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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由美子的 My fair person：通过 LINE 对新冠疫
情调查的发现―宫田裕章（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教授） 
 

 

有动由美子  宫田老师，初次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在

网上和没有直接见过面的人进行访谈。 

 

宫田裕章  很荣幸（笑）。 

 

有动  宫田老师提出了利用通信应用LINE实施新冠病

毒疫情对策的全国调查，收集人们庞大有关健康的数

据，与厚生劳动省集群对策班和自治体联合，用来研究

制定新冠病毒疫情的“下一步” 对策。 

 

宫田  在国内约 8300 万人的 LINE 用户，从 3月 31 日

到 4月 1日进行的第一次调查中，大约有 2500 万人做

了回答。回答率约为三分之一，除去人口普查，这算是

日本史上第二大调查。 

 

有动  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调查，还是

首次尝试吧。 

 

宫田  是的。5月上旬，向大家发送了第四次全国调

查，主题是“差距”。 

 

有动  “差距”？ 

 

宫田  新冠病毒疫情的对策和其他的传染病相比让

人头痛的是，对活动的大范围限制，不仅对医疗，对

经济也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危机的规模，预计将超过

雷曼危机，达到 100年前的世界恐慌水平。另一方面，

经济上的损失因职业不同有很大差距。是为了掌握其

实际情况实施了该调查。 

 

有动  我也回答了。从调查结果中知道了什么？ 

 

宫田  LINE 用户年轻人多一些，有必要考虑这样的背

 
有动由美子（新闻工作者、自由主播） 

 
宫田裕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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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是数据也证明了不同职业经济损失有很大的差距。有 1800 万人做了回答，关于“对就业和

收入是否感到不安”，有 82%出租车司机回答“是”的，居首位。其次是与理发、美容、和美容相

关的有 73%，住宿、休闲相关的有 71%，饮食相关的有 66%。特别是关于入境游在短期内难以恢复。

如何面对这样的痛苦是很重要的。 

 

朋克打扮的理由 

 

有动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老师，一直很在意那不像大学教授的银发和朋克打扮（笑）。 

 

宫田  我在庆应大学和东京大学医学部当教授，但不是医生。与医疗、行政、企业一线的人们合

作，以使用大数据、AI 等科技打造更好的社会为目标做研究。日本政府推进的“Society5.0”、

世界经济论坛等项目，涉及构想未来社会的国内外约 300 个项目。经常被问到关于头发和服装的

问题（笑），我觉得比起西装，更能表现社会的多样性。 

 

有动  有 300多个项目？在百忙之中，您用 SNS发起全国调查的契机是什么？ 

 

宫田  从医疗政策的角度来说，传染病在广义上也是我的专业范围，但到目前为止，主要从事心

脏病、癌症等非传染病，与传染病的领域不太有缘。所以，在钻石公主号疫情被报道的时候，我

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只是，在关注事态的发展的过程中，我感到依靠以往的对策是很难的。 

 

有动   哪里做得差呢？ 

 

宫田  现状的传染病对策是对具有超紧急性入境对策，主要以急救专家为中心。如果像 SARS 那

样的症状的话可以应对，但新冠病毒在无症状的潜伏期中也有感染力，而且特点是潜伏期长，需

要两周。 

因为日本当初采取了防止集群感染的对策，所以只有相小范围被感染者的数据。那么在病毒

无法抑制的时候，对策就很有局限性。我觉得有必要把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的庞大数据组合起

来，从多角度来研究对策。 

 

有动  除了发生集群感染之外，需要把握全国的状况，您看到了需要用社交媒体是吗？ 

 

宫田  我和 LINE 的执行董事江口清贵曾一起担任过神奈川县的顾问，所以我考虑了使用 LINE 调

查的方法。初期的集群感染对策很奏效，厚生劳动省的朋友们夜以继日和新冠病毒战斗着。但是，

应对紧急情况不得不使用很多资源，听说当时已经处于没有余力计划新事物的窘境，需要利用外

部资源进行支援，这就是这个项目的契机。 

 

一周内构筑系统 

 

有动  一方面进行全国调查，另一方面，在各地区的官方账号“新型冠病毒对策个人支持”（现在

在 18个地区实施）上登录的话，会根据用户的状况，通知在医疗机构就诊的时间等，也可以支援

个别咨询，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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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田  是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呈现的症状会不断地变化，所以很难得到最新的信息。将信息集中

在一个地方进行更新，靠近每一个人进行支持就是最大的目的之一。 

 

有动  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想的？ 

 

宫田  开始着手是在 2月末。最初想在 3月中旬之前办完就好了，但是 3月初学校决定一起休课，

这样下去的话工期就赶不上了，所以抓紧一周内就赶出来了。和一大半开发的成员还没谋过面呢。 

 

