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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设计 
 

 
佐仓统教授（左）采访了未来设计的倡导者西条辰义教授 

 
围绕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社会保障和政府债务等课题上，需要通过长远的角度来对应。这些课题
的本质其实在于世代间的利害冲突。在当今的时代，一些目光短浅的对应和决策，有可能给未来世
代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还没出生的未来世代不能发出声音，与现世代不可能谈判。凡事现世代根
据自己所想做出的决定，未来一代人也无能为力。以“市场”为首的社会系统并非具备给未来一代分
配资源的功能。为了形成与未来世代相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超越人类本来具有的“近视性”，
需要一个框架、好制度去补充这样不完善的地方。这就是未来设计。               
 

佐仓统教授采访了未来设计的倡导者西条辰义教授。 
 

 

佐仓统（东京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环教授）：西条老师在未来设计的说明中指出，作为当今经济和政

治的根本框架，“市场机制和民主制”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考虑到未来世代，其功能发挥得并不

好。而且，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这种人具备的生物特征更加使状况恶化。关

于后者，作为研究其进化的立场，我很清楚。关于前者究竟是系统的极限，还是有能很好应付的余

地呢？今天，想请教一下。首先请告诉我们“未来设计”是什么？ 

 

西条辰义（高知工科大学经济・经营管理学群教授）：请允许我从为什么提出“未来设计“”说起。

2012 年我在马萨诸塞大学举办关于社会困境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之后的餐桌上，考虑未来世代的

事情的时候，因为未来世代还没有诞生，未来世代的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这事成了话题。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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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说“在现世代做一个虚拟未来世代如何？”。于是，我学生的夫人给我们讲了易洛魁联盟的事。

据说易洛魁联盟会考虑 7 代以后的事再做出某种决定。我被这个故事触动了，与大阪大学和高知

工科大学的研究人员一起在实验室设定虚拟未来世代，并开始了实验。 

 

1950 年以后，各种指标都在加速增长。化石燃料、人口、GDP等都是如此。而且根据气候变化的研

究人员们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在各种各样的领域都超越了某些极限以致于到了无法恢复原状

的地步”。佐仓教授也知道，生物多样性也整体上正在崩溃。而且最近气候变动研究者们开始说“即

使实践了巴黎协定的约定，地球也有可能成为热地球”。我认为这些就是现在的市场和民主制的结

果。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基本构思就是如何制定社会框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框架控制社会基

本框架的市场和民主制。当然，在文化和历史不同的地域使用同样的框架或许不一定行得通。我们

在日本、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地做实验,招募接受试验者来验证在日本行得通的框架是否在其他国

家也能行得通。 

 

佐仓：请详细说明一下在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实验情况。 

 

西条：三个人组成一个世代小组，该小组选择 A或者 B。A有 1丰厚的钱，B仅有一点钱。如果这

样都会选 A 吧。但第一组选 A 的话，下一代的小组能选择的 A 和 B 会逐个减少 9 美元，选择钱少

的 B的话，下一组也会面临同样数额的A和 B的选择，实验的内容就是这样。 

 

进行实验的是高知工科的学生，三人中有一个人作为虚拟未来世代，跟他说“请代表未来世代，与

剩下的 2 人谈判”，那个小组的大部分会变得选择 B。但是在孟加拉国的达卡做这个实验几乎没有

效果。令人惊讶。同样在孟加拉国农村里也有很多人选择B，将假想未来世代拉进来后，则有更多

的人选择B。但是在达卡选择 B的只有30%左右，而且导入假想未来世代也没有区别。那么，稍微

改变一下“社会框架”是不是会有效果呢？首先，将三人全部作为下一代来人来思考，等结束后再

回到现在世代重新思考，如果三人意见不同的话，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吧。所以，我们预测在民主制中加入一些步骤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实际上试着

做后发现了巨变。 

 

佐仓：该怎么解释才好呢？               

 

西条：从未来的人的角度考虑的话，希望他们选择B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体会到这点之后再回到

现世的话，就不能简单地选择A了吧。现在，与脑科学的研究者一起，开始了实验。调查人为什么

会改变。 

 

佐仓：考虑每个地域的不同，制作各种各样的框架将它们绑在一起。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全球性的环

