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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臺灣皆急速步入高齡化社會，就65歲以上的高
齡人口比率而言，日本早於2005年逾20%，成為「超
高齡社會」；臺灣則於2018年9月達14.3%，正式邁
入「高齡社會」。為滿足民眾長期照顧之需求，保障

失智症、知能及精神障礙者等權益，日本乃制定介護

保險法並修正民法成年後見（成年監護）等制度，並

均自2000年4月1日起實施。在高齡社會，高齡者於交
易、締約、財產處理或照護服務之使用上，由於判斷

能力的欠缺或不足，常有被詐欺、脅迫締結契約，或

遭受虐待、財產被侵占等情形，故現行法律對高齡者

之保護是否足夠，值得檢討。尤其臺灣民法成年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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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僅設有「法定監護」並無「意定監護」，且宣

告監護時，剝奪受監護者之行為能力，乃明顯牴觸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從而確有修法之必要。

Both Japan and Republic of China are being aged society 
rapidly. The rate of senior citizens (over 65 years old) has 
exceeded 20% in Japan in 2005, which made it an “aged 
society”. The country became an aging society as well 
when its rate of elders reached 14.3% in 2018. To help 
people with their long term care needs, dementia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 protection, Japan has established adult 
guardian system in the Law of Nursing Care Insurance 
and amended its Civil Law accordingly. Both Laws were 
enacted in April 1st, 2000. In aged societies, because of 
their lacking or deficient in making judgement, elders 
are prone to being cheated, forced to bind a contract or 
mistreated, deprived of properties. Whether the protection 
of law is enough is worthy of reviewing. In Taiwan, the 
adult guardian system stipulated in Civil Law has only 
“legal guardianship” but “intended guardianship,” and the 
behavioral ability of the ward is to be deprived when his/
her guardian is announced. This obviously violates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Civil Law needs to be amended.

壹、前言

社會安全是國家存續的根源，國家對於人民的生存照顧

負有保障責任。高齡社會國家面對少子化、人口高齡化的衝

擊，應如何兼顧民眾的醫療及照護需求與政府的財政負擔能

力，均為重要的課題。1991年「聯合國老人綱領」（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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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強調照護、自我實現與

尊嚴等原則1，制定和落實保護老弱族群的相關法律，為民主

法治國家的必然走向。

日本於2005年時，65歲以上老人比率即逾20%，成為「超

高齡社會」，為滿足民眾長期照顧需求，1997年乃制定介護保

險法、1999年修正民法成年後見（成年監護）制度，上開制度

均自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以因應民眾接受介護服務時所

衍生的人身監護和財產管理等問題。在成年後見制度，後見人

主要之職務有二，分別為「財產管理」及「人身監護」。然

而，後見人侵占被後見人財產，或任意後見人約定不當的高額

報酬情形，時有所聞；而「人身監護」行為，有關本人的結

（離）婚等身分行為之撤銷，以及手術、輸血等醫療行為之同

意，後見人不得為之，可見該制度缺失仍多。

臺灣於2018年9月底，65歲以上老人比率已達14.3%，正

式邁入「高齡社會」。為提供有長期照護需求的高齡者、失智

與失能患者等必要的扶助，爰於2015年6月3日制定公布長期照

顧服務法，公布後兩年施行。惟高齡者在交易、締約、財產管

理或使用照護服務，常有被詐欺締約或財產被侵占的情形，保

護高齡者之法制制度是否周延，值得檢討。本文就日本成年後

見制度之現況與困境、後見制度與介護保險法之關聯，以及對

於臺灣之啟示，簡述分析，再行提出法制增修建議。

貳、日本高齡化的進展與對應

一、人口急速老化與少子化

日本因醫療、衛生及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出生率下降且人

1  吳秀玲，國家照顧義務與國家財政能力之均衡─以長期照護之法律
體系為中心，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年，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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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化，遂快速地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其65歲以上老

年人口數之比率從1970年的7%成長到1994年的14%，亦即日

本從「高齡化社會」進一步成為「高齡社會」僅費時24年2；

2005年更攀升至20%，成為「超高齡社會」，居全球之冠，

至2015年已達26.7%3。另一方面，日本於2004年之出生數為

111.1萬人，2016年12月推計當年出生數則為98.1萬人，百餘年

來首次低於百萬人；至2017年，出生數為94萬6,065人4，總人

口數呈現負成長5。

二、實施介護保險

日本以小家庭為核心，高齡化進展迅速，民眾平均需長期

照顧之服務時間約為7∼8年，同時間「老老照護」的窘境與

「照護虐待」事件頻傳6。2000年4月1日實施介護保險法後，

政府須負擔50%費用，整體預算從2000年3.6兆日圓，到2018

年激增至11.1兆日圓。借鏡先進，介護保險制度在日本存在以

下問題：

（一）保險費與部分負擔妨礙弱勢者使用

日本介護保險隨著需照護老人比率的提高與給付費用的增

加，迄今已七次調高保險費，至2018年，第一號被保險人每月

保險費為5,869日圓，較2000年成長逾100%，民眾因繳不起保

2  此7%∼14%的高齡化率所需時間，法國為126年、瑞典85年、美國72
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全球人口老化之現況與
趨勢，https://www.ndc.gov.tw/cp.aspx?n=4AE5506551531B06&s=F
E1E60C81C6EF92B（瀏覽日期：2019年4月8日）。

