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住院手续 

有预约的患者：住院当天，请在预约时间内在正面入口 

1楼挂号处办理手续。 

紧急住院的患者：工作人员将引导您去 1 楼挂号处办

理手续。     

有预约和紧急住院的患者，都请在正面入口 1 楼挂号

处办理手续。 

办理手续所需证件和物品 

保险证 

使用中的各种保险証 

为了确认证件，保险証在复印后返还给患者。

住院期间如保险证内容有变化，请向挂号处

提示。 

医療 

受給者証 

高齢受給者証 後期高齢者被保険者証 公

費負担医療受給者証 限度額適用認定証等

和保险証并用的证明。 

介绍信 其他病院开出的介绍信。 

住院 

申请书 

住院申请书在挂号处领取。 

确认内容后，填写必要事项并交给挂号处。

在保证人的栏目里，1名为家属，另 1名请填

写家属以外别的亲戚或其他家族的成员 。  

自上次住院不满 1 年的患者，不用再提交住

院申请书。如身份保证人有变，则需再次提

出。 

服用中的

药品 

在其他病院处方的药品，住院期间、由本院

医生和药剂师管理。 

药品用完时，请和医生、护士商量。 

请勿擅自领取药品。 

 

② 住院必备物品 

 

（１）洗面用具  (洗脸盆・牙刷用具・香皂) 

（２）餐具      (筷子・勺子・叉子·茶杯·杯子) 

（３）日 用 品  (内衣・睡衣・毛巾・浴巾・纸巾 

拖鞋或运动鞋（请穿不发出声响 并

防滑的鞋。） 

（４）其他     (笔记用品) 

请最小限度地携带住院用品，并把名字填写好。 

请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和多额的现金。如发生被盗或丢

失，本院概不负责。 

 

③ 关于住院期间的生活 

 
住院期间，为了您和其他患者能更好更安心地接受治疗，

请注意以下列事项，并听从医生和护士的指示。 

如不遵守规则和指示，致使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者，将

令其出院，特此声明。 

（1）请佩带手腕带 

   为了不弄错患者身份，本院已采取了相应措施。为

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实地掌握患者身份，在办理

入院手续时发付记有患者姓名的手腕带，请务必佩

带，一直到出院。 

（2）住院是共同生活，请不要作出有损他人的行为。  

（3）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有可能需要移动病房。 

（4）外出･外宿必须得到主治医生的同意，并向护士值班室

提交许可证明书。 

（5）请不要身穿病院的衣服外出。 

（6）在使用电视或收音机时，为了不影响其他患者，请佩

带耳机。 

（7）消灯時間为晚上１０点。为了不影响其他患者，消灯

后请不要点灯、说话、使用电视和收音机。 

（8）电话不能转接，但可转达。        

（9）火災、地震等非常事态发生时，请在医生､护士等工 

作人员的指示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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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望患者时间 

④ 关于饮食                            
（1）饮食均由本院提供。为了让您吃到更可口的饭菜，

营养管理人员将尽最大的努力，在最适当的时间为您

提供适温的饭菜。 

用餐時間   早餐：  ８点 

          午餐： １２点 

          晚餐： １８点 

（2）根据治疗、检查的内容及病情，对饮食有可能加以适

当的限制。 

（3）医生对有必要进行食物疗法的患者可以进行营养指

导。有必要者请和医生或护士商量。 

 

⑤ 有关陪伴  

住院期间，患者的生活起居均有护士护理，不需家属陪伴。

但根据患者的病情，家属也希望陪伴照料，要得到医生的

许可，则允许陪伴。 

住院陪伴需提示  家属陪伴许可证。详细事项，请向病

栋的护士询问。 

 

⑥ 探望患者 
（1）来访者如不知患者所住病栋，请在正楼挂号处询问。 

（2）探望患者时，请务必通知护士值班室。 

（3）备有花名册的病栋，请记入来访者姓名。 

（4）根据病情，有可能拒绝来访，敬请谅解。 

（5）为了不影响其他患者的休息，谢绝带小孩或多数人的

来访。 

（6）坚决禁止带狗和猫等动物来访。 

（7）如有特殊情况，希望在规定时间外探望病人，请向

护士提出申请。 

（8）谢绝患有传染病(例如：流行感冒､风疹等)并且在治

疗中的人士来探望患者。  

 

 

 

 

 

 

 

 

 

                         －２－    

病栋 会客时间 病室 其它 

1病栋 
①12：00～12：30 

②15：00～15：30 

101～116 

ICU  CCU 
仅限于近親家属 

2病栋 
①14：00～14：30 

②18：00～18：30 

201～204 CCU 

211～218 ICU 

2病栋 14：00～21：00 221～229  

3病栋 

4病栋 
14：00～21：00 

 
 

