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語 一般  

 

体检问诊表 
2021年 4月からの問診票 

姓名： 
 

请用铅笔或自动铅笔填写，□栏请对相应选项画斜线，□栏请填写数字。 

1.吸烟 2.饮酒 〈清酒 1 合(180 ml)的标准〉 

啤酒中瓶 1 瓶(约 500 ml) 

白酒 25 度(110 ml) 

双份威士忌 1 杯(60 ml) 

红酒 2 杯(240 ml) 

□ 不吸烟(已戒) □ 吸烟 每天 □根、烟龄□年 
 

□ 不饮酒 □ 饮酒 每周□天、1次□合 
 

3.最近身体感觉有何不适（自觉症状）  (请选择 5 个以内特别在意的症状) 

□ 眼睛感觉疲劳 □ 食欲不振 □ 
肩部(颈部)感到僵硬、

酸疼 

□ 发生耳鸣 □ 经常胃疼 □ 腰痛 

□ 头晕 □ 经常恶心、呕吐 □ 关节疼痛 

□ 经常咳嗽 □ 经常感到胃灼热、打嗝 □ 感到头痛、头重 

□ 喉咙经常有痰 □ 容易腹泻 □ 手脚肿胀 

□ 心悸(心跳加快) □ 容易便秘 □ 失眠、难以入睡 

□ 呼吸困难 □ 经常腹痛 □ 早上过早醒来 

□ 脉象紊乱 □ 
排尿次数过多 

(10次以上/天) □ 口干舌燥 

□ 心有绞痛感 □ 有残尿感 □ 经常会焦躁不安 
 

□ 体重急剧下降   

□ 过敏      

□ 无特别不适感觉      

       

       

【以下仅针对计划采血者】 【以下仅针对女性】 

□ 曾因采血导致不适 □ 怀孕或可能怀孕 

□ 
曾因酒精消毒而出现

红肿 □ 经期 

□ 曾因采血导致手麻痹 □ 哺乳期 
 

4.最近的生活状态 
  

(1)咀嚼进食时 

□ 什么都能咀嚼后吃下去 

□ 牙齿或牙龈、咬合等有不适感，难以咀嚼 

□ 几乎无法咀嚼 
 

(4)生活习惯 

□ 每周至少 3次不吃早餐 

□ 每周至少 3次在临睡前 2小时内吃晚餐 

□ 与 20 岁时的体重相比增加了 10kg以上 

□ 
每周至少 2天进行 1次 30分钟以上轻度发汗的运动，

并坚持 1 年以上 

□ 
日常生活中每天步行或进行同等身体活动 1 小时以

上 

□ 与年龄相仿的同性相比步行速度较快 

□ 能通过睡眠保证充分休息 
 

(5)运动饮食等生活习惯的改善 

□ 没有改善的计划 

□ 有改善的计划(6 个月以内) 

□ 
打算最近实施改善计划(1 个月以内)，并正在逐

步开始改善 

□ 已开始实施改善(不到 6 个月) 

□ 已经开始实施改善(6 个月以上) 
 

(2)与其他人相比吃

饭速度 

□ 较快 

□ 一般 

□ 较慢 
 

(3)除早中晚 3 餐外，对零食

和甜饮料的摄取 

□ 每天 

□ 有时 

□ 几乎不摄取 
 

(6)如有机会接受保健指导，您是否愿意尝试？ 

□ 是 □ 否 
 

5.给药治疗的确认 □ 降低血压的药物 □ 
降低胆固醇或中性脂

肪的药物 □ 
降血糖药物或注射胰

岛素 
 

     

6.既往史、现病史 ※请于右侧表格中填写病史。 

7.职业史     ※目前“无职业”者不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1)过去的职业史 

□ 重物作业 

□ 粉尘作业 

□ 剧烈振动 

□ 有害物质作业 

□ 放射线作业 
 

(2)目前的工作制度 

□ 经常白班 

□ 经常夜班 

□ 白班夜班轮班制 
 

(3)每天的平均劳动时间(最近 1 个月) 

□ 不到 6小时 

□ 6小时以上、不到 8小时 

□ 8小时以上、不到 10 小时 

□ 10 小时以上 
 

(4)每周的平均劳动天数(最近 1 个月) 

□ 不到 3天 

□ 3天以上、不到 5天 

□ 5天 

□ 6天以上 
 

 

＜仅接受乳癌诊断、子宫癌诊断的女性回答以下问题＞ 

自觉症状 □ 乳房有疙瘩 □ 乳房疼痛  □ 有乳汁、其他分泌物 

 □ 痛经严重 □ 白带  □ 非经期出血 

月经史 □ 正常 □ 不调 □ 月经过多 末次月经  □ 月  □ 日～  □ 月  □ 日 闭经  □ 岁左右 

妊娠史 怀孕次数  □ 次  自然分娩 □ 次 剖腹产 □ 次 
 

 

病史 

请在以下疾病中选择过去曾患有的疾病和目前治疗中的疾病，并在疾病名称右边的栏内画“〇”。 

一般 16 
 

 
 

如无病史请在右边的空栏内画“〇”。  无病史，目前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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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十二指肠疾病》 《肾脏、尿路疾病》 《骨、肌肉、周围神经疾病》 