3  高野龍昭，これならわかるスッキリ図解介護保険，翔泳社，2018年
5月，三版，90-91頁。

4  社会保障入門編輯委員会，社会保障入門2019，中央法規，2019年1
月，23-27頁。

5  水野耕作，実例でわかる介護老人保健施設利用の手引き，法研，
2017年8月，24-25頁。

6 吳秀玲，同註1，283-284頁。



54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費產生大量介護難民。介護服務部分負擔原僅一成，至2015年

及2018年8月起，使用者的年收入達一定所得時，分別提升至

兩成7及三成8。又從支出面觀察，「要介護認定」程序耗費相

當之人力與資源，結果卻未能客觀，致妨礙弱勢者利用。

（二）民眾自己決定權空洞化

除上述費用負擔問題外，民眾使用介護保險服務仍存有諸

多限制及要件，例如：第一號被保險人（年滿40歲以上65歲未

滿者）限於癌末、初老期認知症、帕金森症相關疾病等16種特

定疾病，才能給付9；須申請要介護認定、提出介護服務計畫

並締結服務利用契約。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進法」亦限制入住特別養護老人之

家者的條件，須符合要介護認定3以上者，而要介護認定1、

2者，僅限精神障礙、認知症高齡者、獨居高齡病弱者等10。

介護保險服務給付供能不足，成為常態化，截至2014年3月

25日，等待入住特別養護老人之家人數，在日本全國已高達

521,688人，其中，中重度者約34萬人11，需排隊等候2∼3年，

民眾的選擇權及自己決定權乃空洞化12，被揶揄為「不能、不

給使用」的介護保險13

7  田中元，一定以上所得者の利用者負担の見直し，介護事業所経営者
のための改正介護保険早わかり，自由国民社，2014年8月，78-81
頁。

8  伊藤 記監修，いちばんわかりやすい最新介護保険法，成美堂，
2018年7月，8頁。

9  吉岡讓治，これから学ぶ介護保険制度と法，加除，2016年4月，18
頁。

10  田中元，特養ホ—ムの入所者を中重度に限定，介護事業所経営者の
ための改正介護保険早わかり，自由国民社，2014年8月，52-55頁。

11  增田雅暢，介護保険の検証─軌跡の考察と今後の課題，法律文化
社，2016年1月，123-126頁。

12  吳秀玲，日本介護保險之法制建構（上），月旦醫事法報告，4期，
2017年2月，152頁。

13  長谷憲明、石山麗子，わかりやすい介護保険制度改正の概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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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年後見制度與介護保險之關聯

1971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宣布「心智障礙者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並

呼籲各國展開相關法律之增修。德國於1992年制定施行「成年

照顧法」14，廢除禁治產宣告改採成年輔助制度，尊重受輔助

人的意願，並保護其殘存之意思能力15。日本在1999年12月通

過民法修正等法案，與介護保險法同於2000年4月1日施行；介

護保險安置高齡者之行動，從行政處分轉換為契約。

介護契約既以本人的意思表示為必要，本人之判斷能力如

有欠缺或不足，恐影響契約之效力，故民眾對於民法成年後見

制度之修正抱有極大期待；判斷能力欠缺或不足者，由後見

人等予以代理支援，顯見介護保險與成年後見制度之關係緊

密，兩者猶如「車之兩輪」16。

參、日本成年後見制度

日本民法之「後見」，即「監護」之意17，補充因精神障

礙而判斷能力不足者之判斷能力，以維護其權益的制度。本文

以下說明日本成年後見制度。

成27年制度改正のポイント，公益財団法人東京都福祉保障財団，
2015年9月，36頁。

14  陳惠馨，禁治產人之監護，收錄於：林秀雄編，民法親屬繼承爭議問
題研究，五南，2015年9月，169-170頁。

15  戴瑀如，我國意定監護制度引入人身管理規範之重要性，「高齡社會
之成年監護法」研討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
心，2015年10月，6頁。

16  田山輝明，成年後見読本，三省堂，2016年3月，75-77頁。
17  即在背後看顧，必要時伸出援助之手之意。劉得寬，成年「監護」法
之檢討與改革，政大法學評論，62期，1999年12月，23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