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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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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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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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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ページ〉

http://www.k-i-a.or.jp/medical/ NPO法人国際交流ハーティ港南台＆◯c （公財）かながわ国際交流財団 〈2022.3〉

す

さけ の ひ

ほん ひ

こん ご つう やく じ ぶん つ

しゅじゅつ う

ますい なに

げん ざい ち り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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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ちょう びょうき

いま びょう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