慢性胃炎    53 肾炎    70 骨折    79 

胃溃疡    55 IgA 肾病    238 腰痛症    66 

十二指肠溃疡    56 肾变病    71 椎间盘突出症    68 

胃息肉    54 肾盂肾炎    186 椎管狹窄    209 

胃粘膜下肿瘤    163 人工透析    72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210 

胃憩室    151 肾、尿道结石    73 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211 

幽门螺杆菌阳性    164 前列腺炎    187 肩周炎（五十肩）    212 

胃癌    6 前列腺肥大    74 骨质疏松    67 

其他胃、十二指肠疾病    121 膀胱炎    128 神经痛    137 

《食管疾病》 肾脏癌    188 颈椎病    213 

反流性食管炎    178 前列腺癌    189 脊椎侧凸    148 

食管裂孔疝    147 膀胱癌    190 风湿病    65 

食管静脉曲张    160 其他肾脏、尿路疾病    131 其他骨、肌肉、周围神经疾病    69 

食管癌    162 《皮肤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他食管疾病    120 遗传性过敏性皮炎    100 系统性红斑狼疮    214 

《大肠疾病》 荨麻疹    191 硬皮病    215 

大肠息肉    57 慢性湿疹    192 皮肌炎    216 

肠易激综合症    155 皮肤良性肿瘤    193 多发性硬化    217 

溃疡性结肠炎    117 热灼伤    80 重症肌无力    218 

克罗恩氏病    153 带状疱疹    194 舍格林综合征    219 

大肠憩室    152 皮肤癌    195 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52 

肠阻塞（肠梗阻）    116 其他皮肤疾病    99 《乳腺疾病》 

大肠、直肠癌    7 《脑血管、脑神经疾病》 乳腺炎    159 

其他大肠疾病    122 脑梗塞    41 乳腺疾病    75 

《胆囊、肝脏、肾脏疾病》 脑出血    40 乳腺囊肿    158 

胆囊息肉    58 脑积水    196 纤维腺瘤    157 

胆结石    59 帕金森病    197 乳房良性肿瘤    92 

胆囊炎    60 癫痫    24 右侧乳腺癌    171 

肝炎    82 面部神经麻痹    198 左侧乳腺癌    172 

乙型肝炎    3 脑肿瘤    199 其他乳腺疾病    239 

丙型肝炎    4 脑膜炎    244 《子宫、卵巣、输卵管疾病》 

脂肪肝    61 其他脑血管、脑神经疾病    97 子宫肌瘤    76 

肝硬化    62 《血液疾病》 子宫内膜异位症    129 

胰腺炎    63 贫血    14 子宫腺肌症    176 

胆管癌    179 紫癜    233 宫颈息肉    130 

肝癌    138 再生不良性贫血    200 卵巢囊肿    167 

胰腺癌    180 白血病    11 卵巢性性包块    156 

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64 多发性骨髓瘤    223 卵巢良性肿瘤    226 

《眼部疾病》 其他血液疾病    15 更年期综合症    77 

白内障    27 《内分泌疾病》 宫颈癌    174 

青光眼    28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01 子宫体癌    175 

视网膜剥离    181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202 卵巢癌    177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82 甲状腺肿    203 其他子宫、卵巢、输卵管疾    133 

视网膜疾病    98 甲状腺癌    245 《外伤》 

过敏性结膜炎    183 糖尿病    17 颈椎扭伤    227 

其他眼部疾病    29 痛风、高尿酸血症    18 半月板损伤    228 

《支气管、肺部疾病》 血脂异常症    19 韧带损伤    229 

支气管哮喘    46 其他内分泌疾病    20 内伤    230 

支气管扩张症    48 《神经精神疾病》 脊髓损伤    231 

肺炎    43 自主神经系统疾病    25 四肢截肢    232 

胸膜炎    49 抑郁症    21 其他外伤    81 

气胸    109 精神病    22 《其他》 

肺囊性病变    108 惊恐障碍    234 其他癌症    13 

肺气肿    47 适应障碍    235 恶性淋巴瘤    222 

间质性肺炎    145 精神分裂症    236 贝赫切特病    170 

肺结核    1 其他神经精神疾病    23 进行性肌萎缩    241 

尘肺、石绵肺    146 《耳鼻咽喉疾病》 器官移植后    242 

肺癌    8 中耳炎    32 脱肛    243 

结节病    221 突发性耳聋    33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224 

纵隔肿瘤    166 先天性耳聋    204 高通气综合征    225 

其他支气管、肺部疾病    50 美尼尔氏病    34 其他    136 

《心脏、血管疾病》 过敏性鼻炎    112  

高血压    36 鼻窦炎（蓄脓症）    45  

心绞痛    102 扁桃体肥大    205  

心肌梗塞    103 声带息肉    206  

心律失常    38 喉癌    207  

瓣膜病    104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208  

心肌病    39 其他耳咽喉疾病    101  

先天性心脏病    105   

闭塞性动脉硬化症    184   

静脉曲张    237   

主动脉瘤    185   

川崎病    220   

其他心脏、血管疾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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