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தாண்ைட வலி のどが痛い □இ�மல் せき

□தைலவலி 頭が痛い □ெநஞ்� வலி 胸が痛い □ெசாற� 発しん □இதய படபடப்ப� 動悸

□�ச்� த�ணறல் 息切れ □வக்ீகம் むくみ □தைலச்�ற்றல் めまい

□மார்பில் இ�க்கம் 胸が苦しい □அடிவயிற்� வலி お腹が痛い

□வயிற்� வலி 胃が痛い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 □உணர்வின்ைம しびれ

□அத�க தாகம் 口が渇く □எைட இழப்ப� 体重が減っている 

□வயி� வங்ீக�யதாக உணர்க�ற� お腹が張る □பசியின்ைம 食欲がない □வாந்த� 嘔吐 

□�மட்டல் 吐き気 □வயிற்�ப்ேபாக்� 下痢 □இரத்தம் ேதாய்ந்த மலம் 血便

□பலவனீம் だるい □அத�க ேசார்வ� 疲れやすい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இரத்தம் ெச�த்தப்பட்�ள்ளதா? 輸血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உள் ம�த்�வம் ேகள்வித்தாள்
内科問診票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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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ねつ いた

あたま いた

いき ぎ

どう きほっむね いた

こうけつあつい いた

なか いたむね くる

くち かわ

げ り

たつか

けつべん

なか は

たいじゅう へ

おう としょくよく

は け

ない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しゅじゅつ う

ゆ けつ う

ねん がつ にち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た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外科問診票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படத்த�ல் வட்டம��ங்கள்
症状のあるところに丸をしてください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அடிவயிற்� வலி お腹が痛い □காயம் けが

□எரிப்ப� やけど □கட்டி しこり　　　　□உணர்வின்ைம しびれ

□��க்� ひねった □எைட இழப்ப� 体重が減っている □அரிப்ப� かゆい

□பித்தப்ைப கல் 胆石 □வக்ீகம் 腫れ □�லேநாய் 痔
□இரத்தம் ேதாய்ந்த மலம் 血便　□ெதாண்ைட (ைதராய்� �ரப்பி) のど（甲状腺）

□�டலிறக்கம் 脱腸（ヘルニア）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க�த்� 首 □�ைரயரீல் 肺 □மார்பகம் 乳房

□வயி� 胃 □ெதாப்ப�ள் へそ □�டல் 腸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இரத்தம் ெச�த்தப்பட்�ள்ளதா? 輸血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ளிடம் �ந்ைதய எக்ஸ்ேர உள்ளதா? レントゲンフィルム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ளிடம் �ந்ைதய எண்ேடாஸ்ேகாப் உள்ளதா? 内視鏡フィルム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இந்த ம�த்�வமைனக்� பரிந்�ைர கடிதம்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ந்தால், பின்வ�ம் ேகள்விக�க்� பத�லளிக்கவ�ம். 紹介状のある方だけ書い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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அ�ைவ சிக�ச்ைச ேகள்வித்தாள்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げ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ねつ なか いた

は

たいじゅう へ

たん せき じ

た

けつ べん

ちょうい

はいくび

だっち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にゅうぼう

ねん がつ にち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ますい なに

しょうかいじょう かた か

も

ない し きょう も

た

しょうじょう まる

しゅじゅつ う

ゆ けつ う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も み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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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படத்த�ல் வட்டம��ங்கள்
 症状のあるところに丸をしてください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வலி 痛み

□காயம் けが □எரிப்ப� やけど

□கட்டி しこり □வக்ீகம் はれもの

□அரிப்ப� かゆい □உணர்வின்ைம しびれ

□��க்� ひねった □எைட இழப்ப� 体重が減っている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இரத்தம் ெச�த்தப்பட்�ள்ளதா? 輸血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整形外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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எ�ம்பியல் ேகள்வித்தாள்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ねつ いた