境问题。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框架，如何应用针对整个地球环境问题，我心中还没有很好地有机结合

起来。是不是地方和全球之间还有距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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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很难严格下定义吧。我们在本地考虑的事情，其实也能适用于世界的领导者们。譬如，让G7

首脑拿出一些时间去考虑“如果我们是未来世代的话该怎样做”，就不会做出对现在有利的选择。

我们在考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试着导入虚拟未来世代。 

 

佐仓：“考虑未来世代”的人比现在增加了，就会成了个人的思考模式了吗？               

 

西条：嗯，根据个人思考模式的变化，政策也会发生变化吧。譬如十个人里面，虽不是过半数，就

算几个人的想法变化了说不准可能会对全体带来影响。 

 

佐仓：实际上，政治家必须在选举中获胜，所以包括地方事务在内，尽

是将眼前的事情写进公约，长远的事情放在一边不谈。如果选民一方稍

微改变一下思维，可能会去选择考虑未来世代问题的政治家，是吧？ 

 

西条：是啊，譬如议员有十人的话，其中希望建立三个“未来世代议员”

框架，希望候选人就“未来世代的问题”进行竞争。现任议员们作为利益

团体的代表，如果只说自己是否赚钱的话，“未来世代议员”就可以反驳

说“如果那样做的话，会发生这样的困扰”。我们正在研究是否要做出“未

来世代议员”这样的社会框架。 

 

佐仓：听说西条老师在岩手的矢巾町，将自来水费等框导入“未来设计”

而付出实际的努力。请介绍一下可以吗？ 

 

西条：矢巾町负责自来水事业的吉冈先生，实际上是未来设计实施的先

驱者。他长期担任自来水事业部门的工作。自来水是对包含管路在内的

设备投资事业,没有了设备投资的钱自来水将维持不下去。据全国自治团

体的自来水课的负责人讲，自来水面临着设备陈旧的局面，按照现在的

收费标准更新所有设备需要花一百年以上的时间，自来水道难以维持下

去。于是，他召集了居民，开诚布公地谈了自来水事业面临的局面。考

虑未来世代，居民表示理解这样下去自来水就难以维持，于是他们开始

提议提高自来水费。 

 

据说花了 7年时间。町（镇）上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仅仅一个政策花了7年时间，看来前途一片

黑暗”（笑）。我们提出利用“假想未来世代”的话可以早点儿些落实该政策。于是在2015～16年

一起开始了实践。那时正好内阁府偶然向全国的市町村请求制定“2060年计划”，好的计划将给出

若干的补助金。因此全国的大部分的市町村开始雇佣咨询业者(笑)。矢巾町虽然也雇佣了咨询业

者，但还是想参加我们的计划。 

 

每月一次，总共用了半年时间，聚集居民，组成两个假想未来世代的小组，再组成两个现代世代考

虑未来世代的小组，进行思考政策。做法就是对未来一代的居民说“希望大家乘坐时光机去 2060

年，从那里开始思考”。程序很简单，不过，说的内容全然不同。让人感到吃惊。现代一代考虑未

 
佐仓统教授 

 
西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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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代的事时，他们谈的譬如“到 2060年上不了保育圆的儿童让人感到为难”“医院·看护设施少

让人感到为难”，把自己现在感到为难的事作为2060 年的课题。不论做几次结果都是这样。但是虚

拟未来世代小组不同，开始考虑自己在2060年的世界里要怎么做才能幸福。矢巾町有个叫南昌山

的形状犹如三角形饭团似的小山，是居民们的“心灵故乡”，但如今却荒废了。他们建议把小山打

造成自然公园。开始考虑如何筹措钱。对真要实现的事(当然，不可能实现事也在考虑范围)进行议

论。比如，“到了2060年，早上起床后发现，机器人 Pepper在晚上扫描自己的身体，如果发现身

体不适时，还会给自己预约医院。预约的时间一到，没有轮胎的车就来接”。 

 

佐仓：也就是站在未来世代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自己。能看见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是在俯瞰

自己，这样就能客观的看到自己所作所为。 

 

西条：你说得对。大约半年后，高知工科的研究者去采访了，发现假想未来世代的人们发现，“现

在的自己”和“未来世代的自己”并不是自己心中在争吵，而是从高处俯瞰两者。而且，居民们还

说，作为未来世代考虑的时候很开心。 

 

