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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什么是妇幼保健诊所什么是妇幼保健诊所什么是妇幼保健诊所什么是妇幼保健诊所? 

是一个在地区为了保护和促进身心以及社会健康所设制的咨询服务-有关于意大利或外国移民妇女，夫妻，青
少年以及儿童的身体，心理感受以及与外界环境交往的咨询建议。 

即使不持有居留证的外国妇女也有权在妇幼保健诊所里受到所需要的帮助。 

妇幼保健诊所一些服务是免费的，但一些专科服务需要支付一定费用。 
 
 
 
 
 

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寻求妇幼保健诊所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寻求妇幼保健诊所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寻求妇幼保健诊所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寻求妇幼保健诊所? 
 

• 怀孕 

• 产后护理及哺乳期支援 

• 避孕 

• 自愿终止妊娠 (IVG) 

• 相关癌症预防 (子宫颈抹片检验) 

• 情感和性教育 

• 生育，不育 

• 传染性性疾病 

• 绝经 

• 匿名分娩咨询 (无名妈妈) 

在许多妇幼保健诊所，你还可以找到以下事项的帮助: 

• 饮食失调 
•  

• 情侣危机，夫妇分居和离婚情况中的家庭调解支持 

• 寄养和收养 

• 对妇女和儿童身体或心理，情绪和情感上的虐待 (比如强迫做或忍受不同类型的性行为， 或者各种控
制和恐吓的行动) 

• 社会和经济条件困难的夫妇和家庭的帮助 

• 心理困扰，在人生的某段时期（比如青春期，怀孕期）与自己与别人相处的不适和心理障碍 

• 儿童接种疫苗及社区儿科 

• 法律咨询(个别门诊所) 
 
 
 
 

妇幼保健诊所的工作人员妇幼保健诊所的工作人员妇幼保健诊所的工作人员妇幼保健诊所的工作人员 

在妇幼保健诊所,您可以找到从事不同专业医疗，心理及社会工作的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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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诊所里还设有不同语种的翻译人员,帮助与引导移民了解与原本国不同的医疗服务和治疗手段,便于工作

人员与患者之间沟通了解。 
 
 

谁可以进入妇幼保健诊所谁可以进入妇幼保健诊所谁可以进入妇幼保健诊所谁可以进入妇幼保健诊所? 

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妇幼保健诊所，并不需要处方（除了以下非在筛查项目上进行的检验: 阴道分泌物检查及
宫颈抹片检查） 

在那里， 你可以咨询妇幼保健人员所关心的问题,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如果必要， 您还可以预约就诊检查。 

在这里， 您可受到匿名， 保密及职业性秘密的保障。此外， 法律还禁止员工举报违法居留的外国人。 

您即使不了解妇幼保健诊所,也可以去那里,那里的工作人员将会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和义务。 

要想知道离您最近的妇幼保健诊所， 请看这本手册的最后一页。 
 

妇幼保健诊所还与哪些妇幼保健诊所还与哪些妇幼保健诊所还与哪些妇幼保健诊所还与哪些服务所联系在一起服务所联系在一起服务所联系在一起服务所联系在一起? 

妇幼保健诊所与所有的地区社会服务以及地方医院密切合作。 

 

宝宝出生经过宝宝出生经过宝宝出生经过宝宝出生经过/怀孕和分娩怀孕和分娩怀孕和分娩怀孕和分娩  
 

我如果怀疑有了身孕该怎么办我如果怀疑有了身孕该怎么办我如果怀疑有了身孕该怎么办我如果怀疑有了身孕该怎么办 ? 

如果您到了预期时月经不来，来得很少或者与原来的经期不同，您应该考虑怀了身孕。有时您还会发现其他
的症状，比如晨吐，恶心，频繁排尿欲望。为了得到确认，你必须去实验室做孕检。所有妇女都有权受到怀
孕保护。 
 
 
 
 

我如果怀了孕该去找谁我如果怀了孕该去找谁我如果怀了孕该去找谁我如果怀了孕该去找谁? 

您可以带着一份怀孕证明,您的身份证件,疗卡去妇幼保健诊所,比如化验单(也就是验血单)或者超声波检查“(必
须带有您姓名的)。 这样诊所便会给您孕妇手册。 

什么是孕妇手册什么是孕妇手册什么是孕妇手册什么是孕妇手册? 