たいじゅう へ

た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しょうじょう まる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せい けい げ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ますい なに

しゅじゅつ う

ゆ けつ う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た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ねん がつ にち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தைலவலி 頭が痛い □தைலச்�ற்றல் めまい □�மட்டல் 吐き気 □வாந்த� 嘔吐

□காத�ைரச்சல் 耳鳴り □கடினமான ேதாள்கள் 肩こり □உணர்வின்ைம しびれ □ந�க்கம் 手足のふるえ

□�யந�ைனவின்ைம 意識がなくなる □ேமாசமான ெசவிப்ப�லன் 聞こえにくい

□ெபா�ட்கைளப் பார்ப்பத�ல் சிக்கல் 物が見えにくい □நடப்பத�ல் சிரமம் 歩きにくい

□�ட்� இயக்கத்த�ல் சிரமம் 手足の動きが悪い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ன் ப�த� 前頭部 □பின் ப�த� 後頭部 □வல� பக்கம் 右横 □இட� பக்கம் 左横 □�� தைல 頭全体

□�டிக்க�ற� ズキンズキン  □�ர்ைமயான/க�ைமயான ガンガン

□�த்த�யலால் அடிப்ப� ேபால ガーンと割れるように

□�ச்ச உணர்வ� キリキリ  □�த்�தல் チクチク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மாதம் 年□ஆம் はい →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ள் 月 நாள் 日から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உங்கள் தைலைய ேமாத�க்ெகாண்ட�ண்டா? 頭をぶつけましたか

தைலவலி உள்ள ஒ�வர் பின்வ�ம் ேகள்விக�க்� பத�லளிக்க ேவண்�ம். 頭が痛い方への質問です

உங்கள் தைலயின் எந்த ப�த� வலிக்க�ற�? どこが痛みますか

வலியின் வைக? どのように痛みますか

□காைல 朝 □நண்பகல் 昼 □மாைல 夕方 □நாள் ��வ�ம் 一日中

வலி எப்ேபா� ம�கவ�ம் ேமாசமாக இ�க்�ம்? いつが一番痛いですか

□�ன் ப�த� 前頭部　　　　□பின் ப�த� 後頭部　　　　□வல� பக்கம் 右横　　　　□இட� பக்கம் 左横

உங்கள் தைலயின் எந்த ப�த�? どこをぶつけました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இ� ேசாகமான விபத்தால் ஏற்பட்டதா? 交通事故ですか

脳神経外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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நரம்பியல் அ�ைவ சிக�ச்ைச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あたま いた は け おう と

て あしかたみみ な

い しき

もの み

き

ある

たて あし うご わる

あたま

ぜん とう ぶ こう とう ぶ

こう つう じ こ

あたま いた かた しつもん

いた

いた

た

いちばんいた

あさ ひる ゆうがた いちにちじゅう

わ

みぎよこ ひだりよこ

ぜん とう ぶ こう とう ぶ みぎよこ ひだりよこ あたまぜんたい

のう しん けい げ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ねん がつ にち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か げつ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ねん がつ にち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ப�ைக பிடிப்பர்ீகளா? たばこを吸いますか

தாங்கள் ம� அ�ந்�வர்ீகளா? お酒を飲み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 　　 ml/ஒ� நாள் ml/日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 　　 சிகெரட்/ஒ� நாள் 本/日 □இல்ைல 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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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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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அைர�ைற ��க்கம் 眠れない □வழக்கத்ைத விட அத�கமாக ேப�வ� いつもよりよくしゃべる