佐仓：开心？老年人也是这样吗？与年龄无关？ 

 

西条：确实是，老年人也是。一个月只重复6次，每次 3小时，半年过后，他们说“自然而然就为

未来世代考虑”，“在超市买东西也自然去考虑”。我也觉得6次结束后就完全忘记了，所以感到很

吃惊。成为“假想未来世代”他们的想法有了转变。 

 

佐仓：如果改变了一次，就一直？ 

 

西条：当然，不过并不是全体人员都这样。不过，我开始认为如果这样的人稍微增多了，社会的决

策肯定也会有所改变。更有趣的是，最后从现在考虑未来世代的小组和从未来世代考虑现在的小组

在谈判的时候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从未来世代的人看来，觉得现在的世代的提议非常奇怪。 

 

佐仓：原来如此（笑）。 

 

西条：这样下去一个小镇一分为二就不太好了（笑），之后进行了换位，第一次作为现代人考虑未

来世代，接下来从未来世代开始考虑现在。 

 

佐仓：交换位置吗？ 

 

西条：两面都做。要他们想“取哪一个比较好”。使用了这个框架，讨论了关于重建町营住宅项目。

第 1次举行了从现世代考虑町营住宅的普通研讨会。3小时发5000日元左右的“报酬”，虽然讲了

一番话但是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很多参加者认为“町营住宅住的都是穷人，和自己没有关系”

（笑）。 

 

佐仓：都是来赚零花钱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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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是啊。然后，一个月后，再跟他们说“今天考虑同样的事情，请大家乘着时光机飞向 2050

年（町营住宅必须重建的时间期限），请从那里来考虑”，突然一下说的内容全变了。 

 

佐仓：同一个人？ 

 

西条：对呀。他们开始说“住在町营住宅的人都是矢巾町的居民”。“你知道町营住宅的厕所吗？”，

一下子变成变成这样的话。“那里是日式房间哦”“很冷的冬天，暖气不够的时候，老爷爷和老奶奶

住在那里，真让人受不了。”我很吃惊。住在町营住宅的人，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车，所以不断

地提出“共享租车怎么样”、“重建时完全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地方建，未来世代在大家都能集合的地

方建怎么样”之类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完全是同小组，是一拨人啊。但是一个月后

就开始说这样的话了。 

 

佐仓：那真是让人感动啊。 

 

西条：听了吓了一跳。人的想法会如此的改变。我觉得如果好好地制定框架的话，城市的决策说不

定也会改变。当然，也不完全都是这样突然改变的场面。 

 

佐仓：不管改变的突不突然，意见的内容有如此大的反差真耐人寻味。 

 

成为虚拟未来世代，说不定进行的会很顺利,不过，如何化解“这些都不切合实际”的批评，也让

我感到了疑问。听了您的介绍，我好像错了，自己作为未来世代的人来考虑本身很重要，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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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是啊，越是老年人越能想出好主意。可能是考虑死后的原因吧。也许他们会脱离个人利益，

也或许他们有想留下自己活过的证据的动机。 

 

比如说大阪吹田市的事例。在考虑未来世代吹田的设计的会议中,假想未来世代队的爷爷提出“未

来世代生产自给自足的粮食”。于是，年轻的孩子就说“吹田哪里有水田？”于是老爷爷说道：“我

所考虑的不是江户时代的农业。是用最尖端科学来搞农业，比如说在大楼里种蔬菜。一听这话大家

就七言八语，议论起来。其中有人说“说科学，科学，谁会提供那样的科学呢”。吹田有大阪大学，

就有人说“大阪大学吧”。碰巧在场有个阪大学生，“阪大没有农学部”“做个不就行了”。这次大家

要开始在阪大建立农学部了。因为大阪对京都有对抗意识，就有人说“不想建一个和京都大学那样

的农学部”(笑)，“我们建一个把工学·理学·生物学等融合起来的新类型的农学部”。讨论相当热

烈。“建农学部，哪有地方建？”于是，其中一位年大叔就说“我给你拿土地”（笑）。 

 

佐仓：够爷们（笑）。 

 

西条：不愧是关西人啊（笑）。我问了一下，大阪大学北侧有一个国立循环器官病中心，那要搬迁

所以有大的土地空着。听了这件事的吹田市一职员说：“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做不出这样的事”。几

