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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孩子生病、遇到事故时 

◆孩子的病状、事故 

发现孩子生病的方法 

  对于即使感觉到身体有异样也不能说的乳幼儿，可以一边参考以下的状况，一边到经常就诊的小

儿科或者急救医院就诊。 

☆ 怎么逗也没反应。 

☆ 脸色苍白。不停地呕吐时 

☆ 讨厌自己喜欢的东西，水也不喝。 

☆ 弱弱地哭泣，即使不哭了也没有精神。 

☆ 不做游戏，一动不动的，很沉闷。连表情也没有。 

没有笑脸。 

    即使有发烧、鼻涕、咳嗽和痢疾，没有以上症状时，首先不要担心。「水份（喝水后尿会出来）、

关心（对喜欢的玩具、话题感兴趣）、安心（孩子有没有感觉到不安）」是家庭看护的要点。 

经常就诊的医生 

    让对孩子的状况很了解的小儿科专门医生作为经常就诊的医生。对眼睛、耳朵、皮肤异常等

初的诊断，小儿科医生是没有问题的。给孩子进行健康诊断和预防接种。让家长安心地咨询的医

生也会成为孩子强有力的朋友。 

孩子的事故 

  从会爬开始，孩子就不能离开视线的。乳幼儿的事故中更多的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以下的事故

发生的比较多，在家里一定要注意。 

  跌倒、浴缸、庭园的池子等等 

（1）误饮 

     孩子把看见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都想放到嘴里。危险的东西不要放在孩子可以够得着的地

方。孩子会吞下意想不到的东西。万一弄错吞下的话，要马上带着去医院。 

     进到呼吸道的豆子和花生类，扣子和小玩具，灯油等。魔芋果冻。从食道进到胃里的东西  香

烟、化妆品类、杀虫剂等药物、按钮式干电池、硬币等。 

孩子如果饮入毒性强的东西的话 

中毒 110 番（财）日本中毒信息中心 

孩子饮入毒性强的东西（药、化学药品、有毒植物等）的情况下，根据毒性的种类，应急处置的

方法不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请打电话给（财）日本中毒信息中心 

大阪中毒 110 番  ☎072-727-2499（信息提供费：免费）（全年 24 小时无休） 

中毒 110 番在因化学物质（香烟、家庭用品等）、医药品、动植物的毒性而引起的急性中毒，限

定于实际正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提供信息。 

房间里的诸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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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岛的儿童急救医疗体制 
  德岛县强化了在休息日、夜间可以对应孩子突然发病的小儿急救医疗体制。 
  ・除紧急情况以外，希望在通常的诊疗时间内就诊。 
  ・接受诊断的情况下，请事先打电话确认，带上保险证后可利用。 
 
 
西部地区（美马市、美马郡、三好市、三好郡） 

医疗机关名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剑町立半田医院 
（64-3145） ○    

○ ○ ○ 

德岛县立三好医院 
（0883-72-1131） 

 
☆ ★ ☆ 

   

 

○小儿科医生来对应 
☆到 22：00 为止是小儿科医生，之后是值班医生。 
・周日 从 9：00 到次日 9：00 为止     除此以外 18：00 到次日 9：00 
 
 
 
◆齿科休息日急救诊疗所 
在齿科的休息日进行诊断治疗 
场  所：德岛市北田宫 1 丁目 8-65 

          德岛县齿科医师会馆 1 楼口腔保健中心 
休息日诊疗所 
  诊 疗 日：周日、节日等 
  诊疗时间：9：00～16：30 
  电    话：口腔保健中心       088-632-8511 
            齿科医师会事务局   088-631-3977 （内线 134・135） 
 
 
◆德岛儿童急救电话 

目的是休息日夜间孩子突然发病和受伤时，在医生支援体制下，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护

士来对应电话咨询，对在家庭里的处理方法和到医疗机关接受诊断等提供建议，以此可以减

少育儿中监护人的不安，推进安心育儿的环境建设，以补充地区小儿急救医疗体制为目的的。

首先咨询员（护士）来对应咨询，对于更需要专门知识的问题由医生（小儿科医生、急救专

门医生）来对应。 
电    话：（除打到县厅的电话费以外、咨询费免费。） 
          数字信号的电话和手机    ＃8000 
          模拟信号的电话和 IP 电话 088-621-2365 
日期时间：每天 18：00～次日 8：00 

 
如果被蝮蛇咬了 
  蛇喜欢在水边、草丛中、落木的周围等、可以隐藏身体的石墙和松软的落叶下面。毒蛇，

分赤栋蛇和蝮蛇两种。赤栋蛇擅长游泳，在水边生息，主食为青蛙。褐色的底色上有黑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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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也有红色和黄色的东西。经常白天活动。蝮蛇比较老实，不主动攻击人。不想与其纠缠

