Customers for Life-European Insurance Report 2010)、《定期寿险和健康险
观察2012》(Term & Health Watch 2012)和《拉丁美洲死亡保障缺口2013》(The 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in
Latin America 2013)。
52
D. Price 等人所著“晚年社会护理的财务规划：第四个年龄依赖性的‘阴影’”(Financial planning for social
care in later life: the ‘shadow'of fourth age dependency)，《老龄化与社会》(Ageing and Society)，第34卷
第3期，(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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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长期护理需求的数据有时互相
矛盾，造成理解混乱，并可能会抑
制消费者进行提前规划。

对于政府将会提供解决方案的预期
会对商业储蓄和和保险解决方案形
成挤出效应。

例如，近70%的欧洲消费者认为长
期护理服务及融资是公共部门的责
任。

在北美洲，也同样广泛存在着关于
政府在长期护理服务中参与程度的
误解。

估算长期护理需求的数据范围广泛，有时会相互矛盾，这很难对那些缺乏
了解的群体有所帮助 。例如，美国的一项研究预测，“预计至少有70%的
婴儿潮一代在未来需要长期护理服务，40%的人将需要养老院照顾。”53
然而，另一份报告则认为，“65岁及以上年龄人群中，只有14%的人需要
长期护理”，到85岁以后，这个比例将上升到50%。54在欧洲，一项对比
预测认为，荷兰男性需要养老院护理的概率为20%。55 而与此同时，许多
新兴市场根本就没有这类预估数据。对于考虑未来长期护理需求的个人来
说，类似的各种基准参考信息可谓十分混乱。
即使人们意识到了这些风险，一般观念也误认为可以依靠政府或某种公共
长期护理方案，从而导致了保险公司没有动力去制定相关的商业计划。许
多发达市场正是这种情况。这些市场确实存在某种公共或社会保障，但并
非全民覆盖的长期护理计划，而保障也远不够全面。甚至还普遍存在这种
猜测，即一旦婴儿潮一代开始需要护理时，政府将会推出相关的公共保障
计划(逆向社会规则)。这种观念使个人推脱了安排长期护理的责任。
瑞士再保险对14个欧洲国家的超过15 000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近70%
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负责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及相关的资金支持。56 在实
施全民税收型长期护理体系的北欧国家，这种看法最为普遍。而在长期护
理费用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提供现金补助、由保险进行补充的国家，普遍观
念认为个人应承担相关责任，而非政府。然而，在几乎所有国家中，至少
有一半的受访者将“老年人护理”责任推给政府(参见图6)。有趣的是，
所有国家的消费者都预期政府的参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北美对社会保障和政府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误解。在美国，65岁以下的
婴儿潮一代中，有86%的人不了解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是否涵盖长期
护理，或高估了其保障范围。即使那些拥有联邦医疗保险的中等收入美国
公民(即65岁及以上者)，他们也缺乏相关认识，但意识到机构和家庭长期
护理费用将是威胁其退休生活经济安全的最主要医疗费用。57 在加拿大，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政府会满足所有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但事实上，个人
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自行负责其护理需求费用。58

53

D. R. Calmus 所著“长期护理融资危机”(The Long-Term Care Financing Crisis)，《政策创新中心讨论报
告第07号》(Center for Policy Innov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7)，(2013年)；P. Kemper、H. L. Komisar
和 L. Alecxih 所著“不确定未来的长期护理：目前的退休者可以指望到什么？”(Long-Term Care Over an
Uncertain Future: What Can Current Retirees Expect?)，《探究》(Inquiry)，2005/2006年冬季。
54
S. Rogers 和 H. Komisar 所著《谁需要长期护理？情况说明书》(Who needs long-term care? Fact Sheet)，
乔治城大学长期护理融资项目，(2003年)。
55
L. Spoor 所著“荷兰老年人长期护理朝向多渠道融资发展？”(Towards Multi-Pillar Financing of Dutch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日内瓦协会健康和老龄化简报》(Geneva Association Health and
Ageing Newsletter，(2013年)。
56
《欧洲保险报告2012-寿险客户》(European Insurance Report 2012, Customers for Life)，瑞士再保险
(2012年)。
57
《中等收入美国人的退休医疗保健》(Retirement Healthcare for Middle-Income Americans)，Bankers Life
and Casualty Company 安退中心(Center for a Secure Retirement)，(2012年)。
58
加拿大人寿和健康保险协会(2012年)上述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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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目前和未来10年内，政府应
负责提供“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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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保险报告2012 - 寿险客户》(European Insurance Report 2012， Customers for Life)，瑞士再
保险。

有关子女将会赡养父母、承担其护
理需要的预期，也使得商业保险解
决方案受到抑制。

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可能会相当高
昂，甚至承担不起，...

...尤其是退休后才购买的话。

有关子女将会照顾父母的预期也使得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进一步受到抑制。在
许多新兴市场，传统上将由其中一个子女，或女婿、儿媳担任护理者的角
色。然而，随着家庭人数的减少、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以及
劳动人口流动性增加(与被赡养者距离更远)等人口结构性变化，对传统观念
构成挑战，并引发了对其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长期护理保险过于昂贵，甚至负担不起。因此，由于
中低收入群体负担不起保障费用，而高收入群体不需要保障，商业保险市
场的发展因此受阻。不过，与长期护理保险相比，由于老年人的收入普遍有
限，累积资产价值也不高，长期护理服务成本实际上是多数人难以负担的。
59
2008年，美国最富有的20%消费者中约27%拥有长期护理保障，而在最
贫困的20%群体中，只有4%拥有长期护理保险。60
负担能力与购买保单时的年龄相关。如果个人在年轻时购买长期护理保险，
则保费要低得多。一项研究显示，对于相同保障的长期护理保险来说，60
岁时购买的年保费费率是45岁时购买的两倍。 61 不过，在年龄较轻时，收
入也一般较低，以及会面临许多更急迫的消费需求(抚养家庭、购买汽车或
房子等等)。相对遥远的临终问题在人们心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其结果
是，许多人都是到接近退休年龄时才开始考虑长期护理，而这时风险已经相
对较高，保费也较高。

59
60
61

F. Colombo 等人(2001年)上述作品。
J. R. Brown 等人(2007年)上述作品。
请参阅 Herleitung der Rechnungsgrundlagen DAV 2008 P für die Pflegerenten(zusatz)versicherung，德国精
算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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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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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R. Brown 和 A . Finkelstein 所著“在美国为长期护理保险”(Insuring Long-Term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经济观点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25卷第4期，(2011年)，第119142页； Herleitung der Rechnungsgrundlagen DAV 2008 P für die Pflegerenten(zusatz)versicherung，德国
精算师协会。

负担能力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个严峻
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偏差，如拖
延、...