□கவைல அல்ல� பதீ� 不安やパニック発作 

□அ�க�ல் யா�ம் இல்லாவிட்டா�ம் �ரல்கள் ேகட்க�ன்றன 周りに人がいないのに声が聞こえる

□மனச்ேசார்ைவ உணர்க�ேறன் うつ気分 □தாழ்வ� மனப்பான்ைம 元気がない

□யாேரா என்ைனக் கண்காணிப்பதாக உணர்க�ேறன் 人に見られている気がする

□உயர் மனப்பான்ைம 元気が良すぎる □�யந�ைனைவ இழத்தல் 意識がなくなる

□இறக்க வி�ம்ப�தல் 死にたい □எளித�ல் க�ளர்ச்சியைடதல் 興奮しやすい

□வன்�ைறக்�த் ��ண்டப்ப�தல் 暴力をふるう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உதவியாளரின் ெபயர் 付添者の氏名

உங்க�டன் உறவ� 本人との関係

இன்� எங்கைள சந்த�க்�மா� யார் பரிந்�ைரத்தார்கள்? 本日の受診はどなたの意志ですか

□நீங்கள் 本人　　□��ம்பம் 家族　　□நண்பர் 友人　　□காவல்�ைற 警察　　□சக பணியாளர் 勤務先の人

□மற்றைவ その他 → （　　　　　　　　　　　　　　　　　）

இன்ைறய வ�ைகயின் ேநாக்கம் என்ன? 本日の受診の目的は何ですか

□ேநாையக் கண்டற�தல் 診断 □ம�த்�வ சான்ற�தைழ ெபறவ�ம் 診断書

□சிக�ச்ைச 治療 □ம�த்�வைனயில் அ�மத�க்கப்ப�தல் 入院　

□மற்ெறா� ந��வனத்த�ற்� அற��கப்ப�த்தப்ப�வ� 紹介 

□இரண்டாவ� க�த்ைதப் ெப�வ� セカンドオピニオン □மற்றைவ その他 → （　　　　　　　　　　　　　　　　　）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中の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வ ந��வனத்த�ன் ெபயர் 医療機関名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பம் 家族　□நண்பர் 友人　□மற்றைவ その他 → （　　　　　　　　　）

精神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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மனநல ேகள்வித்தாள்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ねむ

ひと み き

ふ あん ほっ さ

き ぶん

まわ ひと こえ き

げん き よ

げん き

こうふん

たぼうりょく

し

い しき

つきそいしゃ し めい

ほんにん かんけい

ほん じつ じゅ しん い し

ほん じつ じゅ しん もく てき なん

い りょう き かん めい

たゆうじんか ぞく

ほんにん

た

ち りょう

か ぞく ゆうじん けいさつ

しんだん しんだんしょ

にゅういん

しょうかい

た

きん む さき ひと

せい しん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げんざいちりょうちゅう びょうき

ねん がつ にち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も み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மறத�ேநாய் 認知症 □ம� அல்ல� ேபாைதப்ெபா�ள் சார்ந்த��த்தல் アルコールや薬物依存

□மனந�ைல ேகாளா� 気分障害 → □ெவற� 躁病  □ெவற�-மன அ�த்த மனேநாய் 躁鬱病  □மன அ�த்தம் 鬱病

□ெப�ம் அச்சம்/பதீ� パニック □��க்கம�ன்ைம 不眠症

□ஆ�ைம ேகாளா� パーソナリティー障害 □வளர்ச்சி ேகாளா� 発達障害

□மனநல �ைறபா� 精神遅滞 □வலிப்ப� ேநாய் てんかん 

□ஸ்க�ேசாஃப்ரினியா 統合失調症 □ஏடிஎச்டி 注意欠陥（如）多動性障害

□மற்றைவ その他 → （ ）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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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ま びょうき

にん ち しょう やくぶつ い ぞん

そうびょう そううつびょう うつびょうき ぶん しょうがい

はったつしょうがい

ちゅう い けっかん じょ た どう せい しょうがい

た

せいしん ち たい

とうごうしっちょうしょう

ふ みん しょう

しょうがい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உங்கள் �ழந்ைத)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தாண்ைட வலி のどが痛い □இ�மல் せき □பிடிப்ப� ひきつけをおこす

