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护保险服务，为我分忧解愁！  
－中国归国者利用介护保险服务的事例集－ 

 
 

 

 

 

 

 

 

 

 

 

 

 

 

 

 

 

 
 

曾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束手无策／为难过… -目录- 

1. 孤儿 A さん女儿的担心事儿：母亲腰腿越来越弱，竟然连家门都不出了。 …  2 

2. 孤儿配偶者 B さん女儿的担心事儿：自从父亲在家闭门不出以后，父母开始吵架的次数越

来越多。母亲焦躁不安的情绪很令人担心。 

…  3 

3. 负责孤児 C さん家庭的支援・咨询员的担心事儿： C さん脚底无力走路时、摇摇晃晃的。

如果再不采取住宅改修等安全措施的话，因摔倒、骨折等很有可能导致不能走路。 

…  5 

4. 孤儿 D さん的情况：因半身不随生活上不能自理全靠女儿来照顾。但是希望女儿能在日本

找到一份工作自食其力。 

…  6 

5. 妇女 E さん女儿自身的烦恼：至今为止一直由我来护理母亲，可是由于自己的慢性病恶化，

感觉到体力不支无法承担介护了。 

…  8 

6. 孤儿 F さん的情况：我现在去介护设施做康复训练，在设施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不

想前去接受康复训练了。 

…  9 

※事例中的「孤儿」是指从中国归国定居的遗华孤儿、「妇女」是指从中国归国定居的遗华妇女。另外, 
本事例集针对地方政府的负责职员、支援・咨询员、自立支援翻译、自立指导员等对归国者提供支援
的人员，使用以「支援・咨询员」为代表的统称。 

※所收集的归国者的事例，为了避免发生猜测或将某人对号入座的情况，已经对部分信息加以修改。  

对介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其服务内容没有具体的认识和印象,因此,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很为

难,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或是多少知道一些有关介护服务的事情,但是由于语言、生活习惯方面的障碍，

介于像自己这样的情况根本无缘利用;或是下不了利用的决心归国者有很多。 

此事例集就是针对这样的归国者,意在向各位传递一个信息:“你们当中已经有人是这样利用介护

保险服务的!”。当然在介护服务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多深刻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收

集了在利用服务初期与之相应的事例供各位参考。 

我们建议对于打算利用介护服务的高龄者本人及其家人，选择书中可供参考的事例来阅读;对于身

体健康的归国者及其家人，为了对介护服务有个大致的印象和了解,也可以对其中的某些事例有选择性

地阅读。期待本书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得到有效应用，另行添加了有关制度方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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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归国者 Aさん女儿的担心事儿:母亲腰腿越来越弱，竟然连家门都不出了。 

A さん：孤儿本人。女性 

→利用介护保险服务租借了步行器。步行器使我找回了自信！ 
 

Aさん过了 70岁以后腰腿明显变弱经常摔倒。幸好没有发生骨折、住院这

样严重的事态，但是,本人由此不敢外出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看中国的电视卫

星转播，Aさん的女儿为此事很担心。 

Aさん对介护保险的事情一点不了解,但是听了她女儿的建议，并由女儿陪

着前往市政府窗口进行咨询,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后,租借了步行器。 

市政府介绍的介护支援专门员(ケアマネジャー)，在 Aさん使用之前,为了

使 Aさん安心使用,还帮助联系了营销者上门安装调试了器具。 

介护支援专门员根据 A さん的实际状况，建议她利用日托式介护服务(当天去当天返回)，前

去设施接受洗澡、进餐等护理服务(还有的设施能康复训练), Aさん以不懂日语为由踌躇未定，只

租借了步行器。 

Aさん原来就很喜欢散步,使用步行器这回又能走路了! 她也因此找回了自信,变得开朗起来。

走路不稳买东西等一个人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使用步行器的话,买的东西可以放上去,走累了还能

当椅子坐上去休息。据 Aさん说:有了这个连买东西都能去再方便不过了! 