...过于自信和损失规避等方面也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期护理保险的
发展。

2012年，德国50至65岁人群的收入中值达到20 688欧元。62 对于一名
65岁的男性而言，长期护理保费将占其收入的7%，占65岁女性收入的
11%。相比之下，对于45岁的人群，长期护理保费分别仅占男性和女性
收入中值的3%和4.3%。在美国，保费同样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加昂贵(见图
7)。此外，由于美国没有强制性的基本长期护理保险(不同于德国)，商业
保险的保障及相应的保费通常都会更高，老年人也因此更难以承受。
最后，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偏差在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思维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可能涉及到不愉快的讨论和/或想法，人们经常会推迟关于未来的艰
难决定。在是否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方面，拖延占决策过程的很大一部分。
拖延和负担能力是相互关联的：每拖延一年，费用就更高昂，也就更可能
负担不起。
63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偏差是过度自信。许多人认为，和其他人相比，“好”
事更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坏”事(例如需要依赖他人)发生的可能
性则比别人低。此外，损失规避也很重要：在决定是否购买长期护理保险
时，消费者需要克服的另一大障碍是，支付几十年保费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的风险(实际上应该说是幸运)。

6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有关行为经济学如何影响保险购买的讨论，请参阅瑞士再保险 sigma 2013年第6期《寿险：关注消费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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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绝不会独行”–多方合作模式
为老年人口提供护理的解决方案
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方。

政府明确国家提供的服务范围，
有助于提高整体的风险意识。

政府也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让
后者作为护理基础设施的潜在投
资者...

...并重新审视那些妨碍商业长期
护理市场发展的法规。

税收减免措施和雇主更大程度的
参与将有助于解决未来资金需
求。

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考虑延迟退
休年龄的倡议。

为老龄人群提供护理服务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其中涉及到所有利益相
关方：保险公司、政府、医疗机构、当前和潜在的护理提供者，以及当前和
未来的潜在护理消费者。尽管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国家都将不得不改革现
有体系，以便为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64 本章将探讨
可能的政策和其他方式。
作为起点，政府可以通过明确公共系统所提供的具体保障范围，帮助消费者
提高风险意识，更好地了解护理解决方案的成本。这将有助于个人作出更明
智的决定，如何以最佳方式为养老做好准备。这也使保险公司更明确政策背
景，从而设计护理保险产品。
政府也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使后者作为护理基础设施的潜在投资者。目
前，政府将患者安置在医院的成本极高，却没有财政能力对护理基础设施进
行投资。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政府的成本和融资需求都将降低。由于护理
基础设施的回报与护理需求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这将是个值得保险公司关
注的资产类别。因此，对于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说，护理基础设施将是
与负债方护理风险良好匹配的资产。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注意可能会阻碍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例如，对
超长期产品规定过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妨碍保险公司参与市场，并使得产
品更加昂贵。65
另一种方式是与雇主合作，制定类似于美国401(k)等的自愿养老金计划。雇
主参与也可以帮助提高长期护理的风险意识。团体长期护理保险的确存在于
某些市场之中，如美国和法国，但是雇主通常不分担保费。如果设计得当
(例如提供退出、而不是加入选项)，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激励措施，就可以
有一部分人在仍有能力负担的时候开始支付保费(例如在新加坡)。顺着这种
思路，台湾政府预计将于2016年推出一个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资金将由政
府、私营雇主和被保险人共同承担。66 同样，英国正在讨论针对护理解决方
案的专项养老金体系，该体系可享受额外的税收优惠。这种“护理养老基
金”仅用于支付护理费用。此外，如果最终该基金没有动用，则可以由家族
后代继承，并没有遗产税。
护理解决方案的挑战也与社会行为有关。许多人认为，到一定年龄，比如
60或65岁就要退休。他们认为，政府的任何现行退休计划也将从这个年龄
开始生效，并将为个人的护理需求提供保障。通过实施激励措施、实现劳动
力市场的灵活性，并消除延长工作年龄的任何结构性和法律障碍或其他不利
因素，这种观念可以得到转变，使得延长工作年龄成为可能。工作可以全职
或兼职，这样可以使个人有更多时间为未来的护理需求积蓄资金。

64

P. Hope 等人(2012年)上述作品。
R. L. Lumsdaine 所著“为何系统性风险因素会影响长期护理保险市场”(Why Systemic Risk Considerations
Affect the Market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经济学人之声》(The Economists' Voice)，(2011年)。
66
《销售渠道汇报：保险市场时讯–亚太区》(Distribution Debrief: Insurance Market Update. Asia-Pacific)，韬
睿惠悦，第28期，(2012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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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方式
护理解决方案的融资和服务提供方
式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好的协调。

美国已经设立管理式护理的示范性
计划，其他地区对此也在讨论中。

未来，这种管理式护理计划可能具
有更广泛的市场。

提供护理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不同机构之间需要加强协调。目前，护理服务
的融资方和提供方高度分散，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独立于医疗保健体系之
外。此外，社会服务和家庭护理提供者之间往往缺乏协调，这将会产生
额外的费用并导致效率低下，不能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方案。67 在协调良好
的体系中，密歇根州的“生命之选”(LifeChoice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
是一个会员式项目，需要支付前期费用(30 000 - 50 000美元)及月费(约
400美元)，可以涵盖所有核心服务并协助人们居家养老。68
管理式长期护理保障计划是另一种方式，协调从医疗到社会护理等各种服
务，以及从非正式护理到正式护理的多种护理形式。美国已经设立了通过
这种模式协调所有护理工作的示范项目。为了获得政府为计划参与者支付
的一次性付款，69 该健康计划同意为参与者提供全方面的护理服务。亚洲
国家正在就设立类似计划展开讨论，但尚未落实。英国的“更佳护理基
金”(Better Care Fund)也具有类似的操作思路。
未来，通过团体保险市场提供医疗保险的雇主可能会将管理式护理保障作
为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关于管理式护理计划的成本效益仍有很多尚未解决
的问题，应用在实践中仍有待时日。此外，市场需要完善规则，以规定如
何对待换工作或退休的员工。
家是心之所向…，那么哪里可以提供老年护理呢？