有动  只用了一周吗？ 

 

宫田  是的。为了确保保管庞大数据的空间，向亚马逊公司打了招呼，他们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这次亚马逊和 LINE都是无偿合作，非常感谢。 

 

有动  都是巨大企业，没想到决策那么快。 

 

宫田  他们都是为了得到社会的信赖经常思考应该怎么做，并付诸实践。我认为信赖才是未来社

会的关键词。 

 

数据监视社会的恐怖 

 

有动  宫田老师从 4年前开始与厚生劳动省一起提倡建立管理每个国民的病例和服药经历的信息

数据库“PeOPLE（Person centered Open PLatform for well-being）”，预计从本年度开始阶段

性地运用，是吧？ 

 

宫田  是的。将每个人的数据公开，作为开放的信息基础设施让大家利用就是“PeOPLE”的基本

构想，LINE的项目可以说是“PeOPLE”的实践版之一。 

 

有动  老师一直以来都说，根据数据来推动社会运转的“数据驱动型社会”即将到来，但是在新

冠疫情之后，这种倾向会越来越强吗？ 

 

宫田  从时价总额前十位来看，都被 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中国的阿里巴

巴、腾讯等数据巨头企业占领。驱动社会运转的已经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了。其中个人数据的活

用被认为是今后经济、社会的重中之重，哪个企业都在健康领域投入大量资源。 

 

有动  在这股潮流中新冠病毒来了。 

 

宫田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考虑到 GAFA平台之间的合作，这次苹果和谷歌联手开发了一种新的潮

流，该应用程序追踪与新冠病毒阳性反应患者接触的人。在生命和经济的平衡问题中，企业也不

能只为了利润，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使用数据和人工智能的“for social good（为社会着想的产

品）”这一概念正在成为共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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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  原来如此。只是这次国内外的企业公布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我想我们的行动是有目共睹的。

虽说是为了保护生命，但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容许个人数据被监视或被挪用吗？ 

 

宫田  这是个难题。我觉得不能把这次的事情作为承认让国家监视的契机。例如，在国外，使用

手机的 GPS功能查找新冠患者的日志，找出接触者，以“两天前乘坐同一辆电车”等理由进行隔

离。在隔离地被监视 24小时，从那里出来一步警察就会来。如果做到那种程度的话，确实可以抑

制感染吧。但是问题是，这样一来国民就没有插嘴对此提出异议的余地。 

 

有动  很恐怖。这种作法能被允许吗？ 

 

宫田  我觉得使用 GPS功能是预防感染症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是民主主义国家的话，在开放

的对话中，必须考虑个人隐私和感染症对策的平衡。在台湾，在向国民公开提供信息的同时，使

用了这种处理方法。 

 

有动  原来如此。但是以民主的方式，等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个解决政策，之后转移到实行上需要

时间。病毒不会等人。 

 

宫田  我认为这次全国调查是第一步。国家不是胡乱地收集数据，而是在人们的同意和理解下收

集信息，提供每个人有用的信息。大家应该有一边积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信任，一边抑制传染病

的方法。 

 

有动  到底怎么办才可以？ 

 

宫田  很多人都很关心谁拥有那些数据。但是，更重要的是数据利用的目的。在限制了社会和人

们共享的目的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种信赖，即有限的人在适当的范围内使用。 

 

数据为共有财产 

 

有动  如果像这样努力积累信任的话，就不需要每个国家，而是以数据为基础，就能在世界上考

虑对策了吧。 

 

宫田  是啊。第 2波、第 3波一定会来。即使只有日本控制了感染，如果到明年夏天为止还没有

在非洲结束的话，奥运会什么的简直就是梦想。因为 PCR（核算）检测价格很贵，所以我想通过

这次的项目得到的通过症状进行诊断，提供必要支持的经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也能发挥其作用。 

 

有动  不是本国优先，必须把视野扩展到世界。 

 

宫田  现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讨论的是“数据是共同财产”的想法。因为石油用完就不会有的资

源，所以所有是排他的。这是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是，数据可以共享。如果一个人的数据提供给

一万人的话，一万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为了将这些数据收集到十万、百万，使社会更好，有

必要重新进行社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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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的活用法 

 

有动  我觉得日本和世界相比动作比较慢。这次的全国调查也是，一开始是在神奈川县实施，并

不是全国。 

 

宫田  是的。如果突然拿到全国去实施，就会出现“为什么要使用一个企业？”这样的议论，在

大学通过伦理审查也要花时间。由于神奈川县做出了承担责任的决定，所以在该地区上做出了实

绩，厚生劳动省也下定决心进行全国调查。我想如果最初没有神奈川县的决断，一步也不能迈出。 

 