当妇幼保健诊所交给您孕妇手册之后，便开始了所谓宝宝出生经过。在您的怀孕期间需要做各个试验，其中

包括超声波检查，您都必须有孕妇手册。  为了保护孕妇，所有的孕妇手册中包含的检验都是免费的,您来就诊
时， 请随身携带孕妇手册，资料夹，以及所有已经做过的化验结果。如果您没有居留证，您可以先申请临时
医疗卡之后,申请孕妇手册,因此您还是有权做孕期检查的。 
 

在怀孕期间我该注意些什么在怀孕期间我该注意些什么在怀孕期间我该注意些什么在怀孕期间我该注意些什么? 

在怀有身孕期间，您因该避免过度紧张，不要干重活，特别是夜间活，多休息，多睡觉。 

您需要尽量选择健康及品种齐全的食品，多吃新鲜的清洗干净的水果及蔬菜， 煮熟的鱼肉食品， 但是要尽量
不要吃各类香肠， 油炸食品及甜品。 

多喝水很重要， 同时在怀孕期间不要抽烟喝酒。您所服用的所有药品必须是由医生开处方。 
 
 
 

如果我是个在职妇女，我在怀孕期间将怎样受到保护如果我是个在职妇女，我在怀孕期间将怎样受到保护如果我是个在职妇女，我在怀孕期间将怎样受到保护如果我是个在职妇女，我在怀孕期间将怎样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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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1971年第 1204号法令专是保护怀了身孕的在职妇女。 

如果您有正规的就业合同，法律规定： 

- 您不能在怀孕期间并直到您的孩子满周岁之前被解雇; 

- 您在妊娠期最后两个月及分娩后三个月（或者妊娠期最后个月及分娩后四个月）内有权不去上班同时享受全
薪待遇; 

- 如果您的工作条件将会影响您或者您的孩子的健康，或者您的妊娠期给您带来某些健康问题，您有权提早停

职在家。 

如果您是自营人士，自由职业者，企业家或者您持有项目合同， 您将同样有权受到保护。如果您是个失业
者，您将有权享受一份经济支援 (孕妇津贴)。 您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或者执行您的权益， 您可以联系妇幼保
健诊所，国家社会保障局，慈善机构和工会里的社会工作人员。 
 
 
 
 

我如果在怀孕期间有疑问该怎么办我如果在怀孕期间有疑问该怎么办我如果在怀孕期间有疑问该怎么办我如果在怀孕期间有疑问该怎么办? 

您的身体从怀孕期一开始会发生变化: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疑虑，不要等待， 请尽快与妇幼保健诊所的助产士
联系。 
 
 

什么是产前诊断什么是产前诊断什么是产前诊断什么是产前诊断?   

在医学语言中， 这是包括早孕绒毛膜取样检验，双核试验，羊水測試的一系列的产前检查。这些检查项目都
是怀孕早期的试验， 以便于及早辨识所怀的胎儿是否有异常和畸形的现象。这些检查不是必须做的， 对于某
些人此类的检查是免费的。 做这些试验， 有可能会造成非自愿流产 ，但是这种风险是很小的。 
 
 
 

我可以参加产前的培训吗我可以参加产前的培训吗我可以参加产前的培训吗我可以参加产前的培训吗? 

妇幼保健诊所组织免费产前培训课， 有时候还组织产后培训课， 您即便是不持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可以参
加。这些培训课能够给您提供相关于分娩的生理及心理的知识，能够帮助了解子宫收缩期间及分娩时疼痛的
技巧，饮食，哺乳及婴儿护理知识。 

这些培训课程是未来妈妈认识交流信息的聚会点，所以您的参与能够给这些培训课程增加价值。 

 

我在哪里并怎么能够分娩我在哪里并怎么能够分娩我在哪里并怎么能够分娩我在哪里并怎么能够分娩? 

