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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医疗服务 

个人私隐保密 
你向医生或医院内的医务人员所提供
的所有资料都不能够向第三者转告 
– 亦不能转告给你的丈夫/妻子，子
女或其他家属。这就是个人私隐保
密。你可以自己决定，谁人可以知道
有关你的病情。要通知其他人有关你
的病情，都必须要得到你的同意。因
此，你可以完全放心向医生和护士讲
述有关你个人和你的病情。

在此你可以获得有关丹麦
医疗服务的资讯。你亦可
以读到有关生病求医及接
受身体检查的途径。另
外，你亦可以读到有关保
障你及你家人健康的身体
检查。 

健康卡(医疗保险卡)
市政府会为所有在丹麦定居的居民发
出一张健康卡(医疗保险卡) 。所有健
康卡(医疗保险卡)的持有人都有权接
受医生及入院治疗。每次你需要见医
生或入院的时候，你都需要出示你的
健康卡(医疗保险卡)。绝大部份的医
生治疗及身体检查都是免费的。

在丹麦，所有突然患病的人士
都可以免费到医院接受治疗。
从外地来的旅客人士亦都有权
在需要时免费入住医院。 

本资讯指南内容是来自于健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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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服务
医生和医院的医务人员能够明白你所
讲的一切是很重要的。因此，如果言
语上有困难，医务人员可以安排翻
译。翻译服务必须由医务人员安排。

如果你在见医生，助产护士或健康护
理员的时候需要翻译，你必须在预约
的时候提出要求。你不需要为翻译服
务缴付任何费用。

你的家庭医生
当你在丹麦定居，你有权选择一位家
庭医生。在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联
络或见你的家庭医生。你的家庭医生
亦可以为你注射疫苗和为妇女提供避
孕资讯。如果你有体重上过高的问
题，或者你吸烟过量，你亦可以你的
家庭医生求助。你的家庭医生或许会
向你问及一些令你惊讶的问题。这是
因为，医生希望你能够自我反醒，如
果能够免受疾病折磨。你或者可以小
食有糖份的食物或多做运动。最重要
的是，你能够小心保养你的身体。

医生永远都会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治
疗和药物。

很多人都会一直用上同一个家庭医生
很多年。好处是因为，这样医生就能
够熟悉你和你的家人。医生亦了解家
庭成员的病历。

门诊医生熟悉所有的普科毛病。门诊
医生的专长是一般的疾病。因此，门
诊医生都能够为你诊断大部份的疾
病，为你提供治疗及有需要的药物。
有时候门诊医生会为你写转介信到专
科医生或医院接受治疗。你凭转介信
可以到专科部门接受诊断，在有需要
的亦会为你提供药物或其他治疗。

家庭医生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都
会写在医疗保险卡上。大部份医务所
的开放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
每星期亦会有一日设有夜诊时间。在
早上八时到九时，你一般都可以打电
话到医务所，跟医生联络。

要见医生，你必须事先打电话
到医务所预约时间。你不能够
直接前往求诊。如果你不能够
在预约的时间出席，你必须致
电医务所通知。

当你搬家，你可以免费获得一
位新的家庭医生。如果你觉得
有需要，你亦可以更换一位家
庭医生，手续费是一百五十克
郎。有关详情可以浏览 
www.borger.dk

翻译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听到的，都
不能向其他人转告。你不应该带家人
到场作为翻译，因为家人跟你的关
系，会令到他们在翻译起来不够中
立。你的家人亦未必认识所有的医学
名词或术语，而因此不能够把医生的
说话正确地向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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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处方和药物 
如果你需要药物，医生会为你开处
方。处方药物只能够在药房购买。头
痛药和其他非处方药物可以在超级市
场，Matas 或者药房购买。

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专门诊治一种疾病例如皮肤
病或妇科病。你的家庭医生在为你检
查后会决定，你是否有需要到专科医
生接受检查。你的家庭医生会为你开
一张医生证明。这是一张专科医生转
介书。有很多时候你的家庭医生会为
你推荐一位他认为好的专科医生，但
是你亦可以选择其他专科医生。你需
要自己打电话到专科医务所预约时
间。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到眼科和耳鼻
喉科的医务所顶时间，而无需要你的
家庭医生转介。  

