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各种住处及注意事项～

目
　
　
录

大阪府

老年人的住处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进展，社会上提供各种面向

老年人的住房，而老年人希望在自己住惯的地区

或自己的家中接受各种服务的同时进行生活，因

此根据身体状况及各种需求选择住处是很重要的。

　本手册是面向老年人介绍各种各样的住房种类

和选房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选择什么样的住处？ ............................................................ P1

护理保险设施 ....................................................................... P1

认知症老年之家、老年福利院、收费养老院 ........................ P2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 ................................................. P4

老年人设施在收取预付款时的注意事项 ............................... P5

老年优质出租房、银发之家 ................................................. P5

老年人住宅 ........................................................................... P6

信息介绍 / 咨询窗口 ............................................................ P7



1

选 择 什 么 样 的 住 处 ？

◆在自己家里接受生活援助等服务
 < 即使到了需要护理的状态，也可以继续生活在自己住惯的家里 >

  将居住环境改造得安全且方便使用，实现无障碍设计，使用护理保险，接受上门护理等居家型服务，以

 及利用能够让老年人继续在自己住惯的地区生活等各种地方性的服务。

 < 入住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可以提供生活援助服务的老年人设施 >

  目前已经有能够提供照料、生活咨询、以及提供饮食及护理等老年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服务的设施，

 另外还准备有能够让身体健康且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入住的设施。

  服务内容及费用等因设施不同有异，详细情况请垂询希望入住的设施。

●老年福利院（护理院、A 型）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专用住宅

●护理型收费养老院 ●面向老年人的优质租赁住宅

●居家型收费养老院 ●银发之家

●特殊养老院 ●老年人保健护理设施

●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 ●认知痴老年之家

◆在设施等利用护理保险服务进行生活

※ 除上述各种设施外，对于因居住环境或经济原因而无法在自己家里生

 活的老人，可以根据各市町村长的判断入住指定的养老院。

护理保险设施

特殊养老院（特养）

老年人保健护理设施（老健）

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

 对于随时需要护理且无法在自己家中生活的老人提供

日常照料、机能训练、看护等服务的设施。

 为使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尽可能地近似于家庭环境，有的

福利设施实行“单间 / 单元式护理”。在选择老年人设施时

请事先予以确认。

< 单间 / 单元式护理 >

 按单间或以不超过 10 人的小班为单

元进行护理。住房除卧室外还有客厅和

厨房，入住者可以像在自己家里生活一

样自由随心。

 是以医学管理为基础，以归家为目标，提供看护、机能训练和日常照料等服务的康复设施。是特别针对那

些出院后不希望立即回家的老人而创办的设施，与特养相比医疗护理条件更充实。

 是针对病情较为稳定、需要长期疗养且随时需要进行护理和医学管理的老人而创办的设施（医院），因其

属于医院类，故在医疗护理方面更具优势。

 （目前已决定截至 2017 年年度末（2018 年 3 月底）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将予以废止，故不再批准新设施

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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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认知症老年之家（针对认知症开展共同生活护理服务）

老年福利院（护理院、A 型）

收费养老院

有关收费养老院的入住事宜

 老年福利院（护理院、A 型）与收费养老院中，达到一定标准的养老院可以成为护理保险服务的特定设施入住

者生活护理的定点机构。

 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是指：入住者与该定点机构签订协议，以接受饮食，护理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制定出特定设施服务计划，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工作人员负责护理的“全包型（普通

型）”；另一种是养老院委托外部的护理服务单位进行服务的“利用外部服务型”。

 但是，在接受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的服务期间，受益人不得享受除居家疗养管理指导以外的其他居家服务

和区域性服务。

非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定点机构的收费养老院，不得在广告、宣传册上标记“提供护理”或“提供看护”等字样。

 对因痴呆症而需要护理的老人进行饮食、沐浴、排泄等护理以及机能训练，是采取小班制（每单元不超过 9 人，

原则上只允许 2 个单元）共同生活的福利设施。可以将自己用惯的家具或小物件带来使用，在浓郁的家庭气氛中

与工作人员或其他入住者亲如一家地生活。在这里可以按入住者自己的节奏舒适地生活，也可以单独接受护理。

 有些养老院不接收病情较重的患者，请在入住前予以确认。

 收费养老院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饮食，护理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服务的福利设施。