 

要点： 

●在家里闭门不出,运动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养成外出的好习惯对于维持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

效果。 

●一般情况下，利用介护保险服务，像步行器这样的福利用具的租借费 10%-30%由自己负担。

租借这种步行器，每月的租借费需要 400 日元左右，对于支援给付的受助者 A さん来说，

不需要自费负担就可以租借。 

※(介护等级)被认定为需要介护程度较轻的“需要支援”的话，由于地方政府不同，有可能不可以租借步行器。 

●步行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渐渐地不适合自己的身体或发生损坏等。因为是租借的，所以遇到

这种情况就可以请营销厂家上门调试或更换。 

●A さん自身的情况是打算利用介护保险服务时，女儿帮她办理的手续。有的高龄者如果没

有子女／或子女不在附近居住，会觉得办理这么繁琐复杂的手续一定很为难吧?要是这种

情况，请前往地方政府的窗口(市区町村)找支援·咨询员咨询。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请求住

居地附近的「地域包括(=综合)支援センター(=中心)※提供介绍和帮助，并且委托他们代办手

续。 

 

 

※「地域包括(=综合)支援センター(=中心)」打个比方来说针对地域高龄者的事事皆可咨询的“诸事

相谈所”。｢要介護認定｣(=需要介护认定)可以说是接受介护保险服务的入口，提交｢要介護認定｣的申

请手续,也可以免费代替本人申请。从申请直到开始利用为止，或者利用开始后，也会继续受理各种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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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归国者Ｂさん女儿的担心事儿:父亲腰、腿脚逐渐变弱不去到外面走动了。我担

心这样下去的话连路也不能走了。另外，自从父亲闭门不出，在家里常跟母亲吵嘴。

我担心母亲也快要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和紧张了。 

Bさん：孤儿配偶。男性 

→ 享受介护保险服务选择了的日托介护服务(前去设施接受护理服务·当天去当天回) 每周

利用两次。觉得在日托服务设施过得很愉快！ 

 

Bさん在外出的时候，曾摔倒过几次后对自己的腿脚失去了自信，以后成天在家里闭门不出。

结果，走路的力气越来越虚弱,一天到晚在家里闲得没事儿做，对家中琐事不是看着不顺眼就是

发牢骚,夫妻吵嘴的事也增多了。母亲因父亲的事情而烦恼焦虑令做女儿非常担心，另外也担心

父亲这样下去甚至连路也不能走了，于是就前往地方政府窗口咨询并办理了手续。 

Bさん与一位归国者经常打电话联系。听那位归国者说他本人正在利用介护服务，于是自己

也想试着利用一下看看。 

负责 Bさん的介护支援专门员，为了选定日托服务的设施，特意为 Bさん安排了设施参观。

参观是 Bさん一个人去的。对所去的三个设施当中，一家太远、另一家气氛不太理想,还有一家

不但气氛不错,加上由理学疗法士指导各种训练,因为迫切希望通过训练恢复行走能力所以选择

了第三家设施。 

利用时间只有一上午，所以不用在设施吃午饭，但是设施提供茶点(这家设施每次是

100日元)。 

还有专车前来接送，到设施后先测定体温和血压等健康检查,然后喝茶吃

茶点、聊天、大家一起做体操、接下来按摩腿脚、步行训练。闲聊的时候，不会日语只是听别人

聊,其他活动的基本项目是定好的，即使不会说日语也知道下一个该做什么，没感到有什么难的。

设施根据季节的变化还适时安排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 

Bさん以此得到了外出的机会感到很高兴。去日托服务的时候，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才出门。

Bさん的感想:在日托服务设施参加活动，就像参加学校里的活动似的那么开心。 

以前往设施接受日托服务使生活变得有张有驰、心情放松了夫妻间吵嘴的次数也少多了。B

さん的妻子说: （Bさん去设施时），她本人也腾出了自由的时间，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许多。 

要点： 

●目前为止一直没有间断过利用前往设施接受介护服务的归国者

们普遍反映说“设施的工作人员很开朗热情。即使不懂日语，也能

感觉到他们很在乎自己，对待自己尽心尽责”。 

●各个设施不同，所定的方针及服务内容也各不相同。多尝试利用

几家不同的设施，从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设施最重要。 

●据 B さん说:日托服务的活动基本内容项目是定好的。只要知道下

一个该做什么内容或项目的话，按部就班地跟着做就行了，即使

不会说日语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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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归国者告诉我们:参观的时候，由介护支援专门员和支援咨询员陪同去很放心，能亲