您可以在托斯卡纳省内的各处具备医疗分娩设施的医院接受免费， 安全，尊重您的原籍文化地分娩。 

您并可以选择分娩形式: 躺在床上的; 各种姿势的顺产， 在此您可以根据您遏制子宫收缩期间及分娩时疼痛能
力选择合适您的姿势; 水中分娩及镇痛分娩 (硬膜外麻醉或其它的镇痛方式), 以便帮助您遏制在分娩过程中但
仍然保持您自觉性。 

您可以在门诊所里的医务人员咨询您想去的出身点实行哪些分娩形式。 

在您子宫收缩及分娩期间， 您选择的一个亲人可以在产房里陪同您。 
 
 
 

什么是剖腹产什么是剖腹产什么是剖腹产什么是剖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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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婴儿无法顺产的情况，便采取剖腹产， 一个在妈妈腹部做的一个小手术。剖腹产是在全身麻醉或部

分麻醉， 也就是让您仍保持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的。您做过剖腹产以后，您将来仍然可以试着顺产分娩孩子。
在某些情况下， 您还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医学措施来避免剖腹产。门诊所里的助产士及妇科医生能够给您解释
他们可提供方式。这些方式之一便是腹外翻转，用于如果怀胎处于臀先露的姿势 (头朝上脚朝下)。 
 
 
 

在医院在医院在医院在医院里分娩之后呢里分娩之后呢里分娩之后呢里分娩之后呢? 

在某些医院，您的孩子可以于您24小时在一起(同房), 这种情况有利于母子感情及母乳喂养。 您的孩子将由儿
科医生定时检查。您在出院之前， 可以给您的孩子选择儿科医生。如果没有其它的并发症， 您将在48到72 小
时内回家。 
 
 

我分娩回家以后如果有什么疑问该怎么办我分娩回家以后如果有什么疑问该怎么办我分娩回家以后如果有什么疑问该怎么办我分娩回家以后如果有什么疑问该怎么办? 

您分娩之后您的宝宝出生路程仍然继续。在妇幼保健诊所里您可以找到专业的乐于助人的人员给于您明确的
答案和建议。故此， 分娩后再回到妇幼保健诊所复查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离开医院之后请尽快预约产后检查。 

某些门诊所还提供助产士免费上一次门探望的服务。在每个门诊所里您可以申请宝宝出生后一个月内的儿科
检查。 

如果您周围认识其他已经有过孩子的母亲， 您可以向他们讯问一下: 在您的住所附近是否有帮助哺乳期母亲的

组织。 
 
 
 

作为外国籍的母亲我有什么权利作为外国籍的母亲我有什么权利作为外国籍的母亲我有什么权利作为外国籍的母亲我有什么权利? 

如果您不是欧盟共同体的居民， 并不持有居留证，但怀了孕，您可以去警察局， 凭一份您怀孕的证明，给您

及您的丈夫领取一份怀孕期及产后六个月内有效的居留证。以这份临时居留证，您可以注册于国家健康服务
协会， 不过有效期只到宝宝出生后六个月。 

 
 
 
所有的外国妇女，包括只持有临时外国人健康卡的妇女（STP 卡）都有权在怀孕期间在妇幼保健诊所里，公
共医院及其认证设施里免费做临床和化验室试验，专科医生检查，怀孕出生路径培训，住院分娩和受到生育
造成的疾病治疗。 
 
 
无论您是不是欧盟共同体的居民， 您持有居留证， 但是您正生活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条件下，您可以去地方卫

生局(AUSL)的社会服务部询查一下您是否有权得到经济资助。 
 
 
无论您是不是欧盟共同体的居民， 如果您持有欧盟共同体的长期居留证（CE居留证），您可以去社会服务部
询查一下您是否有权得到生育津贴。 
 
无论您是不是欧盟共同体的居民，无论您持不持有居留证，您生活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条件中，您可以去妇幼
保健诊所的社会服务部询问您是否可得到一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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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不是欧盟共同体的居民， 只要持有欧盟共同体的长期居留证（CE居留证），您可以去您所住的城市

的公共关系办公室URP询问您是否有权享受无职业妈妈生育津贴。 

 

产后护理及儿科辅助产后护理及儿科辅助产后护理及儿科辅助产后护理及儿科辅助 
 

母乳喂养比较好吗母乳喂养比较好吗母乳喂养比较好吗母乳喂养比较好吗? 

母乳是孩子最好的营养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有益。母乳还可以增加母亲与婴儿之间的感情。哺乳还对
母亲的健康有益。您即便是做的剖腹产您也可以母乳喂养孩子。 

纯母乳喂养是孩子生命中前六个月的营养最好的食品。之后，您可以给他增加其它的营养食品， 但是您最好
尽量母乳喂养。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需要一些建议，您可以联系妇幼保健诊所，在那里您能找到必要的帮

助。 
 

我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喂奶我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喂奶我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喂奶我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喂奶? 