5病栋 

6病栋 
14：00～21：00 

 新馆北側出入口从

19点至第二天清晨

7点，鉴于安全管理

将上锁。利用者请

从正楼大门进出。 

 

⑦ 关于住院费用 
本院从平成 2009年 4月 1日起，住院诊疗費采取按每天

收取定额医疗费为基本的计算方法（DPC）。 

根据病名和診療内容，每天收取相应的定额医疗费，以

此计算住院期间全部的医疗费用。               

不采用 DPC计算方式的医院，是根据照片、检查、开药、

打针等项目及数量来计算医疗费用。这种方法叫计件收费

制（出来高方式）。     

采用 DPC的计算方法，则住院期间无论投药，打针的数

量，检查和照片的次数，医疗费都按每天定额的方法计算。

全部的住院诊疗费则为（1天的定额费用）×（住院天数）

来计算。 

※以下情况则不能按 DPC计算方式计算。 

（属于计件收费制。） 

①自費诊疗（分娩等），劳災保险的患者。  

②DPC对象外的疾病等。  

（１） 住院费请在出院或每月清算时缴纳。 

（２）根据法令规定，住院和出院当天，不论时间关系，

均各按 1天计算。 

（３）以下均为保险诊疗对象之外，按当院规定收费（含

消费税）。 

①病房差額（单人病房需付病房差额） 

②分娩费（正常分娩时） 

③文书费（诊断书、证明书费等） 

④单人房间电话费 

⑤尿布费 



⑧如何支付住院费 

出院决定以后，本院会向患者通知概算额。 

出院当天上午，会将付款通知单送到病房。 

正在住院的患者，会在第 2个月 13号前后将付

款通知单送到病房，请在 5天以内付清。 

请在主楼的 1楼会计专用窗口结账。 

星期一～星期五 8: 30～16：30 

星期六     8: 30～11：30 

 

原则上不承认出院时未缴清住院费的情况，请事

前做好准备。 

关于住院费需要咨询时，请到主楼会计专用窗口。 

星期一 ～ 星期五，可以利用信用卡等。     

星期六·日·国定假日及规定時間外则不可利用

信用卡。 

 

⑨ 出院手续  

（１）不需要再住院治疗、或需要转院治疗时，主

治医生将通知患者出院。 

（２）出院当天上午，医疗费等付款通知单将送到

病房。请在主楼会计专用窗口结账完毕后出

院。 

（３）转院时，或许有介绍信或药品等要交给患者，

出院时请务必通知护士值班室。 

（４）原则上一般在平日出院。由于特殊原因需在

平日以外出院的患者，请与主治医生商量。 

 

⑩ 需要申请诊断书，证明书等文书 

（１）需要诊断书、证明书等文书的人，请在 1楼

的挂号处办理。 

（２）申请后、有可能需要１～2个星期的时间。 

（３）请在领取文书时缴纳规定的费用。 

 

⑪咨询窗口 

咨询窗口将回答您有关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及如何

办理福利制度的手续等问题。 

如有担心或不明的地方，请到主楼 1 楼挂号处询

问。 

咨询内容,本院将严守秘密。 

 

 

⑫ 有关开放型医院的共同指导费用 

本院持有开放型医院的许可证。保险承认 医院介

绍的医生和本院的医生给患者进行共同诊疗（共同指

导）。 

介绍医生前往患者处进行共同诊疗时，患者需支付

给介绍医生一定金额的共同指导费。 

指导费将在清算住院费或出院时一起结算。 

 

⑬ 关于药剂管理指导业务 
本院对于住院患者实施调剂、医药品管理、医药品

情报管理、药历管理、服药指导等药剂管理指导业务。 

如需药剂师对药品加以说明，另需交纳一定的费

用。 

 

⑭ 关于临床教育实习 

本院是为医学生、看护学生、救急救命士等临床实

习教育机构协助协力的。在医生的指导、监督下所进

行的临床教育实习，请加以协力和配合。 

不予同意或有疑问的人，请提出申请。 

 

⑮ 有关听取其他医生诊断的方法 

这是指患者 针对主治医生所提出的病因及治疗方

针，听取其他医生意见的方法。 

为了使患者在充分理解自身的疾病和治疗方针的

基础上选择治疗方案，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是行之

有效的手段。 

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时，内容仅限于诊断和治疗。

诊疗的费用、诉讼、为更换主治医生为目的的商谈，

则不予受理。 

○申请时间：星期一～星期五（8:30～17:00） 

○商谈時間：星期一～星期五（※完全予约制） 

○商谈费用：30分以内 10,500日元、每增加 30分

钟加算 10,500日元。（包含消费税） 

※此项为自由诊疗，不在健康保险之内。 

全额均由自己負担。 

有不明之处，请与地域医療連携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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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设施介绍 