个小时之内就提出在大阪大学建新农学部的提案。在创造未来的新想法时，把居民叫来，只是让他

们思考未来其实是不行的。 

 

佐仓：这样形式的居民参与很重要啊。“居民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普及了，但普遍是参与的居

民会“提出各种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往往就需要很大的开销。 

 

西条：而用虚拟未来世代考虑未来的话，标准聚集在“是否幸福”上。就是怎样做才能让未来世代

的人幸福？人的想法总是在变化的。并且发言了，就对“一言既出难以收回”有了一个体验。 

 

佐仓：出现了不得不兑现的情况。 

可以说这是从心理特征上、生物特征上考察了“人是可以做出如此大变化”的例子，通过站在后代

的角度来思考一下，人的想法就能一下子改变，说明人类原本就拥有这样的思考能力，只不过现在

过度的集中在短期思考上，这种能力处于休眠状态，如果稍加改变变人的思路也可以做到很好的突

破，可以这么考虑吗？ 

 

西条：最初，我以为我们所考虑的方法进行的很顺利，但是仅凭这种程度的框架人的想法能够改

变，我想这说明人类原本就具备融通的能力吧。姑且将其命名为“未来世代可能性”，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可能是发现了“即使自己一个人不如意，只要未来世代的人们能变得更好，我就很开心”

这种类型的思考回路。所以，我们在商讨是否要做激活“未来世代可能性”的社会框架。 

 

佐仓：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回路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困难，但是要把原来就有的思考回路好好激

活，觉得也是非常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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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我想这才是产业革命以前的世代们拥有的精神吧。 

 

佐仓：据说易洛魁印第安人现在也是这样。 

 

西条：虽然没办法调查，估计完全相同遗传因子的人，在产业革命之前和以后出生的话，想法可能

会有很大不同。就想通过很好的社会框架来激活社会性和未来世代的可能性。通过改变这一点，期

待社会决策也会随之有变化。 

 

佐仓：如今不仅仅是日本，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能期待像以前那样实现戏剧性

的经济成长。资源当然是有限的，人口也不增长，必须改变社会结构本身,

不过，民主制和市场的框架不能扔掉。为了活化社会，通过搞一搞如奥林匹

克和世博会(笑)，犹如通过过节般的活动来打补丁延续社会生活，除此以外

没做什么有效的行动。虽然一直有些模糊，但西条老师说很有自信，让人心

里有底。这也犹如预防接种，如果在教育，义务教育里稍微编入那样的要素，

说不定会保持很长时间。 

 

西条：我们项目成员认为不需要实施奇怪的道德教育（笑），假如有一个喜

欢电车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希望考虑一下 10 年后的城市的交通体系应该是

什么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喜欢的事。他们成为大人的时候如果城市出

现问题了，他们就可以参与进来。 

 

佐仓：如果是喜欢的事情，就会拼命去想啊。 

 

西条：不是强迫别人去想，就像小的时候说“城市的交通体系是这样的，但未来应该这样”，大家

也可以去想一想医疗体制。很多问题不是一味地交给政治家，我们在考虑建立一个有分工思考体制

的社会，实现了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可以理所当然去参与。如果学校教育一周做

个一小时，久而久之也会习惯的。而且，城镇有什么问题发生，大家都不保持沉默，就想实现这样

的社会。 

 

佐仓：从广阔的视野出发，考虑为了维持整个社会体系需要什么，这种想法能自发地出来我我觉得

特别好。 

 

西条：我希望是这样。但有某种正当性的议论出来的时候，往往不会简单地以一己的利益去反对，

是吧？我们想改变教育，所以也想改变政治体制，还有民主制度。这么一说，很多人都表示“这不

是直接民主制吗”？其实不是，只不过是在大家最擅长的领域去发挥而已。 

 

佐仓：这个视点就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社会的不足，是吧？ 

 

西条：地域、历史都不同，各种条件都不同的情况下，承认“邻町（镇）是那样的，但我们是这样

做的”的社会不是更好吗？框架本身自己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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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仓：据说这项活动广泛地渗透到自治体，今后，是通过积累技能和数据来发展研究呢，还是只顾

着拓宽实践呢…… 

 