如果可以， 让您的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吃奶的时间，因为这样您可以保证孩子每次在吃奶的时候可以满
足他的需要。母乳喂养还可以刺激产奶量。 
 
 

孩子可以享受哪些医疗护理孩子可以享受哪些医疗护理孩子可以享受哪些医疗护理孩子可以享受哪些医疗护理? 

不管你注册于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SSN)或是您持有临时外国人医疗卡（STP卡）， 您的孩子都有权受到一名
儿科医生的护理。如果您的家庭总收入，也就是您家庭包含税的年收入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额， 您的孩子直
到六岁有权得到专科医生检查，实验室检验及其他的各类免费检查。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请于地方卫生局

(AUSL)的票房部联系。 
 
 
 

我为什么要选择儿科医生我为什么要选择儿科医生我为什么要选择儿科医生我为什么要选择儿科医生? 

因为儿科医生可以从您的孩子刚出生开始定期跟踪他的健康监督他的成长情况。所有的在0到14岁之内的孩子

都有权受到儿科医生的护理，您可以在分娩后出院的时候给您的孩子选择合适的儿科医生。 
 
 
 

我怎么可以选择儿科医生我怎么可以选择儿科医生我怎么可以选择儿科医生我怎么可以选择儿科医生? 

如果您有正常的居留证，一名家长必须持着一份身份证以及孩子出生数据的自认证去常驻区域管辖范围内的
地方卫生局选择孩子的儿科医生。您在选择儿科医生的时候，您的孩子会被自动注册于健康服务协会(SSN)并
被分配一个与所选择的儿科医生联系在一起的医疗卡代码。孩子的父母们可以在地方卫生局里提供的儿科医
生名单内任意选择。 

如果您没有正规的居留证，您无法选择固定的儿科医生，但是您的孩子仍有权受到门诊服务，故此您可以免

费与任何一个属于地方卫生局的儿科医生预约看病。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儿科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儿科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儿科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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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星期五天在他们的诊所内给孩子们看病。如果您已经注册于健康服务协会

SSN的孩子病了并无法出家， 您可以要求您所选择的儿科医生上门看病。这个儿科医生根据他的判断决定是
否上门看病。如果您需要医生在当天内上门看病必须在早上10点之前与医生联系。如果您在上午10点之后与
医生联系，他将在第二天上午12点之内上门看病。星期六及假日期间，您可以从早上8点到10点电话联系医
生。星期六及其他假日上午10点以后以及星期天您可以于紧急医疗中心联系。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紧急情
况，儿科医生会尽快应对的。 
 
 
 

儿科医生对于我的孩子的健康作用是什么儿科医生对于我的孩子的健康作用是什么儿科医生对于我的孩子的健康作用是什么儿科医生对于我的孩子的健康作用是什么? 

儿科医生关心的是您的孩子的健康，也就是诊断和治疗并预防各类疾病。在这方面的有所谓的“健康预案”也
就是全面型的即包括巡常的检验也包括一些特殊的预防性检查。健康预案是一些定期的，固定了失效期的检

查项目，儿科医生将于孩子的家长联系。 
 
 
 
 

我的孩子需要那些接种疫苗我的孩子需要那些接种疫苗我的孩子需要那些接种疫苗我的孩子需要那些接种疫苗? 

我们强烈建议保护孩子和社会健康的接种疫苗。在托斯卡纳有个为所有儿童设置的预防接种的日历。接种疫

苗对于无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是完全免费的。您可以于妇幼保健诊所或是民政社会健康中心联系取得更多的信

息。 

 

避孕避孕避孕避孕 
 

我如何可以防止意外怀孕我如何可以防止意外怀孕我如何可以防止意外怀孕我如何可以防止意外怀孕? 

正确使用避孕措施可以避免意外怀孕以便于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许多避孕方法如果您正确使用可以只

有在您使用期间有效，并对未来生育能力没有不利的影响。 
 

在意大利有那些避孕手法在意大利有那些避孕手法在意大利有那些避孕手法在意大利有那些避孕手法? 

避孕套 

避孕荷尔蒙 

子宫内避孕器 

自然避孕方式 

您可以去妇幼保健诊所询问最合适您的避孕方式。 
 
 

什么是避孕套，怎么用法什么是避孕套，怎么用法什么是避孕套，怎么用法什么是避孕套，怎么用法? 