有动  原来如此。新冠疫情让我们思考危机时领导人应有的行事方式。 

 

宫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化学数据的基础上，发挥了出色的领导能力，提高

了支持率。另外，法国由于担忧贫富差距的扩大，决定重新开学。担忧因停学而导致贫困家庭的

孩子们被剥夺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马克龙总统直接和国民对话寻求理解。 

 

有动  比起感染风险，更重视教育上的差距问题。 

 

宫田  另一方面，用一时的好听的话和政策博得人气的手法，在这个阶段也是行不通的吧。即使

特朗普总统说“要夺回强大的美国”，如果习惯通过科学依据和客观事实马上证实错误的现象，用

这种手法看政治的话，这对于民主主义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征兆。 

 

有动  日本国民对政治的评价很严厉。每个家庭分发两张“安倍口罩”和“一律支付十万日元”

都很难说得到了好评。 

 

宫田  是啊。如果 My Number（身份证号码）卡顺利普及的话，口罩就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应该

给每个人都平等分配。支付金也正如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表示的那样，只向需要的家庭

支付 30万日元，不是一律支付，而是根据经济损失来补偿应该是个好提案。但是，没有时间立刻

实现那个系统。 

 

有动  难得的 My Number（身份证号码）卡，又没能有效利用。 

 

宫田  关于身份证号码，虽然讨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卡和数据怎么使用，才能变得让人

们体会到好出，这样的具体信息并没有被共享。今后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有动  比如，怎样用？ 

 

宫田  今后肯定会讨论的是出国的问题。现在去国外的话，多数情况下，访问地和回国后都需要

隔离两周时间，前后总共浪费一个月时间。今后，通过证明有无接种疫苗，或者明确接触记录和

回避风险的行动，表明感染的可能性很低，也许可以将在当地被限制的行动限定在最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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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  需要能证明“我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签证之类的东西。 

 

宫田  是的。例如，像旅游许可电子系统（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那

样，护照和 My Number（身份证号码）卡连接起来，可能证明不会扩大感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

点的话，日本国民在海外活动可能会受到极大限制。比如中国和韩国，明明可以出示这样的证明

在海外无限制地进行活动，但是日本没有数据所以无法证明。结果，可能只有日本国民因出国就

会损失 1个月带来的隔离损失。有必要着眼于这样的活用方法来收集数据。 

 

有动  紧急事态宣言被解除，日本的新冠疫情基本上是朝着平息的方向发展的吗？ 

 

宫田  日本整体稳定下来了。东京也抑制了爆炸性增加。不过问题是，能否在抑制感染扩大的同

时推动经济发展。如果，再次启动紧急事态宣言的话，经济上的损失也很大。能否尽早察觉并应

对感染扩大的征兆，是非常大的课题。在以国家为单位的新患者数达到 1位数的韩国，也发生了

集群感染。继续实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所谓的“3 密（密闭、密集、密接）”等对策很重要。 

 

不推荐 BCG（卡介苗） 

 

有动  像瑞典那样，不停止经济活动，采取集体免疫作战的方法您怎么看？ 

 

宫田  瑞典的人口与死亡人数的比例是世界最差的。在意大利的伦敦和纽约也有很多人死亡，但

是这些地区也只有 10%的人有抗体。如果有抗体的话，可以稍微乐观一些，但是也有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的抗体消失了。 

有动  相当严峻啊。 

 

宫田  只是说，这种病毒的难处在于，不同地区的死亡人数差异很大。东欧和西欧也有很大的不

同，日本、亚洲很幸运是死亡人数很少的地区。 

 

有动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打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norin，BCG）？ 

 

宫田  即使幼年时期接种的卡介苗对新冠病毒有效，没有大人接种可以预防该传染病的科学依据，

所以不推荐大人今后打卡介苗。如果大人夺取孩子的疫苗，只会产生别的牺牲。 

 

创造“新的日常” 

 

有动  卡介苗也不行啊。那样的话，只能等疫苗了。 

 

宫田  虽然有报道说疫苗的开发在日本一年就可以完成，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观测还是不

容乐观的。即使一年内开发了疫苗，但要让很多人普及也需要时间。 

 

有动  如果这样的话，每次疫情爆发都只能反复自我隔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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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田  4月庆应大学医院对住院前的所有患者进行核算检测，发现有 3%的人无症状感染。也就是

说，只不过没有重症化，日本有可能有更多的感染者。目前，医师会和厚生劳动省等正在策划抗

体检查。根据抗体持有者的比例，有必要改变今后的对策。根据感染的实际情况考虑对策，也许

可以抑制再次扩大感染，采取有效经济的对策。只是这个病毒有很多未知的部分。我想只能一边

收集多方面的数据一边一步一步地前进。 

 

有动  因为我是独身生活，所以在自我隔离期间的生活很郁闷，只能放弃回到原来生活的想法了

吗? 