 收费养老院应遵照老年人福利法的规定，向大阪府知事（当该业务移交时，则由所在地的市町村长）或政令市、

核心市的市长提出申请。该地区的公共团体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以责令养老院的创办人或创办人的委托人汇报情况

或进行实地调查等，并针对需采取的必要措施进行指导，以保护入住者的权益。

提供饮食及开展关怀关爱等活动，但不提供护理服务。需要护理服务时，

由入住者本人与外部可提供上门护理等服务的设施单独签订协议，并通过

使用护理保险等，以保证继续生活在养老院。

 老年福利院是指：既可以接受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服务，如设施所提供的饮食、沐浴、咨询以及帮助等，又能

够各自独立地生活的福利设施。接收对象为：年龄在60岁以上（如果是夫妻共同入住，则一方年龄应在60岁以上），

因身体机能衰退或高龄而对独立生活抱有不安的、并且很难得到家人帮助的老人们。

 需要护理且希望使用护理保险时，一般是由入住者本人与可以提供上门护理等服务的机构单独签订协议，从而

接受其所提供的服务。但若该养老院是政府指定的特定福利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定点机构时，则加入护理保险的

老人在与院方签订协议后即可接受饮食及护理以外的其他日常生活所须的服务。（　　　）

 为避免发生纠纷，事前有必要加以确认硬件配置及服务是否满足自己的

要求及条件（包括健康状况、经济方面等）。

●护理型收费养老院
 （作为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的定点机构。　　   ）

●居家型收费养老院

◆确认类型

全包型（普通型）

利用外部服务型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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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权方式 >

 使用权是指：对收费养老院所提供的所有设施具有整体使用权。是只有入住者才拥有的权利，不能转让

或继承。

 在使用权方式中，居住部分与护理及生活援助等服务部分在协议中实现一体化。与租赁协议不同之处是：

有些养老院在合同中明确可以根据入住者健康状况的变化而提出变更居室的要求。

< 房屋租赁方式 >　是租赁住宅中的一种居住合同形态，居住部分与护理及生活援助等服务部分是分别

签订协议的。以租赁土地租赁房屋法为法律依据。

< 终身房屋租赁方式 >　是房屋租赁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以保证老年人具有稳定居所的相关法律法

规为依据，并获得了大阪府知事（当该业务移交时，则由所在地的市町村的负责人）或政令市、核心市市

长基于终身房屋租赁事业的批准的一种租赁方式。租借人（入住者）只要活着就可以一直居住，直到死亡

时合同终止。

关于使用费

 由相当于房租费、伙食费、护理费及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费用等构成。具体诸费的构成状况，因

老年人设施的不同而有异，请准确掌握您所支付的费用对应怎样的服务。

关于入住时支付的一次性费用（预付款）

 入住期间需要向运营商支付的相当于房租的全部或部分费用称为使用费，在入住时作为预付款须一次付

清。

 费用金额是根据什么样的具体标准计算出来的，解约时需返还的金额是多少，需在合同上标明，并有义

务向入住者进行详细说明。

 “◆权利形态”“◆使用费的内容及支付方式”“～签约前应确认的事宜～”等内容，也适用于附带服务

项目的老年人住宅。此外，“使用权方式”和“入住一次性费用（预付款）”有时也适用于老年性痴呆症患

者集体疗养院。

 “～签约前应确认的事宜～”适用于本手册所刊登的所有老年人设施，敬请参考。

◆确认权利形态
 居所的权利形态分为：“使用权方式”、“房屋租赁方式”、“终身房屋租赁方式”。大多数收费养老院采取的是“使

用权方式”。

 使用费的支付方法因养老院不同而有异，有的是入住时付清预付款再在每个月支付月额费用，也有的无需预付

款而全部按月支付。具体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和额度请事先加以确认。

～签约前应确认的事宜～

◆确认使用费的内容及支付方式

 ●  确认签订协议所需的书面材料。

 ●  掌握主办机关所作的重要事项说明，做到彻底理解。

 ●  提供护理服务的机构，要明确护理保险所涵盖的服务范围以及需要其他

  服务时的收费体系标准。

 ●  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各执一份。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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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是指：居室的面积及设备、无障碍设施等