这是一种阻隔性避孕方法，它是由天然橡胶制造的薄护套，每次在做爱之前把男性生殖器方入此护套，已防
精子在排精时进入到阴道内 。避孕套特别建议用于有偶尔性性生活或没有固定性性生活的人。避孕套也是唯
一的防止可由性生活传播的疾病的避孕方式，其中艾滋病，肝炎，梅毒，淋病。用避孕套避孕有90%的成功
率。重要的是购买那些授予质量控制产品，并注意失效期以及保存方式: 避免在高温度处存储。 
 

什么是荷尔蒙避孕什么是荷尔蒙避孕什么是荷尔蒙避孕什么是荷尔蒙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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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使用小剂量的荷尔蒙防止排卵的避孕方式。这需要长时间持续服用，如果服用得正确，它的避孕有

效率可达到99,9% 。 

属于这一类的避孕方式: 

-避孕药, 必须每天口服。您可以在门诊所内询问避孕药的用法。有一种可以在喂奶期间服用的避孕药， 它不
会给产奶率以及孩子健康带来影响。决大多数的避孕药是需要支付费用的，但是有个别种避孕药是免费的。 

- 避孕贴，可直接贴在皮肤上，每星期更换; 

- 避孕环，放在阴道里，每个月换一次。(用前请咨询妇科医生) 

去药房买荷尔蒙避孕方式,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所以您可以去妇幼保健诊所或是家庭医生那里免费咨询及开处
方。 
 

什么是子宫内避孕环，怎么用法什么是子宫内避孕环，怎么用法什么是子宫内避孕环，怎么用法什么是子宫内避孕环，怎么用法? 

子宫内避孕环环环环是一个由妇科医生来插入子宫的塑料装置。它的的工作原理是刺激子宫内膜以便于能够阻止发
生怀孕的条件。这个装置体积很小，妇女连在性生活时也不会感觉到它。这种方式不适用于年轻的没有分娩
过的妇女，而且不预防性生活可传染的疾病。子宫内避孕器有3到5年的有效期 ，有98%的避孕有效率。避孕

器的安置，取拿及定期检查，您必须与妇幼保健诊所联系。 
 

什么是自然避孕方式什么是自然避孕方式什么是自然避孕方式什么是自然避孕方式? 

自然避孕方式是每次月经周期的排卵期内戒指深入性的性生活。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计算您的排卵期:请去妇
幼保健诊所询问。不过由于女性的周期变化，计算结果不总是可靠的。故此自然避孕方式有效率很低。 
 
 
 
 

体外射精也是一种避孕方法体外射精也是一种避孕方法体外射精也是一种避孕方法体外射精也是一种避孕方法? 

体外射精，是指在射精前把阴茎从阴道里提出来， 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的避孕方式， 因为在性生活刚开始时男
子已经产生的润滑液里已经有可能有能力受精的精子。 

 

如果我有过有怀孕风险的性生活，该怎么办如果我有过有怀孕风险的性生活，该怎么办如果我有过有怀孕风险的性生活，该怎么办如果我有过有怀孕风险的性生活，该怎么办? 

我要尽快去妇幼保健诊所（或急诊部或家庭医生）以便于能够得到咨询及紧急避孕药处方。 

您有两种选择 

a) 紧急避孕药(含有荷尔蒙): 它必须尽早服用，最晚在性生活后72小时内服用， 失效率是3%，这种处方可开给

不成年人并不会告诉她的父母; 

b) 子宫内避孕器:必须在性生活之后5天内塞入。 

 

自愿终止妊娠自愿终止妊娠自愿终止妊娠自愿终止妊娠 (IVG)  
 
 

如果我不小心怀了孕但是我不肯定想继续下去该怎么办如果我不小心怀了孕但是我不肯定想继续下去该怎么办如果我不小心怀了孕但是我不肯定想继续下去该怎么办如果我不小心怀了孕但是我不肯定想继续下去该怎么办? 

您可以去妇幼保健诊所，在那里您可以找到能够倾听您并帮助您做选择的人员。如果您想中断妊娠的目的是
经济问题，家庭问题，或者是心理问题，这些人员可以帮助你询查是否社会服务协会可以给您一份经济帮

助，以便于能够帮您抚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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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无法保留宝宝，在意大利能够做人工流产吗如果我无法保留宝宝，在意大利能够做人工流产吗如果我无法保留宝宝，在意大利能够做人工流产吗如果我无法保留宝宝，在意大利能够做人工流产吗? 