候召医生
如果你生病，而你的家庭医生又关了
门，你可以打电话给候召医生。只有
在你患上重病，而不能等到你自己的
家庭医生开门的时候，你才可以联络
候召医生。候召医生可以为你开处方
药物，或将你转送医院。候召医生或
者会认为，你的病情不是很严重，要
求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开门的时
候，打电话给医生。

在一般的情况下，你需要自己去候召
医生的诊所。或者你需要在候诊室等
候片刻，因为候召医生一般都会比较
忙。候召医生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一至
五下午四时至早上八时。周末及假日
会二十四小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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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报案热线
112 是一个报案中心。如果你需要救
护车，你可以打电话到 112。如果你
目击意外发生，你需要报案。如果有
人突然有急病或失去知觉，你需要立
即致电 112。

报案时你需要提供你的姓名，报案原
因，案发时间及地点。 

急症室
急症室是为发生意外，又或者是患上
急病而家庭医生不能治疗的人士而
设。例如你的手指骨节，你可以到急
症室求医。你需要在意外发生后二十
四小时内到急症室求医。急症室几乎
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繁忙，病情危急
的病人都会先被医生接见。因此你一
般都需要在候诊室等候一段时间。有
时候可能需要等二至三个小时。急症
室设在医院内，在有些情况下，你需
要事先打电话到急症室。 

精神科急症室
精神科急症室是为精神发生严重问
题，思想混乱或情况失去控制的人士
而设。你可以自己打电话或亲身前往
精神科急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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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护士 
医生会通知助产护士，你已经怀孕。
她会发信通知你，在甚么去接受第一
次检查。你每次都要提供尿液样本，
小便，方便助产护士检验。你每次检
查都需要携带你的怀孕记录(你的纸
张)。助产护士会问你的身体状况。
她会检验你的尿液样本，你的腹部和
聆听胎儿的心跳。

分娩 
医生会为你计算你的预产期，并会根
据你的意愿，为你安排入院生产。你
亦可以选择在家里，由接生护士的协
助下生产。

人工流产 
在丹麦，妇女有权到医院要求进行人
工流产手术，但是必须要在怀孕的十
二个星期内进行。妇女有权自己决定
把孩子生下，还是进行人工流产手
术。如果妇女想进行人工流产，她必
须联络自己的家庭医生。医生会为孕
妇安排入院。  

怀孕 
孕妇在怀孕期间，需要接受多次医生
及助产护士检查。医院亦会为孕妇提
供不同的检查，，例如超声波扫描检
查。在医院进行检查时，医生会检查
胎儿及孕妇是否都健康。如果有任何
问题，最重要是被医生及早发现。你
可以在丈夫或其他人士的陪同下进行
检查。

家庭医生
你首先需要找你的家庭医生为你检
查。如果你已经怀孕，你可以跟医生
预约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并会为
你准备怀孕记录(一些纸张)﹐你每次
进行检查的时候都需要出示该份记
录。医生和助产护士会在记录上写上
有关胎儿的成长状况，和进行过甚么
的检查。

医生亦会问到有关你的饮食，你是否
吸烟和有关家人的病历。

关病人的权益。如果你不懂丹麦语，
医院会为你安排翻译。

在医院内你可以跟病人指导联络。病
人指导可以为你提供多方面的协助，
例如有关治疗方面的指导或在你要求
和有可能的情况下提供转院安排。如
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你有
任何投诉，你可以与病人指导见面。
你所提供及病人指导的资料绝对保
密。