眼看到设施都做什么活动。还有的归国者说:参观的时候和刚开始去设施的前 2、3 天，是

自己的妻子陪着一起去的，在此期间对设施的各种活动基本上熟悉了。 

还有的归国者说:由会日语的第 2 代、支援·咨询员陪着去，对设施的经营方针及各种活

动的目的所作的说明通过翻译都了解清楚了，所以在设施选定时很容易。 

●对于需要长期介护的高龄者，利用日托服务不在家期间，家里人也能从介护的辛劳中解放

出来。承担介护的家人过于劳累，虽然想尽心地介护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 看看这些人和事儿 ～～ 

● 有一位归国者身体不好、走路又有困难，因为前去设施利用日托服务,为此有了外出

的机会从而感到很高兴，他说乘接送车，能去稍远的地方也感觉很开心。 

● 有一家可以种蔬菜等农作物的日托服务设施，在那家设施接受服务的归国者说找到

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听有一个归国者说:他在日托服务设施，看到日本人利用者打麻将、下象棋，自己也

想加入进去，但是不懂日本的打麻将、下象棋的规则。如果能与自己家附近的归国者

利用同一设施的话，请教日本式的玩法儿，一起打麻将、下象棋开心取乐该多好啊,

可是那些归国者一个比一个健康，看样子目前还用不着利用介护服务，所以感到很遗

憾。 

● 有的人在日托服务设施迷上了玩｢オセロ｣(=奥赛罗棋=黑白棋)、｢ミニゴルフ｣(=迷

你高尔夫)。即使不会日语像这样的游戏马上就能学会，感觉特别开心。 

● 在宽敞的浴槽里悠闲地泡澡并对此已经着迷的归国者说:日本式的沐浴是一种开心

的享受! 

● 对于女性来说、似乎很多人即使不会语言也很快就能适应环境并与其他的利用者融

洽在一起。 

● 听说有一家设施的工作人员，知晓归国者的事情，在日托服务的活动计划当中安排

了包饺子。归国者做讲师教大家包饺子，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 

● 听一位归国者说:因为语言不通，刚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要长期利用介护服务的打算，

可是在利用的过程中，真心感觉到介护人员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关心和照顾，现在前往

｢デイケア｣日托照护设施接受康复训练，感到心情特别愉快。另外遇到为难的事，可

以求地方政府派支援翻译前来所以没什么担心的。 

● 还有一位归国者，他妻子因为介护非常劳累辛苦，为此为了让妻子缓解疲劳，腾出

时间休息一下，抱着这个目的才前去设施利用日托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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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位支援·咨询员对归国者 Cさん家庭的担心事儿:看上去 Cさん摇摇晃晃地走

路走得很不稳。为了安全起见，如果不采取厕所、浴室改修等安全措施的话，很

有可能摔伤、骨折、也许会因此而不能走路了。 

Cさん：孤儿本人。 女性 

→ 利用介护保险服务，厕所和浴室都按上了扶手。进行了住宅改修，暂时可以放心了！ 

支援咨询员去 Cさん家访问。Cさん以前就腿脚无力走路摇摇晃晃的，现在看上去样子比以

前更严重了。在室内也步履蹒跚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替她捏了一把汗。向她提议在厕所和浴室按

扶手，而且还不用自己掏钱，她却拒绝了。说“我不要那玩意儿!不是扶着墙也能走吗?”。前往

介护设施利用日托服务的归国者很多人不喜欢洗澡，Cさん也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不在提供服务

的介护设施洗澡的话，那么更有必要进行自宅的改修。过了些日子同类

型的团地，正好有一个家庭改修了住宅，于是就求他们帮忙拍了照片，

拿照片一边给 C さん看，一边跟她解释这个时候是这么抓扶手的，C さ

ん终于同意改修了。她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当初对走廊、楼梯安装扶手虽

然能够理解和想像，可是对厕所、浴室按装扶手这方面，如何使自己行

动方便却难以理解和想像，看了照片听解释才搞明白。 

 