□தாழ்வ� மனப்பான்ைம 元気がない □எரிச்சலைடக�ன்ற 機嫌が悪い

□வக்ீகம் むくみ □தைலவலி 頭が痛い □அடிவயிற்� வலி お腹が痛い

□ெநஞ்� வலி 胸が痛い □ெசாற� 発しん □வயிற்� வலி 胃が痛い □வாந்த� 嘔吐 

□பசியின்ைம 食欲がない □�மட்டல் 吐き気　　　  □ேபா�மான எைட அத�கரிப்ப� இல்ைல 体重の増加不良

□வயிற்�ப்ேபாக்� 下痢 □இரத்தம் ேதாய்ந்த மலம் 血便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பல்லா 風しん □சின்னம்ைம 水ぼうそう □தட்டம்ைம 麻しん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அம்ைமக்கட்� ேநாய்/ெபான்�க்� வங்ீக� おたふく風邪 □கக்�வான் இ�மல் 百日ぜき

□�டல்வாலழற்சி 虫垂炎 □MCLS (கவாசாக� ேநாய்) 川崎病 □த�டீர் எக்சாந்ேதமா 突発性発しん 

□ஜப்பானிய �ைளயழற்சி 日本脳炎　□வலிப்ப�த்தாக்கங்கள் 熱性けいれん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ட்ைட 卵  □பால் 牛乳  □மற்ற உணவ� その他の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எந்த வைகயான உள் ம�ந்�கைள நீங்கள் எ�க்கலாம்? どんな種類の薬が飲めますか

□சிரப் シロップ　　　　　　　　□��ள் 粉薬　　　　　　　　　□மாத்த�ைர அல்ல� காப்ஸ்�ல் 錠剤またはカプセル

பிரசவம் எப்படி இ�ந்த�? 出産の時のようす

�ழந்ைதயின் எைட 　                   赤ちゃんの体重　　　　　　　　　　　தாயின் வய�                      母親の年齢

□சாதாரண பிரசவம் 正常分娩 □அசாதாரண பிரசவம் 異常分娩 □அ�ைவசிக�ச்ைச பிரசவம் 帝王切開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ஹ�ப்(ஹீேமாபிலஸ் இன்ஃப�ெயன்சா வைக b) ヒブ □ந�ேமாேகாகஸ் 肺炎球菌 □ேபாலிேயா ポリオ

□டிபிடி (�ன்� �ட்� த�ப்�சி) 三種混合

□டிபிடி-ஐபிவி (டிஃப்தீரியா, ெபர்�சிஸ், ெடட்டனஸ், ெசயலிழந்த ேபாலிேயா ைவரஸ் த�ப்�சி) 四種混合

□பி.சி.ஜ� BCG □தட்டம்ைம-�ெபல்லா த�ப்�சி(எம்ஆர்)  麻しん・風しん混合 □சின்னம்ைம 水ぼうそう

□அம்ைமக்கட்� ேநாய்/ெபான்�க்� வங்ீக� おたふく風邪　　　　　　□ஜப்பானிய �ைளயழற்சி 日本脳炎

□ேராட்டா ைவரஸ் ロタウィルス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த�ப்�சி (வரலா�) 接種済み予防接種

小児科問診票
�ழந்ைத ம�த்�வம் ேகள்வித்தா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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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ழந்ைதயின் ெபயர் 子どもの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ねつ

なか いた

むね いた い いたほっ

げ り

げん き き げん わる

あたま いた

いた

おう と

しょくよく は け

けつべん

たいじゅう ぞう か ふ りょう

た

こなぐすり じょうざい

しゅさん とき

ははおや ねんれいあか たいじゅう

せいじょうぶんべん いじょうぶんべん ていおうせっかい

いま びょうき

ふう みず ま

か ぜ ひゃくにち

ねつせい

ちゅうすいえん

た

とっぱつせいほっかわさきびょう

せっしゅ ず よ ぼう せっしゅ

はいえんきゅうきん

た

みず

か ぜ

さんしゅこんごう

よんしゅこんごう

ま ふう こんごう

に ほん のうえん

に ほん のうえん

しょう に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まご ぎゅうにゅう た た もの た

しゅるい くすり の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ねん がつ にち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こ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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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ますい なに