意大利法规(L.194/1978) 允许在怀孕期开始后12个星期和5天之内，完全匿名性，并不需要男友的同意，做人

工流产。人工流产只允许在公共卫生部门或协办处做。妇幼保健诊所也提供给没有居留证的妇女所需要的护
理。 

过了妊娠期开始90天之后，妊娠只可因治疗目的而中断，也就是说继续妊娠可能给孕妇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
成严重的威胁。非法，秘密堕胎， 即使是通过药物或是其它医药物品，有可能是无效的或者给妇女的健康及
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我如果是未成年人，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如果是未成年人，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如果是未成年人，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如果是未成年人，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 (IVG) 吗吗吗吗? 

如果两个家长都知道，只需要他们的允许。 

如果您的家长不在或者不知道，您可以去妇幼保健诊所，在那里社会调解员将会帮助您尊重您的决定找到最
合适您的办法。 
 
 
 
 

我怎么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怎么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怎么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我怎么可以做自愿终止妊娠? 

在实验室里做过妊娠试验，您可以去妇幼保健诊所，确认您已经怀孕了几个星期。当您认真地评估了各个选
择的理由， 各种其他可能性，以及今后可以使用的各类避孕方式， 您将在呈示了一些文件之后得到一份自愿
终止妊娠允许证明。这张终止妊娠允许证明,在出证之后的第七天开始去医院做流产。流产可以是手术或者药
物（避孕要 RU 486): 根据医院里的医生的建议，您可自由决定哪一种流产方式最适合您。流产手续将在尊重
您的隐私的前提下做的。 重要的是流产后一个月内必须回门诊所检查。 

得到了自愿中止妊娠允许证直至做流产手术，您仍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回妇幼保健诊所重新与那里的工作人员

寻求建议。 

 
 
 
 

流产之后对以后的妊娠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流产之后对以后的妊娠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流产之后对以后的妊娠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流产之后对以后的妊娠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自愿流产不会阻止以后怀孕的机会，但是您不能把这个方式当作一个避孕方式，因为多次流产手术可为妇女
的生理及身心健康带来很多害处。 
 
 
 

我如果无法抚养孩子，但是我也不想流产，该怎么办我如果无法抚养孩子，但是我也不想流产，该怎么办我如果无法抚养孩子，但是我也不想流产，该怎么办我如果无法抚养孩子，但是我也不想流产，该怎么办? 

根据意大利(L. 127/1997) 号法规，您可以在医院匿名分娩但可以不认孩子，您并不需承担被报当局的风险。孩

子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一个能够抚养他的人家领养。如果您改变主意，分娩后仍有10天的时间来认领孩子。   

在托斯卡纳，决定不认领孩子的妈妈们将被” 秘密妈妈的项目”保护及支持。 

 

癌症预防癌症预防癌症预防癌症预防 
 

托斯卡纳省设定了3个免费筛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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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预防子宫颈癌症, 可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 为预防乳腺癌， 可做一个叫做乳房 X 光的检查 

• 为预防大肠癌，可由巡查大便里的隐血来诊断，这个筛查项目预定给50至70 岁的男、女人。 

如果您是这个省的常驻居民， 您将在您家里收到带有预订时间邀请您来检查的邀请函。您可以打邀请函
上的电话以便于更改预订的检查时间。如果您到了筛查指定的年龄没有受到邀请函，您可以与妇幼保健诊
所联系或者直接打免费电话免费电话免费电话免费电话800556060 

 
 
 
 
 
 

什么是筛查什么是筛查什么是筛查什么是筛查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癌症（肿瘤）筛查是医疗设施通过给居民提供的诊断测试所做的调查; 它的目的是及早辨识一些症状，使此在
演变成肿瘤之前判断出来并加以治疗。   

对您的健康情况来说，倾听门诊的工作人员的建议及提供的检验项目特别重要。 

 
 
 
 

哪些妇女将被邀请做这些检验哪些妇女将被邀请做这些检验哪些妇女将被邀请做这些检验哪些妇女将被邀请做这些检验? 
 

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 健康服务协会将邀请所有的25岁至64岁意大利及外国常规居住妇女免费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如果您检查下来的结果是无症状， 您将过3年后被重邀请。 

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X 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 健康服务协会将邀请所有的50岁至69岁意大利及外国常规居住妇女每两年做免费乳房 X 光的
检查。 
 
 
 
 

这些检查是怎么做的这些检查是怎么做的这些检查是怎么做的这些检查是怎么做的? 
 

