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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院 指 南 

 
 

 

 

本住院指南包含住院指南和其他有关康复疗养的内容。 

住院时，请携带本指南。 
 

计划入院日期：    /     /       (DD/MM/YY) 

 

 
 
 

 

您入住的病房通常会在您入院前一天确定。 

有鉴于其他住院患者的情况，我们可能无法满足您对特定房型（单人间或多人间）或更改

入院日期的要求，敬请谅解。 

 

 

 

 

 

 

 

日本红十字会大阪医院 
大阪市天王寺区笔崎町 5-30，邮编：543-8555 

 电话： 06-6774-5111（总机） 

传真： 06-6774-5131 

网址: http://www.osaka-med.jrc.or.jp/ 
 

 

http://www.osaka-med.jrc.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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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个人信息 
1. 如您有要求，我们不会将您的住院情况告知其他人（接待访客/接听电话）。请在入院

时告知我们。 

2.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通过电话泄露住院患者的相关信息。             

 

○患者须知 
 医疗服务离不开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信任。若您作出如下举动，拒

绝配合医生、护士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的指示，我们有权中止您的住院和医疗服务。 

 
・严重违反住院规则，例如在医院及其附近饮酒和吸烟。 

・通过骚扰、语言暴力等方式，打断医疗服务以及其他医疗工作的行为，以及针对医生、 

护士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医疗和护理。 

・违反卫生控制规则、用餐时间以及其他康复所需事项。 

・您的主治医生认为已无法再维持您的住院治疗。 

・其他违反公共秩序和礼仪的行为。 

 

○房费 
 

类型 区域 每日费用 配套设施 

单人间 A   25 m2 44,000 日元 卫生间、洗脸池、淋浴、小型厨房、边柜、电视、冰箱、沙发

和茶几套装 

单人间 B 15 m2 16,500 日元 卫生间、洗脸池、淋浴、边柜（电视、冰箱）、沙发 

单人间 C   13 m2 14,850 日元 卫生间、洗脸池、边柜（电视、冰箱）、沙发 

东楼的单人间 15 m2 14,850 日元 卫生间、洗脸池、淋浴、边柜（电视、冰箱）、沙发 

多人间  36 m2 0 日元 卫生间、洗脸池（每个房间 1 个）、边柜（电视、冰箱） 

  

* 若您要求入住单人间，则需要填写《单人间使用同意书》。 

* 以上单人间房费中包含了 10％的消费税。 

* 在您出院之前（含出院当天），需每日支付单人间房费。 

* 若出现诸如紧急状况或其他患者病情严重等不可避免的原因，我们可能会请您更换房间，

届时还望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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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物品 

◎您需携带的物品 
□住院申请表 □住院问卷  □医院挂号卡  □健康保险卡等   

□个人印章 l □您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药物笔记、药物说明书） 

◎请参阅以下清单并携带您需要的物品。 
□睡衣  □开襟衫  □内衣裤  □筷子  

□汤匙  □马克杯  □毛巾布   □牙具 □肥皂     

□洗发水 □洗脸盆  □毛巾   □浴巾 

□纸巾  □拖鞋    □书写用具   □耳机 

・医院会提供被褥（包括被褥和枕头）。 

・医院便利店出售住院所需的日用品和医护用品。 

・若有需要，您可以租必需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简明手册。） 

・请勿随身携带电器和手提炉。 

・每张床都配有电视和冰箱（急诊病房的床除外）。 

 

○住院规则 
1. 饮酒/吸烟 

禁止在住院期间饮酒。  

院内任何区域都禁止吸烟。 

2. 腕带 

患者在病房中需佩戴腕带。若您在佩戴时遇到困难，请告诉护士。 

3. 离开医院/在外过夜 

    原则上不允许患者在住院期间离开医院或在外过夜。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这样

做，则需得到您的医生和病房护士长的批准。 

4. 手机 

(1) 禁止在以下区域使用手机 

门诊室、治疗室、检查室、中央手术室、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ICU、CCU、SCU、

N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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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在以下区域接打电话 

主楼一楼大厅、主楼二楼综合大厅、候诊室、多人间病房、病房走廊（可以发短信和

使用互联网）。 

(3) 以下区域可自由使用手机 

公用电话亭、电梯间、门诊病房的走廊、餐厅、咖啡厅、病房的日间休息室、单人间 

5. 电视/冰箱 

所有病房均配有电视和冰箱。（您需通过预付卡才能使用。该卡在每个病房的日间休

息室有售。）您可自由使用我们为您提供的电视和冰箱。   

 

[如何使用电视卡系统收看电视] 
(1) 在不看电视时保持关闭状态，就不会消耗卡上的余额。（显示余额） 

(2) 一张预付卡（1,000 日元）可以支持该项服务约 16 个小时。 

(3) 若要退还余额，请使用主楼 2 楼的费用退补机。 

(4) 请戴上耳机看电视。耳机请自备。 

6. 用餐 

我们的管理营养师会负责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合适温度的餐点。每一位患者的餐食都与

其医疗状况相匹配。请在日间休息室用餐。（房间内供应茶水。） 

若要自己带餐，需经过医生批准。医院餐只为住院患者提供。 

[若因过敏或宗教原因有所忌口，请与护士商量。] 

 