鼓励居家养老机制有助于降低护理
费用。

税收优惠措施可减轻提供护理的家
庭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

当需要照顾时，很多人都想住在家里。70 此外，考虑到医院、长期护理机
构和家庭护理之间的巨大成本差异，实施结构性改革可以帮助人们居家养
老，并显著降低成本。现有的保险产品一般都包括家庭护理保险。即便如
此，在很多情况下，对护理医疗模式的依赖，以及欠缺社区支持服务，都
导致“老年人继续被不合理地安置在护理机构”。71 例如，在改革之前的
2000年，由于当时没有养老院(即所谓的“社会住院”)，日本的老年人都
会被送进医院。改革的具体目标就是减少不合理的长期住院人数。72
家庭成员提供的护理是当前护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延长人们
居家养老时间的改革中，这种情况也将延续。然而，人口结构和社会趋势
对家庭护理形成压力，家庭护理将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护理需求。
鼓励更多家庭护理的方案之一，就是国家支付家庭护理费用。不过当政府
预算已经捉襟见肘时，这就变得更加困难。在一些国家，居家的被赡养者
可以选择现金补贴而非护理机构的服务，用来支付非正式看护人的费用。

67

《美国长期护理危机》(America's Long-Term Care Crisis)，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2014年)。
G. Mitchell 所著“为任务而生的科技”(Technology for Mission's Sake)，《引领时代杂志》(LeadingAge
magazine)，2012年3/4月。
69
示范项目最初的服务对象是一部分“双重资格者”，即又符合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下根据经济状况
确定的公共长期护理要求，而且年龄也达到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人群。
70
例如请参阅 R. Tarricone 和 A . D. Tsouros 所著《确凿事实-欧洲的家庭护理》(The Solid Facts. Home
Care in Europe)，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和《健康长寿智能技术》(Smart Technology for Healthy
Longevity)，澳大利亚技术科学和工程学会(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10年)。
71
《长期护理和科技 - 高级官员会议最终报告》(Long Term Care and Technology. Senior Officials'Meeting
Final Report)，国际老龄联合会，(2012年)。
72
《日本现实情况：需要帮助？提供长期护理并支付相关费用》(Fact sheet on Japan, Help Wanted?
Providing and Paying for Long-Term Care)，经合组织，(2011年)。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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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尽可能的居家生活，同时控制总护理服务成本。在荷
兰和德国，这种现金补贴非常受欢迎，即使其价值低于同等服务的费用。73
此外，家庭看护者也可能是护理解
决方案产品的目标人群。

实际上，寻找护理老人的看护人日
益具有挑战性。

在一些国家，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
非正式聘用的外来工作人员整合到
正式体系中。

家庭成员也可能是护理解决方案产品的目标人群。这样的解决方案包括传统
的长期护理保险，或部分护理服务产品，以减轻家庭成员作为看护人的负
担，同时也给予他/她继续工作的机会。如今在许多国家，护理解决方案包
括临时护理协调机制，以便让看护人有机会去度假，同时也确保有护理人员
在家照顾老人。
随着世界很多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寻找和培训看护人也是一个严峻
的问题。解决方案之一可能是让(刚刚退休的)的“年轻老人”照顾“高龄老
人”，这个想法对传统的退休模式形成了挑战。同样，倡议年轻的退休人员
参与社区活动，例如在城市花园、社区幼儿园和社区餐厅再就业，可减轻现
收现付体系的负担。这些想法已经在日本进行试点，壮大了社区的工作队
伍，并帮助节省了医疗和护理成本。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减少老人的社会
孤立感，维持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功能。
在奥地利、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以及许多亚洲国家，外来打工
者也成为重要的非正式看护人。通常这类护理人员在“灰色”市场中活动。
例如，在意大利200多万家庭护理助理中，只有不到一半是通过正规渠道聘
用的。74 法规制定者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外来打工者的权益，以便更好地将
正式和非正式护理市场整合在一起。此外还需要解决由于潜在护理人员外流
而引发(原国家)的社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出国可能成为老年人的另一个
选择方案：在护理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场寻求更经济化的护理服务。
预防为主

很多导致日常生活活动障碍的主要
风险...

...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措施可以显著节约成本。75 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如冠心病、中
风、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正日益加重个人和国家卫生体系的负担。然而，
很多导致此类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下降，都是可以预防的。
例如，肥胖和吸烟是慢性疾病发生趋势性变化的关键因素。在美国，经估
算，12%的Ⅱ型糖尿病、22%的冠心病以及其他病症，都可以归咎于缺乏运
动。76 同时，多项研究结论显示，改善饮食并增加体育锻炼可有效降低慢性
病及相关失能风险。适当的生活管理可以减小疾病的发生概率，甚至扭转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下降的趋势。77 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智力和体力活动甚至
可以有助于遏制智力衰退。具体而言， 在65岁时退休的人士中，检测到阿
尔茨海默氏症的比例比60岁时退休的人士低15%。78
73

这些计划存在道德风险和欺诈问题，不过所有政府的社会计划和保险产品都是如此。
R. Tarricone 等人(2008年)上述作品。
例如请参阅 F. Colombo 和 J. Hurst 所著“再访经合组织韩国卫生体系评论”(Revisiting the OECD Review of
the Korean Health System)。《大阪经济报告》(Osaka Economic Papers)，第58卷第2期，(2008年)。
76
R. Nugent 所著《发展中国家的慢性疾病》(Chronic Disea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全球发展研究中心，
(2008年)。
77
G. Lafortune 等人所著(2007年)上述作品；C. Malhotra 等人所著“新加坡乐龄人士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
降的普遍性、相关因素及原因”(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perceived causes of limitations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mong older Singaporeans)，《老龄临床医学与实验性研究》(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第24卷第1期，(2011年)；和 R. Nugent 所著《发展中国家的慢性疾病》(Chronic Disea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全球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
78
C. Courbage 所著《日内瓦协会健康与老龄简报》(Geneva Association Health and Ageing Newsletter )第29期
社论，(2013年)。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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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奖励计划鼓励健
康的生活方式。