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 这是个很简单的无痛的检查，是在女人的阴道里用一个小抹刀及刷子做的试验。医疗人员将
在子宫颈处取一少量分泌物，将它放在试验玻璃片上并送往试验室做试验。 

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X 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 这是个乳腺的 X 光射线试验，所射的 X 光很小，绝对不会给健康带来任何害处。这是个很
方便很快的检查， 只需要最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他们检查后重新找我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检查后重新找我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检查后重新找我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检查后重新找我意味着什么? 
 

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  如果检查结果上呈现某些症状， 地方卫生局将找您以便于能够通过另一个试验，阴道镜检
查来做深一步检查。 

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X 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 如果您的 X 光片建议您需要其他的检查，您将被重新联系上。有时候只须重新做个 X 光检
查，或者一个超声波检查，或者抽取一个小量细胞样品 (活检或针吸试验)。 您如被重新联系上不要过分担
心， 因为这并不等于您已有肿瘤: 随后的检验和调查可排除最初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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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这些试验后可以预防癌症吗作了这些试验后可以预防癌症吗作了这些试验后可以预防癌症吗作了这些试验后可以预防癌症吗? 
 

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抹片检查. 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查是提早判断子宫颈变化的最好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提早判断并治疗
这些变化可以预防肿瘤的形成。 

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X 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 定期做乳房 X 光的检查是提早判断乳腺变化的最好方式之一。另外乳房自我检查及自我观察

也很重要: 特别注意硬化，肿块，皮肤变化或是乳头分泌液及隐痛。您应尽早把这些症状描诉给您的医生或是
去妇幼保健诊所。 

如果您家里已有乳腺癌的列子，我们建议您能够提早做乳房如果您家里已有乳腺癌的列子，我们建议您能够提早做乳房如果您家里已有乳腺癌的列子，我们建议您能够提早做乳房如果您家里已有乳腺癌的列子，我们建议您能够提早做乳房 X 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光的检查。 
 
 
 
 

什么是绝经期，我该干什么到了绝经期什么是绝经期，我该干什么到了绝经期什么是绝经期，我该干什么到了绝经期什么是绝经期，我该干什么到了绝经期? 

绝经不是个疾病，绝经期代表了一个正常的生理阶段，标志着生育年龄的终止。故此最明显的现象便是月经

的消失。在普通的情况下，绝经期是在50岁左右出现的，但是平均年龄在45岁到53岁之内。这是您人生当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 故此护理您的生理-心理健康很重要。故此，当您走进这个阶段时要特别注意您的饮食和运

动方式以便于防止由于血液中降低了钙份而产生的骨折(骨质疏松)，血管性 (有关血管及血循环) 的疾病 以及

乳腺癌。您必须时时注意您的健康状况，随时于您所熟悉的家庭医生及妇幼保健诊所联系。 

 

意大利卫生健康服务意大利卫生健康服务意大利卫生健康服务意大利卫生健康服务: 为了多了解一些为了多了解一些为了多了解一些为了多了解一些 
 
 

SSN → 

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 

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是个保护人民健康并给您提供必要的帮助及照顾的一系列
机构。 

 
 
AUSL → 

地方卫生局地方卫生局地方卫生局地方卫生局 地方卫生局组织并管理本省境内的各个卫生，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常所。 

 

STP卡卡卡卡 

临时外国人健康卡临时外国人健康卡临时外国人健康卡临时外国人健康卡 

如果您是外国妇女， 并不持有正规的居留证， 您总是可以申请 STP卡享受健

康护理保护。您可去离您最近的地方卫生局或者一所家庭门诊所申请 STP卡。
STP卡有效期为六个月， 到期后可在发卡处延长一次，并在整个国家领土上应
用。 您去公共医疗场所将不存在任何危险:您将不会被举报给警察局。 

 

出生点出生点出生点出生点 
所谓的出生点是各类能够在您分娩时提供给您所需要的护理。在整个托斯卡纳省
一共有34 个出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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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N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注册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注册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注册意大利健康服务协会注册 

您是个欧洲共同体以外您是个欧洲共同体以外您是个欧洲共同体以外您是个欧洲共同体以外
并持有居留证或居留卡并持有居留证或居留卡并持有居留证或居留卡并持有居留证或居留卡

的外国人？的外国人？的外国人？的外国人？ 

请带着以下证件去地方卫生局: 