的话，就要从那里静静地离开。要注意不要去戳它，不要使其过度发怒。被咬过的伤痕像被

针刺的一个痕迹，或者中间 1 厘米左右距离的两个痕迹。 
  被蝮蛇咬的事故很多，也有被咬成重伤的，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被蝮蛇咬了的话，可

以在下列场所得到保护管理，请确认。 
  保护管理场所 
    町立半田医院（半田字中薮）  ☎64-3145 
    八千代诊疗所（半田字日开野）☎65-0211 
    田村医院（一宇字赤松）      ☎067-2016 
    美马保健所（美马市穴吹町）  ☎0883-52-1017 
  保管期间：5 月 1 日～10 月 31 日止 
    抗体注射前准备的事情 
 ①从伤口到离心脏比较近的地方用力地绑住，用水清洗伤口。 
②让血充分地循环一次。 
③尽早地接受医生的治疗 

 
主页 
（1）德岛县医师会、德岛县齿科医师会开设有主页，上边有关于健康、关于休息日诊断治疗、

关于医师会等很多丰富而有用的内容。 
     德岛县医师会          http://www.tokushima.med.or.jp 
     德岛县齿科医师会      http://www.tda.or.jp 
（2）另外还有孩子的急救---为了母亲的急救&预防网站 
     http://kodomo-qq.jp/ 
（3）医疗德岛信息箱 

  ①急救医疗信息系统 
可以寻找家附近的休息日夜间疾病患者中心和值班医生。 

②医疗机关数据库系统 
  输入想检索的关键字，就可以知道医疗机关的信息。也请用此系统来进行和孩子病情

相关的信息收集。 
 
  英  特  网：http://www.iryo.pref.tokushima.jp 
  电      话：088-634-0611 
  问  讯  处：德岛县医疗政策课  ☎088-62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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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医疗机关 
（1）小儿科 

 
医疗机关名 地址 电话 时间 

町立半田病院 半田字中薮 234-1 64-3145 接待 8：30～11：30 
休诊日： 
周六・周日・节日・年末年初 

古城医院 贞光字前田 31-3 62-2064 9：00～12：00 16：30～19：00
休诊日：周日・节日 

久原诊所 三好郡东みよし町昼间 148 
（沿县道鸣池线）明治桥东 

0883 
76-5755 

8：30～12：30 14：30～18：30
休诊日：周四午后・周日・节日

丰岛小儿科 美马市胁町拝原 1774-6 0883 
53-6011 

9：00～12：30 14：00～18：00
休诊日：周日・节日・周四午后

法悦病院 美马市胁町大字猪尻 
字八幡神社下南 130-3 

0883 
52-1095 

8：30～12：30 13：30～18：00
休诊日：周日・节日 

阿波病院 阿波市市场岸ノ下 175 0883 
36-5151 

8：30～16：45 
休诊日：周六・周日・节日 
小儿科： 
第 1・3・5 周日到 5 点为止 

 
（2）病院、医院 

医疗机关名 地址 电话 
町立半田病院 半田字中薮 234-1 64-3145 
武原外科整形外科医院 半田字松生 299-1 64-2111 
大久保医院 半田小野 146-4 64-2088 
北室医院 半田松生 83-1 64-2002 
八千代诊疗所 半田日开野 198-1 65-0211 
永尾病院 贞光字町 52 62-2012 
谷病院 贞光字中须贺 48-2 62-2053 
北川医院 贞光字町 27 62-2003 
古城医院 贞光字前田 31-3 62-2064 
田村医院 贞光字宫下 12-4 62-5166 
谷诊所 贞光字町 77 62-5043 
田村医院一宇诊疗所 一宇字赤松 1322-9 67-2016 
 
（3）齿科医院 

医疗机关名 地址 电话 
本田齿科诊所 半田字中薮 235-3 64-2800 
笠原齿科诊所 贞光字町 33-1 62-5188 
武田齿科医院 贞光字太田西 112-1 62-2218 
美马齿科医院 贞光字马出 60-7 62-2252 
半田齿科医院 半田字小野 145-1 64-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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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眼科 
医疗机关名 地址 电话 

林眼科 贞光字大须贺 64-1 62-5055 
 
（5）耳鼻咽喉科 

医疗机关名 地址 电话 
酒卷耳鼻咽喉科 美马市胁町字拝原 1605-1 53-2525 
 
（6）药局 

药局名 地址 电话 
アイ调剂药局半田店 半田字中薮 285-1 半田病院前 55-4022 
长井药局 半田字小野 165-4 64-2133 
半田调剂药局 半田字中薮 275-1 64-2638 
八千代药局 半田字日开野 124 65-0035 
よねざわ（有限公司） 半田字木ノ内 169-2 64-2016 
西岗药店（有限公司） 贞光字町 39 62-2506 
松浦药局 贞光字町 7 62-2217 
中东药局 一宇字赤松 542-3 67-2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