单人间病房费用  （利用一次的价格） 

※  1宿 2日住院者按 2天计算。 

疗养环境费 〈女性专用〉    （含消费税） 

 

小卖部 

主楼１楼 

TEL 23-2413 

平日    

9：00～19：00 

周六・节假日  

9：00～17：00 

年末年始营业时

间，事前通知。 

自動售货机 主楼１楼小卖部旁  

公用电话 
主楼１楼小卖部旁  

各病栋 
 

电视 

各病床备有 

电视卡贩卖机器 

３・４・６病栋 

1张 1,000円 

精算机  主楼１楼 

耳机请在小卖部

购买 

1个 294円（含

税） 

冰箱（收费） ３・４・６病栋 
正楼１楼挂号处

申请 

洗衣机  干

燥机 

（收费） 

主楼屋顶平台・ 

５・６病栋 
 

 

 邮箱 

 

正楼大门前 

收邮件予定时间    

平日・星期六 16点 

节假日   11点 

 

现金自动支

付机 

正楼大门前 

仅可平日利用  

9：00～17：00 

周六・节日不可利用 

宮崎银行 

 

⑰ 其它 

（１）垃圾的分类 

根据容器包装再利用法的实施，在 1楼以及各

病栋的接待室，家属休息室等设有 6个种类的

垃圾箱。请予以合作。 

可燃垃圾  不燃垃圾  金属罐  玻璃瓶 

塑料瓶（记有 PET记号）塑料瓶（记有 プラ记号） 

（２）关于使用手机的问题 

手机发生的电磁波有可能会影响到医疗器械

的正常运行。使用手机的还可能影响到其他患者

的治疗休息，请在各使用可能区域内使用。 

请不要在各病房充电。 

主楼  １楼公用电话附近 １病栋家属休息室 

２楼  ２病栋家属休息室 

３楼・ ４楼 大厅  ３・ ４病栋家属休息室 

主楼和新楼之间的走廊 

新楼 2楼 大厅 ６病栋家属休息室 

 

※病院内全馆禁烟。 

请在楼外或指定吸烟点吸烟。 

 

停车场拥挤，住院期间请不要长期停放自家车辆 

 

 

 

 

 

 

病房

号 
病 栋 房间费 付 带 设  施 

309 

408 
第 3病栋 

第 4病栋 
8,400円 

洗手间、浴室（澡盆） 

洗面台、电话，冰箱 

601～610 

10张床 第 6病栋 8,400円 
洗手间、洗面台、电

话、冰箱、淋浴 

222～229 

8张床 第 2病栋 5,250円 
洗手间、浴室（带澡

盆）、洗面台、电话 

501～506 

6张床 

第 5病栋 
(緩和治疗) 

5,250円 

洗手间、洗面台、電

話、冰箱、淋浴、 

电视（免费） 

302～305 

331～337 
第 3病栋 3,150円 

洗面台、电话、存物

柜 401～403 

433～434 
第 4病栋 3,150円 

病房号 病栋 房间费 付帯设施 

325 

3人房间 

第 3病

栋西 

1，500

円 

电视（免费） ＤＶＤ  

冰箱 简易保险库 

（器械使用费） 

请勿给病院工作人员   

送礼 

送礼送礼 

宮 崎 市 郡 医 師 会 病 院 

〒880-0834 宮崎市新別府町船戸738番地1 

電 話 0985-24-9119 

ＦＡＸ 0985-23-2210 

宮崎市郡医師会病院 
〒880-0834 宮崎市新別府町船戸 738番地1 

电 話（0985）２４－９１１９ 

ＦＡＸ（0985）２３－２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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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申请人

住所

姓名

（入院申込人は患者が未成年の場合は親権者）住院申请人为未成年者由家属代签 ）

宮崎市郡医師会病院 院長　殿

连带保证人（和患者的关系） 和患者的关系                                          ）                                     ）

 地  址 电  话

 职      业  业业

 姓  名 （工作单位）

连带保证人（和患者的关系　　　　　　　　　　　　　）

 地  址 电  话

职  业

 姓  名 （工作单位)