多个国家都启动了健康老龄计划。

只需要提前进行预防措施、较小规模的投资，就可避免未来一部分(成本
高昂的)的护理需求。此外，推动人们积极健康生活的举措，而非仅关注
极端情况下的紧急护理方面，就可以使保险公司和其他护理服务资金提供
者从中受益。例如，要激励不愿戒烟的人，可以对其收取差异化保费，或
者对那些采取预防措施的人给予奖励。南非的寿险与健康险公司已经推出
了类似的奖励计划，这些公司利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其他类型的数据采
集技术来监控被保险人的行为。79
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启动了健康老龄计划。例如，台湾的“2020健康国
民”计划是面向老年人的健康宣传计划，重点是对糖尿病、高血压和哮喘
等慢性疾病的预防和管理。日本政府设有管理式健康计划。新加坡采取的
举措包括定期健康检查以提早发现疾病，并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两
代人之间的凝聚力。这种活动都可以作为护理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通过科技进行服务创新

保险公司和承担护理费用的公共部
门都应鼓励采用新技术，...

...这可以促进护理解决方案领域的
创新和效率提高。

创新可以为非正式护理提供者提供
支持。

正如健康险公司已经意识到补贴健身卡所产生的价值一样，他们也推出了
鼓励老年人利用技术和设备延长独立生活时间等补贴计划，这使得提供
护理解决方案的保险公司和支付护理服务费用的公共部门双方受益。80 或
者，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分销这类技术的渠道。81
科技创新有利于更好地监测健康状况、协调护理，使老年人在无需协助的
情况下独立生活更长时间。例如，远程监控设备可以追踪糖尿病人身体中
的葡萄糖水平，监测该指标是否出现了下降趋势。在更先进的条件下，可
以与分析系统连接起来，以便预测是否存在心脏衰竭的迹象。82 同样，可
以通过智能药瓶追踪患者是否坚持服药。如果被监测人未按时服药，该
仪器会通过短信通知看护人。83 定位设备则可以协助管理痴呆患者。84 此
外，各种远程健康监控方式可以减少住院、出诊和医疗的次数。85 这些活
动和其他远程干预措施，比护理机构持续的监测成本更低，并通过居家养
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此外，也有新设备帮助护理人员协调整体护理需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称
为Grouple的在线工具，英国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护理人员正在对此进行试
用。该平台的目标是在多个家庭照顾者之间建立统一的程序和护理模式，
并通过在线网络，与同行分享其顾虑和经验。86

79

相关事例请参阅“发现活力”(Discovery Vitality)： http://www.hr.uct.ac.za/usr/hr/remuneration/
healthcare/vitality _2014.pdf(2014年9月1日访问)。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和工程学会(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2010年)上
述出版物。
81
J. Coughlin 和 J. Pope 所著“健康、幸福与居家养老方面的创新”(Innovations in health, Wellness, and
Aging-in-Place)， 《IEEE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杂志》(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
2008年7/8月。
82
《移动健康：医疗领域新远景》(mHealth: A new vision for healthcare)，麦肯锡公司，(2010年)。
83
不坚持服药占老年人入院原因的20%，占入住养老院的比例是25%，占社区中可预防药物不良事
件的20%，《帮助老年人维持独立性的科技：推进科技采用》(Technologies to Help Older Adults
MaintainIndependence:Advancing Technology Adoption)，科技与老龄研究中心(2009年)，和《您需要了
解的统计学：药物统计》(Statistics you need to know: statistics on medication)，美国心脏协会，(2009
年)。
84
麦肯锡公司上述出版物(2010年)。
85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和工程学会(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2010年)上
述出版物。
86
P. Hope 等人(2012年)上述作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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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住宅和购买必要的非医疗设
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住养老
院更具成本效益。

基本改造的升级版就是智能家居
的概念，这在未来可以让老年人
独立生活时间更长。

一些保险公司和开发商已经建造
了整体便于持续护理的“退休
城”。

为延长个人的独立生活时间，可能有必要进行住宅改造。包括非医疗设备，
如特制的椅子、升举装置、扶手、入户坡道、经改造的马桶、淋浴和浴缸、
起重设备等。87 购买上述设备和改造住宅，而非入住养老院，可能更具有成
本效益，而且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基本改造的升级版就是智能家居的概念，家中设置各种无线传感器用于“智
能医疗服务、家庭自动化、安保和安全、通信和娱乐”。88 作为长期护理解
决方案的一部分，这种定制住房的成本很难使保险公司获得任何经济收益，
但是传感器有助于使智能家居的居住者，比现在的人们维持更长的独立生活
时间。未来几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设施中，能够从事提举重物等
简单工作的机器人也可能成为护理服务的一部分。总的来说，预计到2020
年，老年人照顾的科技行业将成为市值达200亿美元的市场。89
专门建造的“退休城”一般包括独立和辅助生活公寓、养老院类型的设施和
医院，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个概念有时也被称为持续护理退休社区。在佛罗
里达州，类似的退休村还配有高尔夫球场、退休人员社交设施和医疗设施，
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都市区。90 在中国由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人寿出资建造
的类似住宅开发项目中，91 公寓“装有遥感设备，用于监测高风险居民的生
命体征”。其他国家也有这种面向退休人士的住宅开发项目。

为老年人设计的创新型商业保险护理解决方案
当前的护理保险产品需要在设计
和用途方面进行彻底反思。

仅依靠保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护理服务和融资问题，但可以帮助分散风险并
提高护理效率。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以及市场对比传统长期护理
险产品更实在且更容易出售的产品的需求，保险公司需要对当前护理保险产
品的设计和用途进行彻底反思。92
年金产品

被赡养者在不得不入住养老院时
购买急需型年金...

