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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儿童贫困问题非常严峻，不仅出现在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也存在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日本贫困儿童比例高达

16.3%，造成儿童贫困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市场不稳

定、社会保障体系“重老轻少”、贫困代际传递的连锁效应等。

日本政府于 2014 年 1 月开始实施《儿童贫困对策法》，并通过设

立专门基金以及推动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儿

童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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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儿童贫困问题现状及思考 

郭 佩 1 

一、日本儿童贫困现状 

儿童的贫困及死亡问题非常严峻，全球至今依然每年有 6 千万个

儿童不到 5 岁就死亡。儿童贫困问题不仅出现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也存在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日本这一现象已越来越严重，儿童

贫困率不断上升，出现了“吃不饱、穿不暖、上不起学”等各种社会

问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开发报告书》2014 年版公布了

人类发展指数，其中日本的儿童相关情况处于发达国家的下位。而根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数据，1985 年儿童贫困率是 10.9%，2012
年日本贫困儿童的比例达到 16.3%2，为发达国家之最。国际儿童支援

机构“拯救儿童”日前也发布报告称，日本每 6 个 17 岁以下的儿童

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2016 年日本媒体以“育儿贫困家庭 20
年增长一倍、39 个都道府县超过 10%”为题报道了一项儿童贫困率调

查报告。报告显示，1992 年日本仅有 70 万个贫困育儿家庭，而到 2012
年，该数字增长到 146 万。另一方面，由于育儿家庭从 1293 万个减

少到 1055 万个，实际上日本的儿童贫困率增长了 2.6 倍。其中，单亲

家庭的儿童贫困现象尤其突出。据经合组织统计，日本单亲家庭儿童

贫困率高达 50.8%，位列 34 个经合组织国家之首。很多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贫苦状态的儿童在医疗、饮食、学习、升学等方面处于极为

不利的状况。 
面对日益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日本也开始逐步实行解决儿童贫

困问题的对策，并于 2014 年 1 月正式开始实施《儿童贫困对策法》。 

二、 日本儿童贫困的分布 

    1. 地区分布情况 

                                                        
1 郭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二部项目主任。 

2 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标准，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到全国中位值一半的家庭即被认为是“贫困家庭”，生

活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则属于贫困儿童。贫困儿童占所有儿童的比例则为儿童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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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形大学副教授户室健作的关于儿童贫困率调查报告的数

据显示，1992 年日本仅有 70 万个贫困育儿家庭，到 2012 年，该数

字增长到 146 万。另一方面，由于育儿家庭从 1293 万个减少到 1055
万个，实际上日本的儿童贫困率增长了 2.6 倍。从日本各地的排名看，

贫困率最高的是冲绳县，达到了 37.5%，其次是大阪 21.8%，再次是

鹿儿岛 20.6%，之后是福冈和北海道。排名前十的都道府县中，有 8
个分布在西日本地区 。 
    2. 家庭类别与年龄层分布情况 

根据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儿

童贫困率从 2006 年到 2012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夫妻与未婚子家庭”和“三代同堂家庭”的贫困率呈上升趋势，而

“单亲与未婚子家庭”的贫困率降低。但是，从 2009 年到 2012 年，

“夫妻与未婚子家庭”的贫困率平稳发展，而“单亲与未婚子家庭” 
的贫困率超过 2006 年时的贫困率，达 50.8%。其中，单亲妈妈贫困率

高达 66%。日本男性白领平均年收入约为 400 万日元（1 元人民币约

合 15 日元），而单亲妈妈的平均年收入仅为 181 万日元。从家庭中

孩子的人数来看，一个家庭有四个孩子以上的，儿童贫困发生率较高。 
此外，根据儿童年龄分布层来看贫困率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

加，贫困率也在上升。与儿童的年龄相比，儿童贫困率和父亲的年龄

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按照父亲的年龄组来看，父亲的年龄在 20-50 岁

之间，随着年龄的递增儿童贫困率减少，而母亲的年龄对儿童贫困率

的影响并不大。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就业市场以男性为主导。 

三、日本儿童贫困的主要原因 

    1. 经济增长迟缓 
在少子化的背景下，日本贫困儿童家庭数在过去 20 年里成倍增

长。儿童贫困率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 20 年增长迟滞带

来的社会贫困加剧。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 2016 年 3 月，日本低

保家庭总数达 163.5 万户，创历史新高。 
2. 就业市场不稳定 
日本山形大学副教授户室健作认为，日本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据劳

动力市场四成，工作不稳定和工资水平低下，使部分家庭难以抚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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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日本的电子行业和汽车行业为例，由于日本电子行业过分拘泥