 

宫田  2019年所描绘的世界的延长线上，在今后未来不会有了吧，我认为必须以许多东西明显变

化为前提来考虑未来。我把它称为“New normal（新常态）”，这是一个对于雷曼危机后发生的变

化，非日常成为新常态的概念。这次会发生超越上次的那个变革。但是，这同时也是全行业的机

遇。例如，伴随着人与人接触的行业，虽然在短期内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最好的餐厅开始提供外

卖，也就是在家里也能吃得到最好的餐厅的料理，会产生超越以往的新概念文化。 

 

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变的方程式 

 

有动  教育领域的网络化也开始急速发展。 

 

宫田  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同样教育的学校教育真的是最好的形式吗，对此是一个重新思考

的机会。今后的社会需要的是找到社会上的课题，通过团队解决的能力。为了培养这种力量，为

每个人考虑必要的支持，这才是教师应有的存在方式。 

另外，如果进行远程教育的话，可能会扩大振兴地方，即“地方创生”的机会。到现在为止，

有的教育已经成为阻碍“地方创生”的情况。即使人口稀疏的医院从世界各地请来了顶尖的医生，

几年后也以“没有教育家里孩子的地方”为由回国了。如果普及远程教育的话，在地方每个人也

都可以接受教育吧。 

 

有动  在混乱的教育现场，能做到吗？ 

 

宫田  要是通过远程教育来完成至今为止的教育，就会变成之前的劣化版，但是把至今为止没能

做到的事情去实现的机会，打造“新的日常”就会不一样。所有行业都承受着强烈的生存压力，

需要行业本身站起来并改变价值的创造方式，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组织和企业将成为下一个

领导者。 

 

有动  也就是说不能被过去的做法所束缚。 

 

宫田  常言道，多难兴邦。从历史上来看，鼠疫肆虐之后就发生了文艺复兴。文明发生新变化的

时候，社会危机一定会到来，在拼命挣扎的过程中，会产生下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和人类的可能性。

如果能把现在当成那样的时期，好好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和日本积极面对未来的方向是紧密相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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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  宫田老师思考的下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是什么？ 

 

宫田  我觉得在未来社会关键词应该是“人”。人不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齿轮，而是以人为轴心，

以生命为起点来思考社会的时代，必须这样做。考虑这个问题的契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有动  文艺复兴的杰作啊。 

 

宫田  达·芬奇不仅在美术方面，在医学、土木工程、科学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被称

为“万能天才”。实际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对他来说，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描绘蒙娜丽莎而进行

的修炼。达·芬奇在去世之前一直致力于创作“蒙娜丽莎”，为了完成创作，他反复实践，不断为

社会做贡献。达芬奇生前留下了一句谜一般的话，“这幅画只有数学家才能理解真正的价值”。他

在《蒙娜丽莎》中表现的是“只要人是人，就必须要和别人有关系。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是人和

人之间能以积极的感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人类不变的方程式。我也想从事如达·芬奇创

作蒙娜丽莎那样的工作。 

 

有动  对于老师来说，“蒙娜丽莎”会是什么呢？ 

 

宫田  可能是系统，也可能是社会本身。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是我想在文明的转换期，

不仅要谈理想，还要反复实践，为达到更好的社会做贡献。 

 

 

敬启者 宫田裕章 先生 

从从事新冠病毒疫情对策的第一人那里得知“最好问问宫田先生。他能看到未来社会的展望”，这

是本连载的第一次在线对谈。身穿酷打扮的银发贵公子所说的未来，既酷又具体，既不是悲观也

不是根性论，有着“真实感”，给郁郁寡欢的单身房间带来了一线光明。在为新冠病毒而感到面前，

很多人都畏缩不前，老师动了手，为您已经完成了一项会被后人记住的工程而惊叹。我一边期待

老师在今后的活跃，一边尝试像蒙娜丽莎那样微笑着（害怕吗），一边思考报道的“新常态”。 

 

［译自《文艺春秋》，2020 年 7月刊，344-353 页。本文经作者和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同意翻译转载。］ 

 
 

有动由美子 

新闻工作者、自由主播 

神户女学院大学毕业后，进入 NHK电视台。现在在民企电视台担任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也兼任东京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环综合防灾情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宫田裕章（博士） 

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教授 

取得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东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工作，后为提高活用医疗数据库的

各种保健医疗品质项目做出贡献。是这该领域的领头羊。除现职外，还担任国立国际医疗医疗研

究中心国际保健政策·医疗系统研究科科长、东京大学医院特任教授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