一些市场已经推出急需型年金(INA)。这种趸交保费产品是在受赡养者不得
不入住养老院时购买的，与传统的递延型长期护理保单相比，优势十分明
显。无论被赡养者需要多长时间的机构护理，保险公司都将支付其相关费
用。

87

R. Tarricone 等人(2008年)上述作品。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和工程学会(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2010年)上述
出版物。
89
H. Kelly 所著“传感器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家安全地生活”(Sensors let Alzheimer's patients stay at home，
safely)，CNN International，2014年8月26日，http://edition.cnn.com/2014/08/25/tech/innovation/
alzheimers-smart-home/index.html?hpt=hp_bn5 (2014年9月1日访问)。
90
T. Olorunnipa 所著“美国增长最快的都市区没有犯罪，也没有儿童”(Fastest-Growing Metro Area in U.S. Has
No Crime or Kids)，《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2014年6月27日。
91
中国人寿和平安人寿是中国两个主要的保险公司。请参阅《保险市场报告–中国医疗保险：寿险与收益》
(Insurance Market Report. Healthcare: Life & Benefits. China)，Axco，(2013年)。
92
传统的综合性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是在没有相关公共服务，或只是面向低收入个人充当
“最后贷款人”类型的国家，综合性长期护理保险对于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来说，可能是个应对长期护理
风险的好方法。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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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作为传统长期护理产品的替代
品而出现。

急需型年金的特点在于，它消除了在养老院居留时间过长，有时无法负担
费用的风险。正如前面提到的，英国BUPA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护理机构
居留的平均时间是2.2年，但是25%的患者会居住3.6年或更长时间，另
有10%会居住6年多(见图8)。93 因此，在需要时才购买带给消费者的价值
是：他/她也许会有足够的资产可以负担得起1-2年的机构护理费用，而急
需型保单消除了资产耗尽后还需要护理的风险。

都负担不起。

急需型年金的一个缺点是费用高昂(不过低于长期居住在养老院的费用)。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费需要能够支付养老院的平均成本再加上提供保
险的成本。

图8：

100%

然而，急需型年金成本高昂，很多人

2008年11月–2010年5月英国养老院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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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45 39 48 42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存活月数
资料来源： J. Forder 和 J. L. Fernandez 所著“养老院居留时间”(Length of stay in care homes)，《PSSRU
讨论报告2769期》(PSSRU Discussion Paper 2769)， 坎特伯雷：个人社会服务研究部(PSSRU)， (2011
年)。

递延型急需年金可以解决护理需求尾
部风险的问题。

一种成本显著较低的选择是递延型急需年金(也称为递延护理计划)。购买
时间也是在进入养老院之时，但是只有过了等待期(比如2年)才会支付护
理费用，从而消除了费用的尾部风险。等待期就像免赔额，保险价格也只
是递延型长期护理或急需型年金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少数在护理机构居住
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受赡养者才能获得保险金。
混合型产品

混合型产品也许更容易销售，因为不
论是否需要长期护理，被保险人都可
以获得给付金。

混合型产品则将长期护理保险与寿险、退休/养老金或重疾产品结合起
来。这种产品提早支付身故保险金，或在开始需要长期护理时增加年金的
月付额。对于消费者而言，相对于传统长期护理产品的优势是，在不需要
护理的情况下，相关寿险或退休产品仍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这可以
帮助克服传统长期护理保险面临的损失规避和心理核算的挑战。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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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order 等人(2011年)上述作品。

混合型产品的风险较低，所以能
以较低的价格销售。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混合型产品的风险低于单独的长期护理保险，原因
是一些风险已经被分散。具体而言，混合型产品对于假设变化(有关投资收
入、失效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这就降低了成本，从而
降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94 其长期护理的特性也可以作为传统寿险/年金产
品的附加险，而不是单独的产品。例如在香港，某家全球性寿险公司提供的
一个终身年金附加险条款内容是，如果保单持有人无法进行日常生活中某些
特定活动，保险公司将会在其余生支付收入。95
服务与融资

辅助生活保险是在产生依赖性的
最初阶段，通过专业服务以及经
济支持提供协助。

辅助生活保险(也称为短期护理保险)旨在于产生依赖性的最初阶段，协助支
持保单持有人及其家人。这种保险在产生意外护理费用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支
持和建议，以便个人及其家人有时间为将来的护理费用安排资金。保险还提
供一套服务，包括护理、协助、财务建议、提供解决方案，并根据需要负责
相关安排工作。
其他保险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产品可以解决护
理的特定需求。

重新包装现有产品，可能有所帮
助。

在某些情况下，保险产品只能解决护理需求的特定方面(而不是提供整套护
理方案)。这将使得保险产品更易于负担，而且产品设计也比较简单。例如
在韩国，针对老年人健康和癌症治疗的产品比较成功。痴呆和关节炎是其他
目标病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销合理、价格低廉及简单的一次性保险产
品。这可以通过寻找小众市场需求加以完全满足，并在其他市场进行复制，
而不是分析和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需求。然而，由于文化原因和现有公共计
划的不同，这因国家而异。
以更积极的方式对现有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进行重新包装也会有所帮助。现有
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主要是对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提供赔偿，特别是丧失某些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这将要经历一种可怕的个人身体
状况，也是不投保的另外一个心理原因。与现有的长期护理产品相比，旨在
延长独立生活时间的产品可能会传达更积极的信息，消费者也更愿意购买。
例如，营销措辞更多提及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或协助独立生活，可能会促使
长期护理保险销售增加。
非保险解决方案

反向抵押可以让房屋业主利用其
房屋价值，为护理解决方案提供
资金。

一些老年人资产丰富但缺乏现金，至少在发达市场如此。将非流动性资产变
现的产品可以提供救济，并可能作为现有解决方案的补充，从而提供护理资
金。反向抵押贷款(在一些市场称为“价值释放”产品)允许无贷款房屋的业
主利用其房屋价值。房主可以折价出售房屋，并被允许余生居住其中(销售
模式)。或者，他/她可以获得一次性付款、终身获得定期付款、获得信贷额
度，或这些方案的任何组合形式(贷款模式)。在贷款有效期内，房主无需支
付利息或本金，应计利息加入到本金之中。只有当借款人及其伴侣死亡或永
久性搬走时，贷款才到期。此时房子被出售，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偿还贷款和
利息。任何额外的资金归借款人所有，或作为其资产。
94

请参阅《量化长期护理天然对冲特性–与长期护理连结的寿险或年金综合产品》(Quantification of the
Natural Hedge Characteristics Long-term Care-Combination Life or Annuity Products Linked to Long-term Care
Insurance)，SOA，(2012年)。
95
请参阅《保险市场报告–香港医疗保险：寿险与收利益》(Insurance Market Report. Healthcare: Life &
Benefits. Hong Kong)，Axco，(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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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产品对于保险公司和消
费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挑战。