硬件齐全的住宅，该住宅有保证入住者安全的义务以及应提供生活咨询

等有助于老年人生活的服务项目。

 根据确保老年人居住安全的相关法律修正案（2011 年 10 月 20 日实行）

中的规定，建立了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专用住宅的注册制度，并可以

查阅到已注册机构的相关资料。

 所在地、公司名称、入住合同的种类、住宅的构造及设备、所提供服

务的内容（金额和提供方法等）、房租、有无预付款、是否为特定设施

入住者生活护理的定点机构等信息，均可在网站上进行查询。在选择住

宅时可作为对比、判断的参考。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的注册工作等，是由大阪府知事或政令市、核心市的市长来执行的。此外，对注册

单位或受委托提供住宅管理及生活援助服务的单位，可根据需要责令其汇报工作或上门进行检查等，为防止其违

反注册标准的规定，应予以指导。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无论是注册单位还是受委托的单位，都必须

提供安全确认和生活咨询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提供方式、金额及支付方

法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请您务必事先详细确认。

 此外，若需要提供安全确认及生活咨询服务以外的生活援助服务（提供饮

食，沐浴等护理，做饭等家务）时，可不局限于该注册单位或受委托的单位，

也可以在外部其他单位所开展的服务中进行选择，请事先将自己的要求一并

提出。

 ※　已经获批成为需要护理（需要援助）者时，可以要求加入相当于生活援助服务（除安全确认及生活咨询服

务外）的护理保险服务，具体情况请与护理负责人协商决定。

 ※　入住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的定点机构时，因该机构适用于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服务，故可以享受

饮食，沐浴等护理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服务。（但有些特殊要求的服务项目可能另外收费。）

居住在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内，且希望接受生活援助服务时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与收费养老院的关系

◆确认服务内容

 有许多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是以本身提供服务或委托其他机关提供饮食等服务的收费养老院而注册登记

的。在此种情况下，虽可以不按照老年人福利法的规定而提出申请，但对入住者的待遇有不当行为或发生侵害利

益的行为，或没有提供站在保护入住者利益的立场上所应提供的服务而产生纠纷时，同样适用于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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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设施在收取预付款（一次性入住费）时的注意事项

面向老年人的优质租赁住宅（民间租赁住宅等）、
银发之家（公共租赁住宅）

选择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时的注意事项

▶ 负责提供生活援助服务的是谁？（是注册住宅公司还是委托给其他公司的）

▶ 各种生活援助服务所涵盖的对象是谁、费用是否明确等，请通过注册信息及合同详细了解。

　此外，在服务内容上还应注意结合以下方面：

● 入住者本身希望接受的服务项目是否为可选内容。

  （对于自己不需要的服务内容是否被强制纳入合同中了）

● 入住者提出解约要求后，合同是否能够立即解除。

● 是否有业者以解除服务合同为由单方面提出解除居住合同的内容。

● 是否可以选择、利用其他生活援助服务单位的服务。

 收费养老院、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以及认知症老年之家适用于本条。

上述内容为义务规定。应确认其是否已经体现在合同内容之中。

 是配置了无障碍设施等注重关爱老年人的福利住宅。

 面向老年人的优质租赁住宅可以作为应急的服务措施之用。

 银发之家是通过生活援助人员来确认老年人的安全，以及为其提供生活咨询、应急措施等福利服务等的人性化

住宅。

 无论何种住宅，当需要护理时，均由入住者本人与开展上门护理服务的单位单独签订协议，使用护理保险等接

受服务。

 ▶  对房租等预付款项的计算方法应有明确规定。

 ▶  对负有返还义务的预付款项应有必要的保障措施。

 ▶  在超过一定时间为止解除合同时，应按既定方法计算出扣除额，之后予以返还。

  这里的规定时间是指，入住后 3 个月或设想居住期间（※）。

   （※） 设想居住期间   是指约 50% 的入住者持续居住在该住处的预测期间。

   　　 各住宅的设定有异，请向各设施垂询。

 此外还规定，不得收取房租、押金以及等价服务以外的费用（额外租金等其他金钱和物品）。 

 （注）在收费养老院以及认知症老年之家中，对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已提出申报的设施，自 2015 年 4 月 1 日

　　　以后所收取的费用适用于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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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住宅

