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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红十字会也不属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本红十字会接受日本厚
生劳动省（类似“卫生部”）管理，
在法律上 ，与日本银行 、核能损
害赔偿·废炉等机构一起， 都属
于基于特别法律及政府许可的
“认可法人”，历届名誉总裁均由
皇室成员担任。

针对红十字会架构 ，有很多
混乱的理解。 但其实，没有任何
国家的红十字会属于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

想要弄清红十字会的组织
架构，我们可能要先提及一个概
念———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人道主义
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

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个
建立于瑞士的民间人道机构，主
要职责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
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
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国际”并不
是成员资格或者组织级别，而是
根据 《日内瓦公约 》界定的它的
活动范围。 它在全球 60 多个国
家设有代表处或事务所，在全球
约 80 多个国家展开活动 。 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没有任何 “成员
国”， 与各国红十字会都不存在
隶属关系。

②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一个总部设在瑞士的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也是全球最
大的以志愿者为基础的人道网
络。 该联合会负责协调各国家协
会的活动，在灾难和卫生紧急事
件发生前、 发生时及发生后，满
足人们的需求并改善脆弱人群
的生活。 在国际层面上，该联合
会与各国家协会密切合作，领导
和组织大规模紧急救援。 一般而
言 ，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协
会。 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
会都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成员。

③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 （这两个组织共同简称为 “红
会”）：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的工作和原则通过 192 个国家
红会（截至 2019 年 12 月）得到体
现。 国家红会是各国政府在人道
领域开展工作的助手， 在救灾 、
卫生和社会等方面提供广泛服
务。 战乱时期，国家红会会援助
受影响的平民 、居民 ，并在适当
时候为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提供
支持。

2. 日本红十字会负责募集善
款，但分发靠的是另一个专门机构

日本受灾时，灾区所在红十
字会支部负责募集善款，并通过
单独设立的 “善款分配委员会 ”
将善款以现金的形式全额（包括
银行利息） 分发给当地灾民，不
收取任何管理费或手续费。

“善款分配委员会 ”制度始

于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 。 当时
由于受灾情况复杂，在厚生劳动
省的协调下， 学界有识之士、灾
区政府和包括日本红十字会在
内的善款募集团体组成“善款分
配决定委员会”， 根据受灾严重
程度确定善款分发标准。 除了红
十字会募集到的善款，其他地方
政府、公益组织和媒体机构筹集
的善款也被统一交予地方政府，
由各个都道府县设立的“善款分
配委员会 ”分发 ，灾民可凭借相
关证明直接领取。

随着捐款金额的增多，灾民领
取的金额也会逐渐增加 。 截至
2020 年 1 月， 熊本地震善款已经
分发 43次。对于灾情严重的地区，
善款募集可能持续多年。对日本东
北地区的善款募集仍在继续。

3.日本红十字会日常运营不
动用灾区善款

日本红十字会承诺绝不使
用捐给灾区的定向善款，其运营
成本主要依靠会费与社会捐款，
以及各项国家补贴，这些收入被
计入“一般会计”种类。

会费是日本红十字会的主
要收入来源之一，每年捐款不少
于 2000 日元 （约合 128 元人民
币）者即可成为会员。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日本红十字会拥
有 14.1 万名个人会员和 7.6 万名
法人会员。

2018 年度，日本红十字会的
“一般会计”收入总计约 349.7 亿
日元（约合 22.4 亿元人民币），全
部用于支持日本国内外各种灾
害应对费用 （包括活动与物资
等）， 以及开展日本国内救援训
练、志愿者活动与灾害复兴支援
活动，日本红十字会日常运营管
理费用也出自这笔收入。

4.日本红十字会有三项 “特
别收入”

日本红十字会有医疗设施 、
血液事业与福利设施经营三项
收入 ，这些收入被计入 “特别会
计”。 2018 年度，日本红十字会三
项“特别会计”收入超过 1.2 兆日
元（约合 769 亿元人民币）。 这些
收入也专款专用于各事业的运
营管理与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

日本红十字会运营的医院 ，
不仅是日本各地医院系统的重
要补充，也是灾害发生时的定点
医疗机构。

日本红十字会运营的血液
事业，既有为全日本 1 万多所医
疗机构供应血液、向 3 家制药公
司提供原料血浆的职责，也包含
造血干细胞事业的运营管理与
新型血液制剂的开发研究工作。

5.一旦紧急情况发生 ，日本
红十字会能够调动一批专业医
疗救护团队与医疗物资

医疗救援是日本红十字会的
重要职责之一。 日本近年台风、地
震等灾害频发，由此，他们逐渐建
立了各地支部的灾害救援应对机
制，在各地选拔、培训救护员，成
立救护团队 。 截至 2018 年 3 月
底，已有常备救护班 489 个、成员
3437 人，登陆救护员 5899 人。 每
个救护班至少包括 1 名医生、3 名
看护师和 2 名事务职员， 必要时
还会增派助产师。

这些成员大部分来自红十
字医院 ，通过 “全国红十字救护
班研修班”学习与培训后成为救
护员。 研修班每年举行 4 次 ，地
区支部每年会举行联合救护演
习。 灾害发生后，救护班主要由
灾区附近的红十字医院和当地
红十字会支部派出，在当地医疗
能力恢复后撤出。