美国和英国的反向抵押贷款市场非常发达。未来10年，预计欧洲大陆将
会从房屋价值中释放200亿欧元。96 中国也着眼于未来老龄化所带来的挑
战，已经启动反向抵押贷款试点计划。97 考虑到其业务的长期性质以及与
寿险风险的联系，保险公司可以成为反向抵押贷款的天然供应商。然而，
如果房产较为破损，或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保险公司仍面临许多挑战，
例如很难管理，或很难对冲房产相关风险。同样，由于这些产品较难理
解，而且会妨碍老人留下遗产，消费者可能对这种产品持谨慎态度。反
向抵押贷款解决方案也取决于法律和监管方面。例如，在偿付能力指令II
下，目前还不清楚如何使用反向抵押贷款方式来支持寿险业务发展。

96

请参阅《净值释放 - 退休时利用房屋财富》(Equity Release, Accessing Housing Wealth in Retirement)，
韬睿惠悦，(2013年)。
97
《中国日报》，2013年10月14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3–10/14/content_17029281.htm (2014年10月1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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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解决老龄化人口日益增长的护理需
求是一项严峻挑战。

当前长期护理服务的融资体系和提
供方式难以持续。

保险可以作为护理需求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
...但仍需要对目前的产品进行彻底
反思。

急需型年金、混合型产品和短期护
理是众多创新产品的几个例子。

政府也还必须需尽力改善目前消费
者对长期护理认知不足的状况。

人口结构趋势的变化将会导致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口增加。老龄化人口人
口结构趋势的变化将会导致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龄化人口
的护理需求以及演变趋势是个复杂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事实上，为老年
人提供有效的护理服务、并解决融资困难，将成为社会在未来数年面临的最
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当前护理服务的融资和提供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总体而言，社会和个人都尚
未准备好应对长期护理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未来的银色海啸，需要采取多方
合作的方式。从一开始，要更多关注老年人健康管理，这将有助于他们维持
独立生活，以及尽可能长时间地居家养老。这也将有助于节约成本，并提高
整体人口的生活质量。
保险无法完全解决护理难题及未来的挑战。然而，通过分散风险，保险可以
帮助提高稀缺资金的使用效率。
自愿投保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尚未取得显著成功，要想成为护理解决方案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仍需保险产品彻底反思。实践证明，传统的长期护
理产品对于买卖双方都缺乏吸引力。在克服传统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弱点方
面，存在很大的产品创新和设计改进空间。具体而言，重新设计的产品应提
供更明显、实在的价值优势，对更多人来说更有吸引力，且有能力负担。
例如，当出现严重依赖性时购买急需型年金，这就减少了长期护理需求的尾
部风险。混合型产品可在被保险人即使不产生依赖性时也提供回报。短期护
理可以在依赖产生初期就提供专业支持和服务。在一些市场，为解决特定护
理需求开发了针对性产品，而不是全方位的护理解决方案，这也为老年人提
供了重要支持。
最后，必须提高消费者对于长期护理需求、面临风险及成本的相关意识。为
此，各国政府应更好地向公众宣传公共资金和服务范围，以及个人承担的责
任范畴。这将有助于消费者对自己的老年护理负责，并为之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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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美国是最大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
场。

只有在个人资金用尽之后，受赡养
者才有资格获得公共长期护理资
助。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可报销长期护理
的相关费用。

长期护理保险是美国人寿与健康险
行业的“问题儿童”。

其中一个问题是，定价时所做的假
设被证明是过于乐观。
过去5年里，新的混合型寿险产品销
售很成功。

德国自1995年起要求强制投保长期
护理保险。

社会和商业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
计划的给付水平和获取资格是相同
的。

本附录将对7个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进行探讨，并对公共长期护理部门
进行简要说明。选择这些市场是根据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规模，但是
也考虑到从这些例子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和商业见解。
美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是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
美国是最大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长期护理保险在1990年代非常流
行，保费收入从1995年的约20亿美元增至2012年115亿美元。这些保费
约80%来自个人业务，其他来自团体业务。然而，近年来业务增长出现疲
弱，并且通常是由于费率上浮而非新业务的推动。98
美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由于缺乏全民长期护理计划。
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提供长期护理资金，但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调
查结果(means-tested)而定，并且是在个人资金耗尽之后才有资格获得资
助。
一般来说，保险解决方案提供长期护理费用报销，并设有每日上限。大多
数保单提供全面保障，可以支付家庭和机构的护理费用。通常而言，保单
受益期有时间限制，不过也(曾)有终身合约。大多数合约的等待期为3个月
左右，这相当于免赔额之后保险公司才开始支付护理费用。99
尽管规模很大，然而美国并不是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样板。寿险公司遭受
重大损失，并被迫对大批保单提高费率，这令很多保单持有人感到不悦，
并导致行业的名誉受损。此外，许多保险公司已退出市场。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单失效率低于预期、投资回
报率低、资本要求高、承保挑战以及分销渠道问题(高额佣金)。
不过，2006年的“养老金保护法案”改善了长期护理保险的税收待遇并
允许发展混合型产品。这些新产品主要是带有提前给付附加条款的寿险保
单，特点是可以提取寿险的身故保险金用来支付长期护理或慢性疾病费
用，在过去5年里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具体来说，在2009年至2013
年期间，混合产品的保费取得强劲增长(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4%)，2013年
新业务收入达到26亿美元。
德国-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和补充性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相结合
德国于1995年推出强制性全民长期护理保险。德国存在两个并行的强制
保险计划：面向那些拥有社会医疗保险人士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以及针
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人士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社会长期护理保险通过工
资现收现付资金。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则是通过收缴保费预先融资
(请见图9左图)。
两个体系的给付资格和付款标准相同。保障包括非正式护理、居家和疗养
院正式护理的每日津贴。这三类保障的支付金额都有明确规定，并根据依
赖的程度进行分级。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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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寿险行销研究协会(LIMRA)。
曾推出过各种增加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的方案。一般保单提供的保险金会随着时间推移根据预定比率
(如5%)增加，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保单提供保费较高的“无没收”选项，在保单持有人停止支
付保费后仍然提供一些保险金。一些保单提供包括临终关怀、临时护理、住院后护理，或家庭成员护理
培训等其他服务。

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可填补剩余的
保障缺口，...