要点： 

●高龄者在厕所、浴室摔倒使头部受伤或骨折的事故很多。特

别是浴室是最容易滑倒的危险场所。如果发生因骨折住院的

事态，住院期间行走能力极速衰弱，很可能由此陷于卧床不

起的状态。 

住宅改修其实就是所说的“有备无患”，事实上也是很重要

的安全措施。 

●与中国东北地区不同，日本的气候高温多湿，洗澡是保持身体清洁最有效果的。除了这里

介绍的浴室改修之外，还可以利用介护保险,接受在洗澡方面各种各样的支援。前往设施由

职员服侍洗澡；或在自己家中由前来的家庭护理员服侍洗澡；另外因浴室狭窄，由他人服

侍洗澡有困难，自己又不能洗澡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访问入浴介护〉※等 

 

※移动洗浴车将简易浴槽运至利用者家中，由专职人员组成 3到 4人的介护小组上门提供洗澡、洗发服务。

是既可以居家生活又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洗澡的介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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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归国者 Dさん的担心事儿(永住回国之初的担心事儿): 自己生活上一个人完全

不能自理。女儿为了照顾自己才一起来日本定居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女儿在

日本无法找到工作了。 

D さん：孤儿。 女性 

→ 充分灵活地利用介护保险服务。由于介护保险制度带来的恩惠，才从困境中摆脱了出来！

现在女儿出去工作并取得了自立。 

 

原来在中国就因为脑中风导致半身麻痹。一个人完全不能做到生活

自理。归国初期由于地方政府、支援咨询员、介护支援专门员间密切联

系协作，一开始就利用了介护保险服务。 

现在，上门介护一周有 6 回;日托介护和日托康复训练加起来一周

有 5回;租借特殊护理床(电动)和轮椅;还在厕所安装了扶手、为了消除门口的高低差、加了倾斜

垫块等住宅改修措施，因为充分合理地利用介护保险服务,每天的生活生气勃勃。 

上门介护的内容是 Dさん从日托服务设施回家后，在规定的时间里,有 3名介护援助员轮班

上门提供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等全方位的家务服务、还有推着坐轮椅的 Dさん一起去买东西。 

D さん没有日语学习经验，三名家庭介护援助员都不会说汉语,他（她）们开朗热情，从开

始到现在一直由他们上门护理脾气秉性互相了解。买东西等时候，想买什么就指给对方看或是以

画图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沟通方式互相也都能明白。 

定期前去康复训练的设施有 2处，除了康复训练外，还能在那里洗澡,另外设施提供的午餐

解决了吃午饭的大问题。设施的职员及其他利用者说的话,一点儿也

不理解，但是很积极地跟大家一起参加传气球的游戏等娱乐活动或绘

画儿等小组活动。 

关于饮食的味道及风味，因为是日本风味的饭菜，确实有些不太

可口，但是为了生存顾不得挑肥拣瘦，对于提供的现成饭菜，总是怀

着感恩的心情全部吃光。 

当初，由于语言不通能不能坚持下去十分担忧，但是认识到如果不利用介护服务自己就无法

生活的现实，决定下决心试一试。现在跟刚回国的时候比身体机能有所恢复。另外，由于使用轮

椅已经习惯了，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自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地移动。这些在当时回国时是无法想像

的事情。能到今天无论是自己，还是女儿不仅找到了工作还能继续下来，都是托介护保险服务这

么好的制度的福，所以从心里感激不尽。 
 

要点： 

●由于充分合理地利用了上门介护、日托

介护，白天一个人也可以度过。如果没有

这项服务的话，她女儿也不能放心地工作，

工作也不会坚持下来。可以说介护保险服

务也是为归国者的第二代在日本社会取得自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并发挥着及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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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听 D さん说当初并没有想到身体的麻痹能得到改善。但是通

过契而不舍地前往设施进行康复训练，虽然机能还在一点儿一点的恢复，但是自己能做的

事情比以前增多了。 

由家里人介护当然很重要，在此之上再加上介护专家的指导及管理其意义重大。 

 

 

 

 