用餐时间  [早餐] 7:30 [午餐]中午 [晚餐] 18:00 

7. 熄灯 

晚上 10 点熄灯请安静休息，以免打扰其他患者。 

8. 陪护 

医院会根据需要为患者提供护理。若您希望有家人陪护，请与病房护士长协商。不允许

家人在多人间过夜。 

  * 除 14 岁以下儿童外，不允许在患者床上共睡。 

9. 洗澡 

洗澡需经过医生批准。批准后，请在护士指导下使用淋浴房。为了患者的安全，禁止泡

澡。（陪护人员不能使用淋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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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探视 

探视时间如下： 

[工作日] 14:00 – 19:00 

[休息日] 10:00 – 12:00 14:00 – 19:00 

[儿童病房] 14:00 – 19:00 （工作日和休息日） 

 

* 为帮助患者康复，请尽量缩短探视患者的时间。由于治疗相关的原因，有时候可能不允许

探视。请在护士站确认。 

* 请洗手并消毒，以免发生院内感染。若探视者患有感冒或传染病，带着小孩或人数太多，

请勿探视患者。 

* 请不要直接坐在或躺在地上。 

 

○停车 
严禁患者在医院停车场长时间停车。住院患者的家人只能在入院和出院当天在停车场免

费停车 3 小时。 

停车费优惠手续 

(1) 住院患者的家人只能在入院和出院当天有停车优惠。其他时间的收费标准与他人相同。 

(2) 入院当天，请在主楼 2 楼的住院前支持中心住院受理服务台出示停车单。在非营业时

间段内，请到急救中心的服务台出示优惠券。 

(3) 出院当天，请在北门防灾中心出示停车单和患者的医院身份卡。 

 

○防盗 
尽管我们为每位患者提供了一个储物柜，但是它不能上锁。请勿将贵重物品和大量钱财

带到医院，以防被盗。若不得不携带，请将其放在每个边柜中的保险柜，并将其上锁。该保

险柜免费使用。请随身携带钥匙，例如将其挂在手臂上。（若遗失钥匙，我们将收取额外费

用。） 

 

○更换病房或病床 
我院是一家重点急救医院，我们的使命是迅速接收需要住院并接受治疗的患者，并在他

们重症期间为他们提供恰当的治疗（急性治疗）。根据患者的状况，若有必要，我们可能

会请您更换病房或床位，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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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对策 
(1) 入院后请务必先确认安全出口。 

(2) 发生火灾或地震时，请勿使用电梯。 

(3) 请遵循医生、护士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的指示。 
 

○其他事项 
  我院作为京都大学医学部、日本红十字会大阪看护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合作教学医院，提

供教育和培训。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 
 

○出院 
若您的主治医生允许您出院，请办理出院手续。 

(1) 病房工作人员会交给您一张付款账单。请在出院前完成付款。 

(2) 我们将在您出院当天为您提供账单。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处理手续等有所延迟，我们

也可能在您出院后请求您补交费用。感谢您的理解。 

(3) 若您想在出院之前了解大概的付款金额，或对金额有任何疑问，请询问病房工作人员。 

(4) 若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健康保险卡信息和家庭住址）在住院期间发生了变化，请务必告

知所在病房的工作人员。 

(5) 我们可能会请您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出院。请尽量配合我们的工作。 
 

○设施及配置信息 
“ROYAL” 餐厅，主楼 2 楼 

[营业时间]  8:00 – 18:00（工作日）（最后点餐时间：17:30） 

           11:30 – 15:00（周六）（最后点餐时间：14:30） 

[休 JMIPJMIP 息时间]  周日和节假日 

 

 

Coffee shop “TULLY’S COFFEE” 咖啡馆，主楼 2 楼 

[营业时间]  7:00 – 20:00（工作日）  

9:00 – 18:00（周六和周日） 

[休息时间]  全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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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店（“Family Mart”） 主楼 2 楼 

   [营业时间]全天候 24 小时，全年无休 

* 提供住院期间可能用到的日常必需品和医疗用品。 

 

“NISSEKI BARBER ・ BEAUTY CENTRE”美容沙龙 主楼 2 楼 

[营业时间]  8:30-18:00（工作日） 

8:30-16:00（周六） 

[休息时间]  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假期   

* 若需营业时间外的服务，请与我们联系。电话：06-6779-3703 

 

取款机（ATM） 主楼 2 楼 

Resona 银行 ATM 

[开放时间]  8:00-21:00（工作日）  

9:00-17: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便利店 ATM 
     [开放时间]  全年无休 

  * 可以使用包括银联和 Cirrus 在内的信用卡。 

 

每个病房的日间休息室 

   [营业时间]  7:00 至 21:00 期间，日间休息室可用于会晤和聊天。 

* 请自由使用房间内的设备（电视、桌椅、茶水机、微波炉） 

 

每个病房的洗衣机/干衣机 

* 洗衣机和干衣机的使用时间为 7:00 至 21:00。 

若要使用，需要有预付卡。请自行准备洗涤剂等。  

洗完衣服后，请用干衣机烘干。（医院里禁止晾晒衣物。） 

 

公用电话  所有楼层均有配备 

 

自动售货机  主楼 2 楼 

 

费用退补机  主楼 2 楼总服务台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