宮崎市郡医師会病院 院長　殿

 本院是医学生、看护学生、救急救命士等临床实习教育协力机构。

 以实习为目的，在实习中使用的情报和信息，除了实习之外不能使用。

 在医师的指导、监督下所进行的临床教育实习，敬请合作。

 对此不予同意或有疑问的人，请提出申请。

住  院  申  请  书

　現　地  址

ふりがな

两位连带保证人之间需有1名为家
属以外的人士。

　　　　　年　　　月　　　日（满　　　　岁）

　　　　　电话　　　　　（　　　）　

我申请在贵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严格遵守贵院的规则及指示，按规定缴纳住院费及其他费
用，决不给贵院增添任何麻烦，在此保证。

男

女

明治
大正
昭和

身  元  保  证  书

上记患者请求贵院的治疗，我保证有关本人身份的一切事项，在患者不能缴纳医疗费用时，
我将尽责任支付全部费用，决不给贵院增添任何麻烦。另，如上记患者因患同一疾病1年以
内再次住院时，我也将对此加以同样的保证。

住院日　　　年　　　月　　　日

住院者姓名
平成



住院患者请注意 

 

从 2007年４月１日开始，对于未满 70岁的住院患者，开始实施高额医疗费的“ 现物支给”制度。 

这个制度，是为了减轻需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住院患者的负担，在结算医疗费时只需交付应承担的医疗

费用的制度。 

但是，本制度仅限于需交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 

本制度可以利用的患者须持有国民健康保険（包含退職者保险）・協会けんぽ（全国健康保険協会管掌

健康保险）・組合管掌健康保険・共済組合健康保険。 

但是，滞纳保险金者除外。 

办理手续按以下方法 进行。     

 

 

 ★持有国民健康保険証的患者    ★ 

  ①请到各市区乡政府机关办事处的国保年金课 给付係 办理手续。 

   （各市区乡政府办事处名称有所不同，请向各政府机关询问。） 

  ②请带上健康保険証・印章。  

  ③办理完手续之后，限度額適用認定証会邮送到家里，请务必向病院的挂号处提示。 

   如不提示本证明，当院将难以判断证件的有无，请务必提示。   

  ④如退院后再提示本证明，当院将无法进行退款，敬请谅解。 

   如发生这种情况，事后将由市村乡政府机关办事处进行退款。   

 

 

  

★持有社会保険的保险证的患者   ★ 

  ①请在全国健康保険協会办理手续。    

  ②属于協会健康保险的患者、请务必带上健康保険証和印章。 

  ③属于組合管掌健康保険・共済組合健康保険的患者、请向各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担当人士询问。 

  ④办理完手续之后，限度額適用認定証会邮送到家里，请务必向病院的挂号处提示。 

   如不提示本证明，当院将难以判断证件的有无，请务必提示。 

  ⑤如退院后再提示本证明，当院将无法进行退款，敬请谅解。    

如发生这种情况，事后将保险者进行退款。 

 

※ 住院当月请务必办理手续，如住院后第二个月再办理手续，第一个月则不能算为对象之内。 

 

 

 

※ 详细情况请向各市区乡政府机关办事处/全国健康保险协会询问。 

  宮崎市国保年金课 給付係：０９８５－２１－１７４５（仅限于宮崎市市民） 

  全国健康保険協会宮崎分部：０９８５－３５－５３６４（属于協会けんぽ的人士） 



各位 

 

 

宫崎市郡医师会病院 新馆北侧出入口 

夜间上锁的通知 

 

 

为了确保安全、新馆 1 楼北侧两个出入口，从 19 点到

第二天清晨 7 点上锁。利用者请使用正楼大门进出。 

       可能不方便,敬请理解合作。 

 

此通知在 2008年 10月 1日(星期三)19点开始施行。 

 

 

 

 

 

院长 



 

【如何办理支付住院费】   

 

＊出院前日，本院将通知患者住院费概算额。 
 

＊ 出院当天，会发行付款通知单，请等待工作人员的联系。          

（大约在 10点 30分左右）  
 

＊ 原则上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国定假日不能办理付款手续,请给予协助。 
（特殊情况除外） 

 

＊在会计窗口（正楼 1楼）办理完付款手续之后，则为出院。 

 

＊详细办法请参照『住院指南』第⑦条。  

 

  ＊如有疑问，请尽早和会计窗口商谈。 

    

 

会计窗口（正楼１楼）工作时间 

  星期一 ～ 星期五 →在「会 计 窗口」办理手续 

上午８点３０分 ～ 下午４点３０分 

 

星 期 六     → 在「中央挂号处」窗口办理手续 

上午８点３０分 ～ 上午１１点３０分 

 

＊星期一 ～ 星期五可以利用信用卡、购物卡。 

 