 

 

 

 

 

 

 

 

 

 

 

 

 
  

～～看看这些人和事儿 ～～ 
 

● 作为第 2 代的子女们为抚育孩子生活也很忙碌。一天到晚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料的

一位患认知症(痴呆症)的归国者，当初打算由家里人来照顾，他妻子与住在附近的

第二代轮流承担介护。可是由于妻子老病的病情恶化，孩子负担加重，体力也到了

极限，于是开始利用介护服务。这是借助介护服务保险得到帮助的例子。 

介护支援专门员为了维持介护者的正常生活，按照需要从介护保险中选择各种服务

组合在一起，为他们制定了服务计划。 

● 有位妇女需要沐浴方面的服侍，通过定期去介护设施接受服务以后，腰腿比以前结

实了，自己也可以进浴槽洗澡了。 

那所设施还在天气好时候，每天都让大家去外面散步。下雨天就让大家动手做饭等，

尽量将活动身体放在第一位,安排了很多活动身体的项目，好像取得了成效。 

● 因患重病曾长期住院的归国者，住院中陷于步行困难, 出院后，开始利用日托康复

训练服务(デイケア)，设施的理学疗法师为他制定了康复训练计划，加上本人按照

计划刻苦努力地做康复训练。逐渐出现了效果:恢复到了在家里不用拄拐杖就能自己

走步的程度。对此护理他的妻子说现在轻松多了。丈夫去设施不在家，对妻子来说

是很贵重的自由支配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骑自行车去买东西，听说过些日子还

打算去日语学习班学习呢。 

要点 

・正如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由家人以外的人来护理就认为是遗弃亲人的想法是要

不得的。在家人护理之上再加上专门家的“眼和手”，能使利用者得到更高质的

护理这种思考方法也很重要。 

・高龄归国者能恢复精神,不仅对本人对家人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通过定期到设

施接受康复训练(デイケア)原来坐轮椅的人，不用轮椅也能走路，甚至可以外出

这样令人惊讶不已的事例，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事例很有特殊性。不过我们希望各

位认识到是：即使康复恢复效果并非显而易见，如果有介护专门家提供一臂之力，

实践证明:维持现状或减缓衰弱速度的事实无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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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归国者 Eさん女儿的担心事儿:我一直在护理母亲，自从自己的慢性病开始恶化，

感到体力不支，快要到极限了。 

E さん：归国妇女。母女二人长年在一起生活。 

→ 利用介护保险服务，避免了二人双双倒下!女儿也有了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母女二人双双回国以后，女儿为了照料母亲一直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

体力不断下降。特别是服侍洗澡,既需要体力而且浴室又狭窄，渐渐地感到自己体力不支,是乎已

经到了极限。支援·咨询员提议只利用一项让家庭介护援助员帮助沐浴的服务。Eさん以不希望

外人来家里为由,态度坚决地回绝了。 

她女儿原来就患心脏病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最近因为护理等过度劳累病情恶化。知道她家情

况的归国者反映了她家的情况，支援·咨询员为此再次上门家访。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女儿的生命也令人担忧了!”通过对 Eさん做说服工作，最后她勉

强同意在女儿健康状态恢复之前的这段时间，暂且利用上门介护服务。 

只有母女俩的生活空间由于家庭介护援助员的到来，对于女儿来说感到很高兴,女儿说感觉

介护员就像传递“外界信息的使者”。 

女儿终于从护理母亲的辛苦劳累中解放出来,腾出了可以到医院就医的时间。另外，以前打

算去日语学习班学习的愿望也实现了。在学习班与其他归国者及老师相互交流学习的时间，对她

来说显得格外珍贵。 

 

要点： 

●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出现被护理的人和护理人双双倒下的情形。介护保险服务不仅是针对利

用者本人提供援助，同时也是减轻家人介护负担的制度。利用服务可以减轻家人自身因护

理带来的疲劳；让家人腾出自己自由支配时间从介护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如何能在今后漫

长的介护之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好办法。 

● 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的日本，由高龄者护理高龄者即所谓的「老老介护」已经成为严重的