西条：不，研究和実践是一车的两轮，缺一不可。在实践的现场录像拍摄，制作事例集对外提供。

而且也要拿出研究成果。举办未来设计集会，公务员、研究人员、普通人汇聚一起进行交流，也有

牙医和也有高中生来。可以听到令人吃惊的发言。通过和居民们一起交流我发现住在那里的居民很

聪明。因为在那儿住了几十年，所以有庞大知识和见地。我认为把一个不太懂当地情况的东大教授

叫来指挥社区应该如何如何这样做不太对。 

 

我们希望在未来世代不仅仅是日本，还希望向世界推广，为了向更多的领域的人们传达，制作了连

环画剧。 

 

佐仓：连环画剧？ 

 

西条：为了让大家理解成为假想未来世代会怎样，我把成功成为假想未来世代的经验做成10分钟

左右的连环画剧。希望孩子们和居民们通过连环画剧能够很好的理解。而且，制作连环画剧也想做

系统一些。 

 

佐仓：也恳请企业的高层考虑一下。最近，听各种各样的企业里的人讲“这样下去日本将会不成立”

“必须改变结构”,但是话又说过来，“为什么没有改变”？特别是大企业的高层，2、3年一交替，

他们都在想“我在职的时候可以躲过一劫”（笑）。相当多的人异口同声说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希望

这样的高层多理解一下这个“未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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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没错。希望在企业有决策权的人，进行一下“未来设计”。其实，也有几家公司站出来了。

我认为有几家成功的企业出现，局面就会发生改变。我想有很多企业想为社会做贡献，我希望涌现

出一些企业在不是为自己赚钱的领域也能成功这样的事例。 

 

佐仓：希望一切顺利。这种独创性的提案从日本提出，而且以非常接地气的形式展开。这是日本应

该感到自豪的学术和实践活动,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西条：从今年开始在海外的研究机关里说明了我们的项目，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

等也做了报告。因为诸位都是研究“持续可能性”的研究人员，他们他都在如何通过实践来验证在

发愁。 

 

佐仓：他们也是啊。 

 

西条：所以，我说明了“我们在做这样的研究”，他们立刻接接受了。如果因此人们的心情能改变，

我们想帮助其改变。所以，我打算今后也让大家听听我们今后的研究成果。 

 

我想在日本推广。其实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研究人员们也在开始研究了。2017年 11月左右，和庆应

大学的小林庆一郎教授在新丸大厦的电梯偶遇，他说：“西条先生，我最近也在做设计未来。”我吓

了一跳。日本国家有GDP的 2年份以上的债务，说不定未来世代会破产，采取和以往不同的手法，

需要通过“虚拟未来”模式来考虑对策。所以诸如债务问题等，和未来世代有关的事情都有一个相

同结构。财务省也开始加入我们的研究小组。 

 

佐仓：西条老师的专业原来是经济学啊（笑）。 

 

西条：是啊（笑）。 

 

佐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里都具有同样的结构。极端地说，产业革命以来的近代账单积累的也

必须解除（笑）。 

 

西条：我们不能回到产业革命之前，但是我们应该开始考虑设计能够激活我们未来可能性的社会框

架。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存续下去。 

 

佐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啊。现实确实会会出现这种状况。 

 

西条：今年各地都遭受了水灾，希望灾区的各位也能够进行自己的设计未来。 

 

佐仓：就是打造一个让拥有很多当地的见识、生活智慧的人们来发挥该能力的场所，从侧面给予支

持，是吧？因为受灾者对灾区有很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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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如果建立这样的框架，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们会考虑。我们在说“我们不是在想要那样做或者

这样做，而是去改变社会的框架”，未来世代这个框架本是也是依靠居民自己来制定，这是我们想

实现的社会。 

 

  

 

佐仓：好有梦想的故事……就是Yes, we can吧。 

 

西条：实际上，在矢巾町，町长发表了未来设计城镇宣言。“我们的城镇通过未来设计去改变”，还

要通过未来设计手法制定综合计划。很期待居民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佐仓：在矢巾町，从自来水的故事开始，到包括町长决定“搞下去”在内，未来设计开始在地方自

治体内扎根。期待这样的自治体越来越多。谢谢您西条老师。 

 

 

收录：2018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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