于“日本制造”，在国际化竞争中屡屡失利，近年来迅速没落。其次，

东芝、富士通、索尼准备联合起来重整电脑业务，采取减员增效等方

式，这让很多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工作。就汽车行业而言，德国、

美国等传统汽车强国的发力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断挤压着日

本汽车的市场。现在，日本将更多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海外新兴市场，

能为本土创造的就业机会及税收越来越少，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贫困

问题。 
3. 社会保障体系“重老轻少” 
日本扶助青少年的社会保障费比例与他国相比较低，不及对老年

人社会保障费的十分之一。在儿童贫困率排名前十的都道府县中，有 
8 个分布在以大阪为中心的西日本地区，该地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吸引了大量进城就业的青壮年，现在均已进入老年，老龄化程度非常

严重，导致扶助贫困儿童的社保经费比例更低。 
4. 贫困代际传递的连锁效应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相关调查显示，家庭收入越高，考试中答题的

正确率也越高。日本家庭子女大学入学率为 73%，而贫困家庭只有 
33.4%；贫困家庭子女高中退学率为 4.5%，是普通家庭 1.5%的 3 倍。

2012 年度，日本有 7.9 万名大学生中途退学，其中两成是经济原因。 
5. 教育成本不断上涨 
日本媒体认为，阻碍贫穷人口脱贫致富的一大原因是不断上涨的

教育成本，包括学费和巨额的补习费用。当前日本的教育负担较大，

国立大学学费在最近 40 年里涨了 40 倍。如今的日本，普通公立高中

一学年的学费在 40 万日元（2 万多元人民币）左右，私立学校就更贵

了，平均在 100 万日元（5 万 2 千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还要花费

大量的补习费用，日本现在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会上补习学校，里

面一门课一个月的学费就是成千上万日元 。这对于年收入仅有不足

200 万日元的单亲家庭来讲，负担尤其更重。 

四、儿童贫困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测算 

2015 年，日本财团对儿童贫困问题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日本

历史上的首次推算。在“儿童时代的经济差距会引发教育差距，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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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未来所得差距”的设想下，日本财团的调查采取了对比研究的方

法，将贫困儿童分为“不干预组”和“干预组（教育改善）”进行测

算。与“不干预组”相比，“干预组”在得到教育改善后，大学毕业

人数增加，就业形态改变，经济收入也会相应增长。与此同时，伴随

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纳税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在增加，从而减轻了

国家的财政负担。 
具体而言，将这部分差距作为社会性损失计算，如果放置贫困儿

童不管，仅一学年个人收入会增加约 2.9 兆日元，相应的税和社会保

障费也会多承担 1.1 兆日元，并增加 0.9 万人的就业。这些数值虽然

是在各种假设之下计算出来的，但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社会性和政策

性的启示。详见下表 1： 
 
表 1：儿童贫困所带来的的社会损失（15 岁仅一学年）（2013 年） 

样本 个人收入 个人承担的税和社会保障费 正规职位 

不干预组 22.6兆日元 5.7兆日元 8.1万人 

干预组 25.5兆日元 6.8兆日元 9.0万人 

差值 2.9兆日元 1.1兆日元 0.9万人 

 
该调查报告最后显示，儿童贫困问题会对日本经济和国民带来重

大影响，反之，如果能够采取措施改善该问题的话，也会给社会和国

家带来较大的回报。 

五、 儿童贫困问题应对措施 

    1.出台政策法规 
近年来，日本众多政党都将改善儿童贫困列入政治纲领，日本政

府相继通过了《儿童贫困对策法》、《儿童贫困对策大纲》等，以“切

断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要求国家及自治体对贫困儿童进行援助。

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奖学金及免费课后补习等教育支援，为孩子们提供

居住场所以及确保监护人健康状况等生活支援等。日本政府还在讨论

扩大对贫困青少年发放无需偿还型助学金的政策。 
    2. 设立专门基金 

日本政府设立一项有效利用民间资金的新基金，即加强儿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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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基金，旨在消除儿童贫困问题。该基金将资助在生活和学习等方

面支援儿童的各类群体，同时也将对在体育、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儿

童提供经济援助，并旨在切断由父母波及孩子的“贫困代际传递”。 
3. 推动供给主体多元化 
日本推行的是由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地方公共团体、企业、

民间团体等多元化供给的福利模式。与欧美许多先进国家的公私分

离、以国家承担家庭责任为主的福利模式相比，日本是属于公私并立、

始终如一推行多元化供给主体的福利模式，即对儿童的社会福利由国

家和地方政府，同时也包括企业、民间社会团体等共同来完成。 

六、总结 

尽管日本政府在解决儿童贫困问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出台

《儿童贫困对策法》和相应的政策指导大纲，成立加强儿童贫困对策

基金等，但截止目前为止儿童贫困的窘境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援助

人群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措施有待进一步优化。除此之外，日本

政府成立的加强儿童贫困对策基金，仅宣传费已花费好几千万日元，

但募款金额较少，企业捐助很少，并不能发挥其预期作用。因此，解

决儿童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目前很多措施还没有触及

到日本社会阶层变动在政治经济体制及国民财富分配制度上的深层

症结，日本还需要思考更治本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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