しゅじゅつ う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படத்த�ல் வட்டம��ங்கள்
症状のあるところに丸をしてください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வலி 痛い

□அரிப்ப� かゆい □எரிப்ப� やけど □ெசாற� 発しん

□அரிக்�ம் ேதாலழற்சி 湿しん □சிராய்ப்ப�ப் ப�ண் あざ

□மச்சம் ほくろ □கல்லரீல் ப�ள்ளிகள் しみ □தடகள கால் 水虫

□கசிவ� じくじくしている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அற��ற�கள் மாற�விட்டதா? その症状は変化してい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皮膚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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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தால் ம�த்�வ ேகள்வித்தாள்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ねつ いた

ほっ 

しっ 

た

みず むし

しょうじょう へん か

ひ ふ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しょうじょう まる

ねん がつ にち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た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しゅじゅつ う

ますい なに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கர்ப்பம் 妊娠 □ஒ�ங்கற்ற மாதவிடாய் 月経の異常 □ேயானிமடற்கழ�வ� おりもの

□அடிவயிற்� வலி 下腹部が痛い □ஒ�ங்கற்ற பிறப்ப��ப்ப� இரத்தப்ேபாக்� 不正性器出血

□பாலிப்கள் ポリープ □கட்டி 卵巣のう腫瘍 □ேயானி அரிப்ப� 性器のかゆみ

□க�ப்ைப நார்த்த��க்கட்டிகள் 子宮筋腫 □பாப் ஸ்ம�யர் ேசாதைன がん検診

□மலட்�த்தன்ைம 不妊症 □இரத்த ேசாைக 貧血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கர்ப்பம் 妊娠　　�ைற 回
□பிரசவம் 分娩　　�ைற 回 → □இயல்பாக 正常分娩　　�ைற 回　□அசாதாரணமாக 異常分娩　　�ைற 回
□க�ச்சிைதவ� 流産 　  �ைற 回 → □இயற்ைக க�க்கைலப்ப� 自然流産 　  �ைற 回  □க�க்கைலப்ப� 人工流産 　  �ைற 回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டம் மாற�ய கர்ப்பம் 子宮外妊娠 □நீர்ச்சிைறய��மச்சம் 胞状奇胎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வய�　　　　ஆண்�கள் 才

மாதவிடாய் வரலா� 生理について

□28நாட்கள் 28日型  □30நாட்கள் 30日型  □　　நாட்கள் 日型  □ஒ�ங்கற்ற 不順

உங்கள் �தல் மாதவிடாய் எப்ேபா� ெதாடங்க�ய�? 初めて生理があったのはいつですか

உங்கள் மாதவிடாய் ந�ற்றல் எப்ேபா�? 閉経はいつですか

உங்கள் மாதவிடாய் சீராக உள்ளதா? 生理は順調で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ள் மாதவிடாயின் ேபா� ஏேத�ம் வலியால் அவத�ப்ப�க�றீர்களா? 生理痛は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 கைடசி மாதவிடாய் ேதத�. 最終月経は

மாதவிடாய் 生理の期間について

இைடெவளிகள் 周期について

கர்ப்பத்த�ன் வரலா� 妊娠した回数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இந்த ம�த்�வமைனயில் உங்கள் �ழந்ைதையப் ெபற்ெற�க்க வி�ம்ப�க�றீர்களா? 妊娠の方は当院での出産を希望しますか