○护理保险自费部分

○住房费、伙食费

○特殊服务费（特殊住房费及特殊伙食费）

○日常生活费（明文规定的理发美容等日常生活开支所需费用）

○护理保险自费部分

○相当于房租的费用、伙食费、水电煤气费

＊可能会有包括接送看病等其他费用的发生

＊入住时可能会有预付款项（一次性支付）发生

○伙食费及水电煤气费等生活费

○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费用

○居住的费用（相当于房租、只有护理院才收取）

＊根据入住者的收入情况所需提供的服务费用可能有所不同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 , 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相当于房租的费用、管理费、伙食费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 , 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入住时，可能会有预付款项（一次性支付）发生

○房租、物业费

○保证安全及生活咨询服务的费用

＊加入其它生活支援服务时发生的费用、伙食费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入住时，可能会有押金及预付款项（一次性支付）等发生

○房租、物业费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 , 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根据入住者的收入情况，有可能可以享受到房租补贴。

○房租、物业费、生活援助人员的费用（根据所得税额计算）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 , 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相当于房租的费用、管理费、伙食费

＊加入护理保险服务时，护理保险的自费部分

＊护理费用（不包括护理保险加入费）

＊入住时，可能会有预付款项（一次性支付）发生

入住时的身体状况

护理保

险设施

　　　　　　　※

老年福利院

（护理院、A 型）

　　　　　　　※

附带服务项目的

老年人住宅

　　　　　　　※

面向老年人的优质

租赁住宅

银发之家 

需要护理时可使用介护保险制度的

服务如下：

设施服务

针对认知症开展共同生活护理服务

上门护理等居家服务

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服务

可以入住的老人

认知症老年之家

收费养老院

护理型

居家型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特殊养老院

老年人保健护理设施

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

入住者需负担的费用
能够自理 需要帮助

１/２

不适用于属于要帮助１的人员

需要护理
１～５

※老年福利院（护理院、A 型）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住宅

 当发展到需要接受护理的情况时

 ① 入住者本人与开展上门护理的服务机关签订协议，使用介护保险，接受服务。

 ② 接受福利设施所提供的护理服务（包括饮食及沐浴、排泄等护理及功能训练

等）而生活

  （②适用于接受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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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介绍／咨询窗口

■关于消费者问题的契约关系纠纷
 ●消费者热线 （为您介绍您所在市町村等的消费生活咨询窗口）

  TEL  0570-064-370

 ●大阪府消费生活中心

  TEL  06-6616-0888　▶http://www.pref.osaka.jp/shouhi
■遇到法律纠纷时
 ●大阪律师会 高龄者 / 残疾人综合援助中心 （昵称：向日葵）

  高龄者及残疾人的相关法律援助。

  TEL  06-6364-1251　▶http://soudan.osakaben.or.jp/himawari/index.php
 ●法律平台 （日本司法援助中心）

  TEL  0570-078374　 ▶http://www.houterasu.or.jp/
■地区综合援助中心
  解决地区高齢者及家庭成员等所提出的各种咨询。

 ▶http://www.pref.osaka.jp/kaigoshien/tiikihoukatusien/index.html
■关于护理保险服务
 ●护理服务负责人，正在利用设施的意见咨询窗口

 ●您所居住的市 （区） 町村的护理保险负责窗口

 ●大阪府国民健康保险团体联合会意见咨询窗口　TEL  06-6949-5418

■护理保险设施、老年福利院 （护理院、 A 型）、收费养老院一览
 ▶http://www.pref.osaka.jp/koreishisetsu/sidou/index.html
  （大阪府福利部高龄者护理室护理事业者课的网址）
  刊登有大阪府管辖的设施。
  另外除大阪府管辖的设施外，请浏览各市町村的主页。

■附带服务项目的老年人专用住宅信息提供系统
 ▶http://www.satsuki-jutaku.jp/
■大阪府老年人邻居导航 （面向高龄者住宅的综合信息主页）
 ▶http://www.pref.osaka.jp/jumachi/korei-navi/index.html
  （大阪府住宅街区建设部居住企划课）

■大阪安心租赁援助事业
　　　通过注册老年人等可以入住的民间租赁住宅等提供信息，帮助查询住宅。

 ▶http://www.pref.osaka.jp/jumachi/ansin
  （大阪府住宅街区建设部居住企划课）

■护理服务信息公布系统　▶http://www.kaigokensaku.jp/
  提供护理服务事业机关的服务内容及运营信息。

■社团法人日本全国收费养老院协会　TEL 03-3272-3781
 ▶http://www.yurokyo.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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