1. 居留证副本(如果是电子居留卡，居留原因自认证) 

2. 身份证明文件 

3. 税卡(自证件) 

4. 常驻证 (自证件) 或实际居住地声明 

5. 就业中心注册 (如果您是失业者) 

您是个属于欧洲共同体您是个属于欧洲共同体您是个属于欧洲共同体您是个属于欧洲共同体

的外国人？的外国人？的外国人？的外国人？ 

→请带着以下证件去地方卫生局: 

 

1. 户口及常驻资料自认证 

2. 证明您是属于地方卫生局 Ausl 管辖区的常驻证 自认居住地声明证 

3. 如果您是位职员，请带上聘用合同，或者如果您是自营职业者，请带上商业
联合会注册单，或者如果您是个失业者， 请带上就业中心注册证明， 或者您原
籍国卫生局发放的以下的一个表格: E106, E109, E121, E120 

4. 如果欧共体公民是由意大利公民抚养的，或是由其他被雇或自雇的欧共体公
民抚养的， 请带上家庭状况证。 

5. 税卡 

您是个不符合入境和居您是个不符合入境和居您是个不符合入境和居您是个不符合入境和居
留法规的外国人？留法规的外国人？留法规的外国人？留法规的外国人？ 

→ 您同样有权得到健康服务协会的援助。所谓的援助项目里特别保证了产妇和
孩子的保护。为了能够得到这类的援助， 请申请 STP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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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机构公司机构公司机构公司机构 总机总机总机总机 URP 绿色电话绿色电话绿色电话绿色电话 当地卫生部网站地址当地卫生部网站地址当地卫生部网站地址当地卫生部网站地址 

 

ASL1 马萨和卡拉拉马萨和卡拉拉马萨和卡拉拉马萨和卡拉拉 0585/6571 
0585 657547 
0585 657733 
0585 657573 

800 565 509 www.usl1.toscana.it 

 

USL2 卢卡卢卡卢卡卢卡 
0583.9701 
0583.6691 
0583.7290 

0583 970712/970079 800 869143 www.usl2.toscana.it 

USL3 皮斯托亚皮斯托亚皮斯托亚皮斯托亚 0573 3521 0573 352774/8 
 
800 861213 

www.usl3.toscana.it 

USL4 普拉托普拉托普拉托普拉托 0574 4341 0574 435052 800 017835 www.usl4.toscana.it 

AUSL5 比萨比萨比萨比萨 050 954111 050 - 954296 800 221290 www.usl5.toscana.it 

AUSL6 里窝那里窝那里窝那里窝那 0586 233111 0586 223741 800 016009 www.usl6.toscana.it 

 

AUSL 7 锡耶纳锡耶纳锡耶纳锡耶纳 0577 58111 0577 536047 0577 382344 www.usl7.toscana.it 

AUSL 8 阿雷佐阿雷佐阿雷佐阿雷佐 0575 2541/51 0575 254161 0575 254000 www.usl8.toscana.it 

 

AUSL 9 格罗塞托格罗塞托格罗塞托格罗塞托 0564 485111 0564 485955/880 800 320651 www.usl9.grosseto.it 

AUSL 10 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 055 27581 
055 39111 

840003003 840003003 www.asf.toscana.it 

 

AUSL 11 恩波利恩波利恩波利恩波利 0571/7051 0571/7051 800833302 www.usl11.toscana.it 

AUSL 12 维亚雷焦维亚雷焦维亚雷焦维亚雷焦  
0584/6051 

0584.6055287 
0584.6055288 
0584.6059421 

 
800.297211  
 
 

www.usl12.toscana.it 
 

比萨地区医院比萨地区医院比萨地区医院比萨地区医院 ( Pisa 
Hospital) 

050 993893/91 050 993892 800015877 www.ao-pisa.toscana.it 

 

锡耶纳锡耶纳锡耶纳锡耶纳地区医院地区医院地区医院地区医院 ( Siena 
Hospital) 

 
0577 585111 

 
0577 585518 

 
0577 585689 

 
www.ao-siena.toscana.it 

卡雷其医院卡雷其医院卡雷其医院卡雷其医院 ( Careggi 
Hospital) 

055 794111 
 

055 7947790 
 

 
 

www.aou-careggi.toscana.it 

 

迈耶医院迈耶医院迈耶医院迈耶医院 (Meyer 
children’s hospital) 

 
055 56621 
 

055 5662332  www.meye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