□கனமான� 多い　　□இயல்பான� 普通　　□ேலசான� 少ないமாதவிடாய் பாய்வ� 生理の量について

வய�　　　　ஆண்�கள் 才

　　　　நாட்கள் 日間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பாப் ஸ்ம�யர்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がん検診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ண்� 年□ஆம் はい →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産婦人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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மகப்ேபற�யல் மற்�ம் மகளிர் ம�த்�வம் ேகள்வித்தாள்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にん しん げっけい いじょう

ふ せい せい き しゅっけつ

せい き

しきゅうきんしゅ けん しん

らん そう しゅ よう

か ふく ぶ いた

たひん けつふ にん しょう

せい り

はじ せい り

へいけい

せい り じゅんちょう

しゅうき

せい り き かん

せい り りょう

せいり つう

さいしゅうげっけい

にんしん かいすう

にんしん かい

ぶんべん かい せいじょうぶんべん かい いじょうぶんべん かい

りゅうざん かい しぜんりゅうざん かい じんこうりゅうざん かい

た しきゅうがいにんしん ほうじょうきたい

にんしん かた とういん しゅっさん き ぼう

がつ にち

おお ふ つう すく

にちかん

にちがた にちがた にちがた ふじゅん

さい

さい

けんしん う

さん ふ じん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ねん がつ にち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ம்பத்த�ன் ம�த்�வ வரலா�:  ��ம்பத்த�னரின் வயைத ந�ரப்பி, அவர்க�க்� ஏேத�ம் ேநாய்கள் உள்ளதா என ✓ ெசய்யவ�ம்.  家族の病歴

 வய� ஆேராக்க�யமான ஆேராக்க�யமற்ற பரம்பைர ேநாய்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சர்க்கைர ேநாய்  ப�ற்�ேநாய்
 年齢 健康 健康ではない 遺伝病 高血圧 糖尿病 が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அப்பா 父

அம்மா 母

சேகாதரர்கள் 兄弟

சேகாதரிகள் 姉妹

கணவன் 夫

�ழந்ைதகள் 子ども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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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இரத்தம் ெச�த்தப்பட்�ள்ளதா? 輸血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ねんれい

ちち

はは

きょうだい

しまい

おっと

こ

けんこう けんこう こうけつあつ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いでんびょう

かぞく びょうれき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た

しゅじゅつ う

ゆ けつ う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வல� ப�றம் 右眼 □இட� ப�றம் 左眼 □இ�ப�ற�ம் 両眼 □க�ழ�த்தல் 涙が出る

□வலி 痛い □சளி ெவளிேயற்றம் 目やに □வக்ீகம் はれもの □அரிப்ப� かゆい

□கண்ணில் ஏேதா ஒட்டிக்ெகாண்ட� ゴロゴロする □மங்கலான பார்ைவ 見えにくい

□இரட்ைட பார்ைவ 物が二重に見える □ஒளி உணர்த�றன் まぶしい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உங்கள் ��ம்பத்த�ல் யா�க்காவ� கண் ேநாய்கள் உள்ளதா? 家族で目の病気の人がいますか

□ஆம் いる → யார்? 誰が　　　　　　　　　　　　　　என்ன? それはどんな病気ですか　　　　　　　　　　　　　　　　　　　　　　

□இல்ைல いない

眼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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கண் ம�த்�வம் ேகள்வித்தாள்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みぎ め

いた

ひだり め

め

りょう め

み

なみだ で

もの に じゅう み た

だれ びょうき

か ぞく め びょうき ひと

がん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ねん がつ にち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た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ますい なに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காய்ச்சல்(           ℃) 熱がある □என் தைல கனமாக இ�க்க�ற�. 頭が重い