为了在 48 小时内迅速展开灾
害急救，日本红十字会引入“紧急
对应单元 ” （domestic Emergency
Response Unit， 简 称 dERU）。
dERU 是临时诊疗所设备与专业
医疗队员的总称，也是救护班开展
医疗救护的主要场所。每个 dERU
载有 188 种医疗器材、65 种药物，
还有一些简易储水装置， 配备 14
名救护班成员（包括助产士和药剂
师）。 医疗物资可保证连续 3 天接
诊， 每天可接诊 150 名中轻度伤
员。截至 2018年 3月，全日本共有

20组 dERU。
6.在救助中 ，日本红十字会

还充当“协调员”角色
日本红十字会与其他医疗

机构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每年
都会与政府举行联合救援演习。
其总部和各地支部均设有医疗
协调队，由日本红十字会与其他
医疗机构共同组成，比如灾害派
遣医疗队。 协调队的主要目的是
及时掌握当地医疗需求、地方防
灾计划和行政架构，协调当地自
治体与医疗团队合作，保证救援
活动顺利开展。 协调队由 1 名医
生担任协调人，领导 3 名协调队
成员———包括 1 名护士 、1 名药
剂师和 1 名事务职员。

2015 年，日本红十字会与日
本海上保安厅签订了灾害合作
相关协定，救护班和救援物资可
以通过保安厅巡视船与直升机
迅速运送至灾区。 2018 年，红十
字会与海上保安厅还实施了物
资、伤员运送和应急处理的联合
演习。

7. 日本红十字会拥有 92 所
医疗设施，采取就近救护原则

日本红十字会拥有的医疗
设施中，62 家红十字医院作为公
立医院，在各地医疗系统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 。 在这些医疗设施
中，有 66 所被认证为“灾害定点
医院”，34 所为“救命救急中心”，
特长为高度专业化的急救与灾
害医疗，因此与普通公立医院承
担着不同的职责。

庞大的医疗集团确保了 “就
近救护”的实现，一旦发生紧急灾
害， 当地红十字医院和地方支部
率先组成救护班， 由于熟悉当地
交通情况与医院分布， 可以协助
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医疗机构展
开救护。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发
生后， 日本红十字会共派出 894
个救护班约 6500 名急救员，接诊
人数超过 7.5 万人，其中位于灾区
的宫城县（388 个）和岩手县（345
个）派出的救援班数量最多。

8.日本红十字会并不接受物
资捐赠

原则上，考虑到物资运送的
效率问题，日本红十字会只接收
捐款，不接受物资捐赠。 日本红
十字会也表示， 灾害发生后，受
灾方的需求在时刻变化，很可能
导致捐赠物资派不上用场，造成
浪费。

平时， 日本红十字总部与各
地支部会根据当地人口情况设定
物资储备数量。 灾害发生后，日本
红十字会在政府部门协助下将物

资运往受灾地， 由志愿者团体协
助将救援物资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如果支部物资不足，可以向其
他支部申请物资支援。

红十字会常备救援物资主要
有：安眠套装、急救套装、毛毯、塑
料床垫、手电筒等基本生活物资。
各支部都需要定期检查和实施操
作训练。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日
本 红 十 字 会 共 储 备 救 援 物 资
2.7806 万套、救护车 665 台。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红十
字会从全国地方支部调集物资，
共分发了超过 13 万条毛毯 、约
3.1 万份急救套装、1.35 万份安眠
套装。 其中半数物资在地震后 5
天内发放完毕。

9.日本红十字会的“会员”并
不是工作人员

日本红十字会的非法人会
员可享受参加干事与代议员选
举 、 接受业务与收支报告的权
利。 会员还可通过代议员向红十
字会提出建议。 各都道府县会员
选 出 的 评 议 员 代 表 会 员 选 出
223 名代议员， 组成红十字会最
高决议机构， 负责日程决议、预
算与规程制定。 同时，在总部与
支部分别选出监事和监察委员，
负责管理、执行与会计监督。

日本红十字会就像普通的公
司、公务机构一样，每年面向社会
招收正式工作人员， 以充实它的
医院、血液运营管理机构、福利设
施，以及负责管理、组织培训、国
内外各项支援与志愿活动。

当然，与很多国家的红十字
会一样，志愿者也是支持日本红
十字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
本红十字会鼓励人们在地域贡
献 、活用资格技术 、青少年参与
等角度 ，加入不同地区 、不同种
类的红十字会志愿者组织。 截至
2018 年 3 月，在日本红十字会登
记的志愿者接近 122 万名。

10. 日本红十字会也接受第
三方监督

除了会员选出的监事与监
察委员 ， 日本红十字会设有内
部监察部门 ， 并引入第三方法
人作为外部监督 。 总部定期派
遣 监 督 人 员 前 往 各 支 部 与 设
施 ，负责指出业务执行问题 ，并
提出建议 。 外部监督则集中在
会计监督角度 ， 比如针对金额
庞大的东日本大地震善款 ，红
十字会引入安永新日本会计师
事务所 ， 由后者遵循国际监查
标准展开监督 ， 并每年公布善
款募集与分发动向 。

（据微信公众号“未来预想图”）

十件事，带你了解日本红十字会如何运作
近年来，大型自然灾害给日本带来重大影响，日本红十字会

也在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以建立适应需求的运营管理模式。
在日本红十字会运营管理经验中，有以下十个方面，可让

我们一窥日本红十字会的专业运作模式。

日本红十字会熊本县支部储备的救援物资

在日本茨城县常总市搭建的 dE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