强制体系的保险金并不能覆盖长期护理的全部成本。据估计，强制长期护理
保险仅能支付轻度依赖程度人士约43%的养老院总费用，严重依赖程度人士
约47%的费用。因此，按绝对值计算，轻度和严重依赖程度人士每年人均保
障缺口分别为 20 700美元和26 700美元。100 寿险与健康险公司提供可以
填补这一缺口的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健康险公司的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可
以全部或部分报销超过强制性计划范围的费用，以及每日津贴。寿险公司提
供的长期护理年金根据依赖程度支付固定金额。寿险公司还提供单独的长期
护理产品和附加于寿险保单的长期护理补充险。

...并取得迅速增长。

2002年至2012年期间，德国自愿性长期护理保险年均增长20%，达到约
8.52亿欧元(10.90亿美元，请见图9中右图)。这种增长源于对以下问题旷日
持久的争论：强制性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机制的可持续性、保障缺口以及如何
激励消费者为其长期护理需求做好准备。

政府津贴进一步加速了补充性长期

为提高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的投保率并缩小保障缺口，于2013年推出了根
据德国卫生部长名字命名的Pflege-Bahr计划。购买Pflege-Bahr计划且每月保
费至少为10欧元的人每月将会收到5欧元的政府补贴。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一
年，500 000份新保单中有三分之二是Pflege-Bahr合约。

护理保险的销售。

图9：
德国强制长期护理保险(左图)和自愿/
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右图)的认缴额
和保费收入(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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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德国联邦卫生部)，Steria Mummert，根据Bafin。

100

V. Leienbach 和 A . Besche 所著 “Sonderdruck 30 Jahre Pflegeversicherung”,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2014) https://www.pkv.de/w/files/pflegekompetenz /30jahre_ pflegeversicherung _200x280_druck. pdf
(于2014年9月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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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健康保险、政府和商业长期护理解决方案
法国的全民长期护理计划为60岁以上
被赡养者提供与收入相关匹配的保险
金。

即使对于贫困人群，公共长期护理保
险金也不能负担全部费用。

很大一部分养老院费用必须由被赡养
者及其家人来承担。

自付额部分开销不菲，可以支付这些
费用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相当受欢
迎。

法国寿险公司提供精简型的长期护理
保险。

在法国，居家或机构长期护理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全民公共健康保险体系
和因人而宜的自主生活津贴(APA)。APA旨在帮助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60岁
及以上的老人。给付金额取决于个人的独立生活程度。然而，APA也是根据
个人经济状况，保险金最高可能会达到90%。101
关于正规的家庭护理，对于符合社会医疗团队认可的个性化护理计划，
APA对其提供经济支持。2010年，每月保险金在530欧元(依赖程度较低)
至1 235欧元(最严重情况)之间不等。 102 但是这些保险金水平都并不足以
涵盖1 500至4 000欧元之间的家庭护理月费用总额。
2012年养老院费用估计为34 705欧元，包括三个部分：(1)11 844欧元
的医疗费用，由社会医疗保险承担；(2)11 616欧元的住宿费用，由受抚
养者支付；103 以及(3)11 844欧元的护理费用(即非医疗性护理需求，如喂
养、帮助穿衣等)。APA根据家庭经济调查情况提供部分支持，剩余部分由
受抚养者及其家人承担。104 据估计，2007年，法国家庭至少花费了60亿
欧元用于住宿和赡养费用(2007年长期护理支出总额估计为340亿欧元，
相当于GDP的1.8%)。105
寿险公司提供的补充性长期护理保险可缩小剩余的资金缺口。2012年
的保费收入为4.66亿欧元，投保人数为180万(其中75%是个人合约)。
Mutuals 45 和 Institutions de Prévoyance 两项计划也提供长期护理保险，
其2011年保费收入分别为1.38亿欧元和2500万欧元，被保险人数分别达
到360万和30万。绝大多数合同是以团体为单位的。在法国，2012年超
过16%的40岁以上人口拥有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
约为5%。106
法国寿险公司提供的是固定保险金保单。换句话说，一旦保单持有人符合
资格，保险公司将在其余生为其定期支付定额保险金(也有一揽子保单和
付款期有限的合同)。合同涵盖依赖程度从轻度到重的费用，2012年平均
每月支付371欧元的保险金。对于仅涵盖严重依赖程度费用的合同，保险
金平均为574欧元。107
日本-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将商业解决方案挤出市场

日本在2000年推出了全民公共长期护
理社会保险体系。

2000年，日本建立了一个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资金来源于保费和税
收，用于支付经批准的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该计划的保障范围是65岁
及以上年龄人口，以及患有老年性疾病的40-64岁人群。保险给付是以服
务形式(实物)提供，不能现金给付。不提供现金给付是特别设计的，避免
护理负担落在(无报酬的)女性家庭成员身上(在日本有时称为“儿媳综合
症”)。
101

《法国现实情况：需要帮助？提供长期护理并支付相关费用》(Fact sheet on France,Help Wanted?
Providing and Paying for Long-Term Care)，巴黎，经合组织，(2011年)。
《法国现实情况》，经合组织(2011年)上述出版物。
103
那些负担不起的也许有资格申请公共社会住房协助(l'aide sociale à l'hébergement)。
104
http://www.maisons-de-retraite.fr/Ehpad/Actualites/Actualites-generales/Le-cout-d-une-place-en-maisonde-retraite-c-est-2-892-euros-par-mois (2014年9月1日访问)。
105
不同的社会保险机构也提供保险金。例如，退休保险可提供实物给付，如对于依赖程度尚不足以接受
APA的人士提供家庭协助。
106
根据 L'assurance dépendance en 2012-Aspects quantitatifs et qualitatifs, FFSA GEMA，(2013年)和经合
组织(2011年)上述出版物自行计算。
107
FFSA GEMA(2013年)上述出版物。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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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体系非常慷慨，使
其可持续性受到一定质疑...