□தைலவலி 頭が痛い

கா� பிரச்சைனகள் 耳の症状

□வல� ப�றம் 右　　□இட� ப�றம் 左　　□இ�ப�ற�ம் 両方　　□கா�வலி 耳が痛い　　□ெவளிேயற்றம் 耳だれ

□காத�ைரச்சல் 耳なり □கா�க்�ள் ெம�� படிதல் 耳あか □தைலச்�ற்றல் めまい

□ேமாசமான ெசவிப்ப�லன் 聞こえが悪い □ெச�கப்பட்ட கா�கள் 耳がふさがった感じ

�க்� பிரச்சிைனகள் 鼻の症状

□அைடத்த �க்� 鼻がつまる □�க்� ஒ��தல் 鼻がでる □�ம்மல் くしゃみ □இரத்தப்ேபாக்� 鼻血

□�றட்ைட いびき □வாசைனயற�ய இயலாைம においがわからない

ெதாண்ைடப் பிரச்சிைனகள் のどの症状

□நாக்� ப�ண் 舌が痛い □ெதாண்ைட வலி のどが痛い □இ�மல் せき □சளி たん

□ெதாண்ைடயில் ஏேதா சிக்க�ய� ேபான்ற உணர்வ� のどに何かある感じ □கரகரப்ப� 声がかれる

□வி�ங்�வத�ல் சிரமம் 飲み込みにくい □வங்ீக�ய �கம்/க�த்� 顔・頚部(くび)の腫れ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நீங்கள் ப�ைக பிடிப்பர்ீகளா? たばこを吸いますか

தாங்கள் ம� அ�ந்�வர்ீகளா? お酒を飲み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ml/ஒ� நாள் ml/日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 　　 சிகெரட்/ஒ� நாள் 本/日 □இல்ைல いいえ

உங்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காலமாக இந்த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உள்ளன? それはいつから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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கா� மற்�ம் ெதாண்ைட ம�த்�வம் ேகள்வித்தாள்
耳鼻咽喉科問診票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அ�ைவ சிக�ச்ைச ெசய்த��க்க�றீர்களா? 手術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இரத்தம் ெச�த்தப்பட்�ள்ளதா? 輸血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தம் 年வ�டம் நாள் 月 �தல் 日から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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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たま いた

みみ しょうじょう

みぎ ひだり りょうほう みみ いた

みみみ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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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 いた 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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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な はな 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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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たま おも

じ び いん こう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しゅじゅつ う

ゆ けつ う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ますい なに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ねん がつ にち

す

さけ の ひ

ほん ひ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உங்கள் அற��ற�கள் என்ன? どうしましたか

□பல்வலி 歯が痛い □ந�ரப்பல் ெபயர்ந்�விட்ட� つめ物がとれた □ஈ�களில் வலி 歯ぐきが痛い

□பற்�ழ� 虫歯を治してほしい □ப�த�ய பற்கள் 入れ歯を作りたい □உைடந்த பற்கள் 入れ歯がこわれた

□வைளந்த பற்கள் 歯並びを治したい □பல் பரிேசாதைன 検診

□பற்கைள �த்தம் ெசய்தல் 歯石・歯こうを取りたい　　□வாய் �ர்நாற்றம் 口臭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என� பல் பிரச்சைனகள் அைனத்ைதய�ம் சரிெசய்ய வி�ம்ப�க�ேறன். 悪いところは全て治したい

□நான் இப்ேபா� வலிக்க�ன்ற பற்க�க்� மட்�ேம சிக�ச்ைச ெபற வி�ம்ப�க�ேறன். 今痛い歯だけを治したい

□��த் ெதாைகையய�ம் ெச�த்�ேவன். 自費診療でもかまわない

□என�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ட்ீ�த் ெதாைக வரம்ப�க்�ள் சிக�ச்ைச ெபற வி�ம்ப�க�ேறன். 保険の範囲内で治したい