社会问题。无论是对于孤儿家庭；或者对于承担介护的子女逐渐高龄化的妇女家庭，都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很多归国者认为家庭介护由家人来承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像服侍洗澡

这样需要力气才能做到的事情，利用介护服务享受服侍洗澡的家庭也不少。 

● 同样是归国者的那位朋友，看到了这家母女俩所处的深刻状况就及时与支援·咨询员取得

了联系。真得感谢这位热心的朋友啊。 

  



为中国归国者、支援咨询员员等提供的培训讲座资料(中国帰国者支援・交流センター) 

- 9 - 

 
６．归国者 Fさん的情况：为了做康复恢复前去设施，在设施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不想在去设施了。 

F さん：孤儿。男性 

→ 通过支援·咨询员的帮助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可以心情愉快的前去康复训练设施(デイケ

ア)继续接受康复训练了！ 

 

Fさん因脑出血住院。跟 Dさん同样留下了半身麻痹的后遗症。出

院时由于病院、支援·咨询员、介护支援专门员以及提供介护服务的

介护设施间的通力合作，顺利地办理各种手续后,紧接着就开始利用介

护服务了。现在一周内所利用的服务有:前去设施接受康复训练的日托

照护(デイケア)两次;上门提供介护服务的服侍洗澡有两次;上门看护

一次。 

据说:在前去设施接受康复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遇到过几件不愉快

的事情，曾经打算放弃去设施接受康复训练。一件事儿是:F さん因麻痹而动作缓慢，有个性情

急躁的利用者为了让他听见就故意大声地发牢骚;还有一件事儿是:由于设施工作人员不小心在

推轮椅的时候，险些把 Fさん从轮椅上摔下来。第三件事儿是:他去沙龙的时候，坐到棉坐垫儿

上以后，才发现坐垫儿湿漉漉的还有异味儿，好像是谁因尿失禁给弄湿的，结果他自己的裤子也

被弄湿了，一天都觉得心里不舒服。本来这些事情当时就可以讲出来或通过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加

以改正。Fさん说他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一个人忍耐。还有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棉坐垫儿那件事儿，

怕别人误会是自己尿湿的，所以也没敢吭声。 

自己憋气窝火，就一赌气说以后不去设施训练了，介护支援专门员(ケアマネジャー)向支援

·咨询员求助，通过介护支援专门员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地向设施讲清楚。设施马上赔礼道歉。对

于棉坐垫儿不卫生的事儿，也对所有的坐垫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查，并且表示今后要增加坐

垫儿在干洗店清洗的次数。 

F さん从这件事儿上感到，这家设施对利用者提出的问题不仅能虚心接受而且还努力改善，

反而对设施增强了信任。 

 

要点： 

● 孤儿这一代人，即使早期回国的当时也 40 多岁了，平均来讲一般是过 50 多岁或 60 多岁

回国的，另外也不少人过了 70 岁才回国的。早已过了年轻力壮的年龄，或者说对于将近

古稀之年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来说，语言障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没有掌握好日语就步入

高龄者的行列；还有很多归国者通过努力好不容易才记住的日语，退休后因为不用几乎全

部被忘掉的。由于语言障碍，当场想据理力争；想发泄不满；想提要求却说不来而使他们

感到窝火憋气。 

遇到上述情况大家不要一个人忍气吞声，或是求得子女或支援咨询员的协助，克服语言障

碍才是最重要的。 

● 日托介护也好、上门介护也好，介护支援专门员会定期家访，打听有关利用状况，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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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将分别转达给设施和家庭介护援助员等并设法帮助解决。如果遇到问题严重或紧急

事态时，多半是采取打电话的方式来对应。 

这个时候请第二代、或支援咨询员帮助翻译使两者之间顺利沟通的话，该说的事情就能讲

明白了。 

●无论是介护设施还是上门介护，提供介护的这一方，照顾不周或考虑不到的方面客观存在。

通过利用者提出的批评意见，一则使他们从中得到学习，二则促使他们改善服务工作。 

  

 

有关介护的咨询处/主要的支援团体 

★地方政府/支援咨询员等 

★地域包括支援センター(地域综合支援中心) 

★ケアマネジャー(介护支援专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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