...并且还将商业解决方案排挤出市
场。

长期护理体系根据社会保险原则进行运作，给付不基于收入或家庭状况。由
于新体系向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使用正规长期护理服务的机会，这一体系总成
本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翻了一番。政府预计，长期护理服务成本将会进
一步上升，从2010-2011年占GDP的1.6%升至2024-2025年的3.3%。随着
负担增加，政府可能需要提高自付额、引入经济状况资格标准或减少提供某
些服务。
商业长期护理保单可以作为主要保障或作为寿险和/或医疗保险的附加条
款。通常这些保单允许被保险人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获得现金给付(一揽子支
付、年金，或两者结合)。然而，随着全民(且非常慷慨)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体
系的推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业务量遭受重创。108
以色列-风险意识高有助于发展长期护理市场

以色列拥有全民长期护理保险计划，
对非正式护理起到补充作用。

公共计划需要调查经济状况，不过大
多数人都符合资格要求。

以色列长期护理风险意识较高，同时
也是最大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之
一。

在以色列，长期护理保险计划(LTCIP，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长期护理计划)可以
补充家人和朋友提供的非正式照顾服务，并鼓励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在社
区生活。申请人必须是以色列公民或永久居民，而且年龄要大于67岁(男性)
或62岁(女性)的退休年龄。
获得计划的资格是根据经济状况。不过，这一条件十分宽松，只有非常富裕
的群体被排除在外。LTCIP覆盖了约80%的老年人口，其2011年费用约10亿
美元，相当于GDP的0.5%。
以色列的长期护理风险意识较高，是最大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之一。合
格的申请人将可以获得养老院或居家护理费用的补偿，不过有一定限额。
保险金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定，并分等级。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收入从
2003年的1.18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7.1亿美元，成为人寿与健康险中增长最
快的业务。其中三分之二的保费来自团体保险，通常通过社团和雇主办理。
新加坡-公私合作计划

在新加坡，长期护理费用通过储蓄、
失能保险和医疗保险组合来支付。

“乐龄健保计划”是由政府设计的公
私合作计划，但是定价、销售和管理
都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

新加坡强制推行全国医疗储蓄计划，称为Medisave，目的是帮助个人将部分
月收入存放在个人医疗储蓄账户，以支付自己或家人的医疗费用。长期护理
资金通过政府的各种补助109和失能保险(“乐龄健保计划”)提供，后者的保
费可通过个人医疗储蓄账户支付。此外，那些实在无法负担剩余长期护理费
用的家庭可以从“医疗基金”(Medifund)中获得进一步帮助，“医疗基金”
是一个针对贫困新加坡人的安全网。
“乐龄健保计划”(ElderShield)于2002年推出。这是个公私合作计划，由
政府设计，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定价、销售和管理。个人在40岁时自动加入
“乐龄健保计划”，但可以在前三个月内选择退出。到2013年，该计划
保费收入达到1.6亿美元(1.99亿新加坡元)。“乐龄健保计划”保单份数从
2008年的75万份增至2013年的110万份，年均增长5.2%。 110
108

F. Yasukawa 和 T. Inoue 所著“公共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改革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绩效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
如何缓解护理负担？”(A Primi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Reform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How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Care?)，《ITEC
工作报告》(ITEC Working Paper)，第07-32期，日本同志社大学科技、创业和竞争力研究所，(2007年)。
109
这包括各种长期护理服务的政府补贴，以及各种政府计划如“女佣雇主补贴”(Foreign Domestic Worker
Grant)和“乐龄助行基金”(Senior's Mobility and Enabling Fund，简称SMF)。
110
新加坡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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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国家的长期护理解决方案

该计划的普及也许会令人对长期护理
的保障性产生一定的误解，因为“乐
龄健保计划”并不能够支付全部护理
费用。
然而，“乐龄健保计划”可以附加补
充险。

“乐龄健保计划”之所以得到普及，是因为保费支付方便(即从个人的医
疗储蓄帐户中自动扣除)，且相对低廉。然而，由于保险金仅够支付一位
(在照顾老年人方面几乎没有培训的)家庭帮工的费用，在其是否会产生虚
假的安全感方面存在争议。
“乐龄健保计划”的每月保险金最高400新加坡元，最多可支付六年。
根据依赖程度和住宿质量，养老院每月费用在1 000到3 500新加坡
元之间。112 如果“乐龄健保计划”保单持有人希望增加保障，以缩小现
有的保障缺口，也可以购买可提供更多保险金的“乐龄健保额外保障计
划”(ElderShield Supplement)。“乐龄健保额外保障计划”的保费也可以
从个人的医疗储蓄帐户支付。
111

英国-几乎没有公共长期护理项目
在英国，很大一部分长期护理费用由
被赡养者承担。
申请公共长期护理保险金所要求的经
济状况条件非常苛刻；个人必须耗尽
几乎所有财富，才有资格获得国家支
持。

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制度(NHS) 113提供全民医疗。然而，长期护理并不包
括在内，大部分老年护理费用必须由被赡养者及其家人承担。
英国的长期护理服务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资格十分苛刻，即个人必须耗尽其
大部分资产(包括受赡养者或其配偶不居住的房产)。只有当资产低于某个
金额时，个人才有资格获得政府支持。114 因此，受赡养者往往被迫出售自
己的住宅或变现任何可用的资产，以便筹措医护或机构护理费用。

英国存在巨大的长期护理保障缺口。

英国的长期护理保障缺口十分巨大。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自1990年代初开
始出售，但市场增长缓慢，从业者数量不多，且主要提供急需型年金产品
(INA)。传统产品，即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认知障碍为触发因素的提前融
资的长期护理保险并不受欢迎，2010年最后一家提供这种传统产品的保
险公司退出市场。此外，长期护理债券类似于提前融资的护理计划，但允
许继承未使用的资金。然而即便如此，英国消费者也同样没有十分青睐长
期护理债券。

急需型年金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是业

英国保险市场最有前途的产品是急需型年金。这是一种当个人需要护理时
购买的趸交保费产品。急需型年金相对比较成功，一定程度上，税收优惠
也起到推动作用，115 尽管如此，2012年保费收入仅约1.3亿英镑。

务量仍然较小。

英国消费者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反
映并不热烈。

即使考虑到获得政府支持的资格要求十分苛刻，英国长期护理保险深度如
此之低仍然令人意外。原因在于提供的产品不符合消费者需求，或是很多
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长期护理风险。

111

2007年9月底之前生效的计划提供300新加坡元的保险金，最多5年。
L. Tan Ling 所著《养老院费用》(Nursing Home Charges)，新加坡卫生部，(2007年)。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国民医疗服务制度(NHS)各不相同。
114
英国和威尔士的最低标准是 23 250 英镑，苏格兰为 24 750 英镑。
115
如果养老储蓄用于支付长期护理医护费用，并通过急需型年金直接支付给护理提供者，则养老金收入
免税，但是如果养老金收入以现金形式提取(不论是否用于支付护理提供者)，则需要支付所得税。

1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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