＊ 星期六・星期天、国定假日则不能利用信用卡、购物卡。 

 

                     关于咨询支付住院费之事 

  正楼１楼 会计専用窓口 接受您的咨询 

  

宮崎市郡医師会病院 

 



 

当院为保护个人信息所采取的措施 

                                               

                                             宮崎市郡医师会病院 

                        院长 

 

宮崎市郡医师会病院（以下、简称“当院”）、充分认识到个人信息的隐匿性以

及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和社会性。遵守法律，制定管理个人信息的基本事项，

并对保护及管理个人信息做出努力。     

 

１．关于收集个人信息的方针   

未经本人许可、不可擅自收集个人信息。收集目的要明确，在必要的范围内

进行收集。 

 

２．关于利用个人信息及提供方针     

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在本人同意范围内进行，除了法令及政府机关等必要 

的场合以外，未经本人许可不可向第三者提供出示。另外，个人信息如需委托

外部处理，要在当院严格管理下进行。 

 

３．对于个人信息处于危险状况时、当院采取的预防和修正的方针   

对于个人信息在受到不正当的外部侵入及纷失、破损、篡改、泄漏等危险的情

况下，本院将在技术和组织上进行适当的安全对策。    

 

４．关于遵守有关个人信息的法令和其它规定的方针     

所有的员工（职员、临时职员、派遣职员等）应正确认识个人信息的重要性

和有关基本原则，遵守院内规则、以及其他有关个人信息的法令和规范。   。 

 

５．关于不断改善院内规则的方针    

为了更妥当地保护个人信息，根据外部或内部环境的变化，将不断改善院内 

规则。 

 

※有关个人信息的管理联系处      

 问讯处：总务科长   ＴＥＬ ０９８５－２４－９１１９ 

            Ｅ－ｍａｉｌ： webmaster@cure.or.jp 



住院医疗费计算方法更改的通知 

 

 宫崎市郡医师会医院，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开始，成为 DPC对象医院。 

DPC是指医疗费的定额付款制度。本院得到厚生劳动省承认，成为其推进的紧急住院医

疗的总括评价方式对象医院。住院费的计算方法，由以前的“计件付费制”变为现在的

“定额付费制”。                     

 

 这种新的医疗费的计算方法，不是所有患者的住院医疗费都成为“定额付费（DPC）”

的计算对象。在本院，缓和医疗病栋（5病栋）按以前的计件付费制收费。另外高额疗

养费制度的支付等，也和以前一样。 

 

 由于根据患者的病名和诊疗内容来决定一天的医疗费用，和以前相比，医疗费有可能

增加，也有可能减少。另外，由于厚生劳动省根据医院的机能所决定的评价系数不同，

相同的疾病 在不同的医院进行治疗时， 医疗费也可能会有若干差异。       

 

DPC 的计算方式规定，1 次住院只能使用 1 个病名。住院期间在病名有所变化的情况

下，将从住院初日起重新计算住院费。跨月住院的情况下，住院费会有过或不足的金额

调整。敬请理解和合作。       

 

关于 DPC制度如有不明之处，请在正面入口 1楼挂号处询问。 

 

 

 

 

 

 

 

 

 

 

 

 

 

 

 

 

 

※定额付费方式中，一部分仍属于计件付费。 

 

 

检查·图像 

 

● ● ● 

 

康复训练·内视镜等 康复训练·内视镜等 



 

 

 

 

 

住院医疗费 ＝每天定额费用 ×住院天数 ×医疗机关评价系数 ＋计件费用 

※医疗机关系数是指，根据医院的机能所定的评价系数。 

 



宮崎市郡医師会病院 

 

患者的权利章程 
 

宮崎市郡医师会病院、为了真正实现站在患者立场上的医疗服务，明确规定了

患者的基本权利和应保护患者责任及义务，以此制定了“患者的权利章程” 

 

１．尊重患者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信念，维护患者的尊严同时要接受治疗。 

 

２．患者能平等地接受必要的治疗。 

 

３．患者可以了解自己的诊疗内容，说服患者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治疗。 

 

４．患者在充分理解自己的诊疗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对治疗方针等进行选择和拒绝。 

 

５．对患者的诊疗内容和个人信息等应受到保护。 

 

６．患者针对自身疾病的诊断以及治疗方针，如果希望听取其他医师或其它医疗机构的意见时，可

以提出申请。 

 

７．患者的责任和义务。 
 
 

１） 为了得到最好最适当的治疗，患者应提供病况及治疗简历，积极配合及接受医疗工作

者的治疗，要共同努力。 

 

２） 为了确保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患者应遵守医院的规定以及社会生活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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