医院
你的家庭医生，专科医生或候召医
生，可以为你转介到医院接受检查或
治疗。

医院会发信通知你，需要在甚么时候
和地点到医院接受检查。如果你需要
在检查前做任何准备，例如如果在检
查前需要空肚，信里面亦会清楚写
明。如果你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你当
然会马上被安排住院留医。大部份医
院都会提供多种语言的资讯小册子。
你可以读到有关医院的规则，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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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检查
健康护理
健康护理 (sundhedsplejerske) 是一
位专长儿童科疾病的护士。她亦
会看，家人是否身心健康。在你
生产后她会到你的家作家访。她
会为婴儿做检查，并会解答你的
问题，例如有关避孕及喂奶方面
的问题。她会在婴儿满两岁前，
到你家作几次家访。她会看着婴
儿成长，并为婴儿量度身高和体

家庭医生为婴儿进行儿科检查及疫
苗注射
医生为儿童提供多项免费检查及疫苗
注射。一般在婴儿出生五个星期后需
要接受检查。医生会为婴儿量度身高
和体重，检查婴儿是否健康，和生长
情况是否良好。婴儿在满三个月后，
需要接受第一次疫苗注射。婴儿接受
疫苗注射后，就不会染上严重的疾
病。

你需要自己联络医生，为婴儿预约时
间进行儿科检查和疫苗注射。健康护
理人员会派一本小册子给你，里面写
有婴儿需要接受检查和疫苗注射的时
间。

重。她希望婴儿和一家人都能够安
好。健康护理可以为刚生产的妇女组
织妇女小组 (mødregruppe)。在妇女小
组内，你可以跟其他住在你家附近的
妇女见面。你可以跟她们讨论有关照
顾孩子的心得，或者你在家里的情
况。

健康护理可以在作家访的时候为你安
排翻译。 

子宫颈癌及乳癌的预防性检查
所有二十三岁至五十九岁的女性会
每三年邀请做子宫颈癌的检查。检
查会在你的家庭医生医务所进行。
如果有癌症，医生会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如果及时发现有癌症，医生
可以为你尽早进行治疗，能够康复
的机会亦比较大。如果你收到通知
信，请你联络你自己的家庭医生预
约时间。

在丹麦的部份地区，会每两年为五
十至六十九岁的妇女进行乳房检
查。该检查叫做乳腺切片扫描
(mammografi)。妇女会收到有关检
查日期，时间和地点的通知信。

妇科检查 - 下体毛病
如果你的下体有毛病，你的
家庭医生可以为你进行检
查。该类检查叫做妇科检查 
(gynækologisk undersøgelse)。
如果医生认为你有需要，他
会转介你到妇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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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士 
老人可以获得服药协助。他们亦可以
获得家庭护理人员上门协助起床，洗
澡及穿衣服。如果你有病，你亦可以
获得同样的协助。医生决定，你是否
有需要家居护理服务。

在医院接受过治疗，出院回家后，身
体有时候仍然未完全康复。你或者需
要协助。如果你有需要协助，医院会
通知市政府。或者会有一位家庭护理
人员或家庭护士上门为你协助。

儿童牙齿护理
在丹麦，所有十八岁以下的儿童及青
少年都能够免费接受牙医服务。你孩
子在大约两岁的时候，需要接受牙科
检查。你将会收到一封通知信。如果
你孩子在两岁前牙齿出现问题，你可
以自行带孩子到儿童牙科诊所接受检
查。你亦可以向健康护理查询。 

 

校内儿科检查 
当你的孩子开始上学，市政府的医生
和健康护理会为孩子进行检查。医生
会检查孩子是否健康及发育正常。医
生会在学前一年级(零年级)完结前会
为大部份的小孩做检查。学校的健康
护理会为你的孩子做很多次的检查。
她会为孩子做眼部及耳部检查，亦会
为孩子量度身高和体重。

如果儿童在学校内有任何问题，家人
可以跟学校的心理辅导见面。

在丹麦，照顾老人是由市政府的护理
人员负责。或许家人没有时间经常照
顾年老的长辈，自居的老人，在很多
方面都需要别人照顾。因此，老人家
一般都能够获得市政府提供的护理服
务。

家务助理  
老人可以申请家居清洁及代办购物服
务。她们亦可以申请个人护理服务，
例如协助穿衣服，洗澡。你可以向市
政府申请不同的服务。

市政府提供的家务助理及个人护
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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