□ம�த்�வ�டன் கலந்தாேலாசித்த பிறேக சிக�ச்ைசைய �டிவ� ெசய்ய வி�ம்ப�க�ேறன். 相談して決めたい

சிக�ச்ைசக்கான உங்கள் வி�ப்பத்ேதர்வ�கள் 治療に対する希望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மயக்க ம�ந்� �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தாவ� சிரமப்பட்டி�க்க�றீர்களா? 麻酔をして何か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உங்க�க்� எப்ேபாதாவ� ஒ� பல் அகற்றப்பட்டி�க்க�றதா? 歯を抜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歯科問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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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ல் ம�த்�வ ேகள்வித்தாள்

உங்க�க்� ஏதாவ� உணவ� அல்ல� ம�ந்� ஒவ்வாைம உள்ளதா? 薬や食べ物でアレルギーが出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ந்� 薬　□உணவ� 食べ物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இல்ைல いいえ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கர்ப்பமாக இ�க்க�றீர்களா அல்ல� கர்ப்பம் தரிக்க வாய்ப்ப� உள்ளதா? 妊娠していますか、また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மாதங்கள் ヶ月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தாய்ப்பால் ெகா�க்க�றீர்களா? 授乳中ですか

□வயி� மற்�ம் �டல் ேகாளா� 胃腸の病気 □கல்லரீல் ேநாய் 肝臓の病気 □இ�தய ேநாய் 心臓の病気

□சி�நீரக ேநாய் 腎臓の病気 □காசேநாய் 結核 □சர்க்கைர ேநாய் 糖尿病 □காசம் ぜんそく

□உயர் இரத்த அ�த்தம் 高血圧症 □எய்ட்ஸ்/எச்.ஐ.வி エイズ

□ைதராய்� பிரச்சைனகள் 甲状腺の病気 □சிபிலிஸ் 梅毒 □மற்றைவ その他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இதற்� �ன்ப� உங்க�க்� என்ன ேநாய்கள் இ�ந்தன? 今までにかかった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த்�வ சிக�ச்ைசயில் இ�க்க�றீர்களா? 現在治療している病気はありますか

உங்களின்அ�த்த வ�ைகக்� நீங்கேள ஒ� ெமாழ�ெபயர்ப்பாளைர ஏற்பா� ெசய்ய �டிய�மா?  今後、通訳を自分で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நீங்கள் தற்ேபா� ம�ந்� சாப்பி�க�றீர்களா? 現在飲んでいる薬はありますか

□ஆம் はい → உங்களிடம் இப்ேபா� ஏதாவ� ம�ந்� இ�ந்தால், தயவ�ெசய்� எனக்�க் காட்�ங்கள். 持っていれば見せてください

□இல்ைல いいえ

タミル語
தம�ழ்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பயர் 名前

பிறந்த ேதத� 生年月日 ெதாைலேபசி 電話

□ஆண் 男 □ெபண் 女

ஆண்� 年 மாதம் 月 நாள் 日

ெதாடர்ப�ைடய அைனத்� பத�ல்கைளய�ம் சரிபார்க்கவ�ம்  □ あてはまるもの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கவரி 住所

உங்களிடம் உடல்நலக் காப்ப�ீ உள்ளதா? 健康保険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நாட்�ரிைம 国籍

□ஆம் はい　　　□இல்ைல いいえ

ெமாழ� 言葉

は いた もの は いた

むし ば なお

こうしゅう

けんしん

い ばい ば つく

は なら なお

し せき し と た

は ぬ

ち りょう たい き ぼう

わる すべ なお

いま いた は なお

ほ けん はん い ない なお

じ ひ しん りょう

そうだん き

し か もん しん ひょう

ますい なに

くすり た もの で

くすり た もの た

か げつ

じゅにゅうちゅう

にん しん か のう せい

いま びょうき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じ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か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しんぞう びょうき

とうにょうびょうけっ かく

ばい どく

こうけつあつしょう

こうじょうせん びょうき た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びょうき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げん ざい の くすり

も み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とこな まえ

じゅうしょ

けんこう ほ けん も

こと ばこく せき

せい ねん がっ ぴ ねん がつ にち

おんな

でん わ

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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