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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富貴…竹報平安 —

感謝多位讀者和朋友送來的新年祝福和鼓勵…
天道酬勤，
努力必有回報!!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恭喜發財利是逗來
封封金牛放哂落個袋!

寒冬疫亂 -- 吾等目睹且取勝
We witness, we conquer!

量

齊心抗疫
戰勝困難

事事如意

添丁…添福…添壽…喜事齊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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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竹一聲除瘟疫
送鼠迎牛滿安康

春天到了，希望疫
情早日结束!

Wellness, Happy and Affluence
(健康，快樂，富足).
Better Life, Better Health and
Better Year!
大家快樂無憂
共慶金牛年!

祝福你…

˖ 春花滿山開
˖ 夏星燦明亮
˖ 秋月伴美夢
˖ 冬雪兆豐年

快快會有疫苗來，家家整
整齊齊，健康必常在!!

人勤一世千川綠
牛奮四蹄萬頃黃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閱讀越健康

新一年你有甚麼期望和計劃？
想想今年努力的方向…記下來…
無論是何目標或夢想，健康必不可少。
我們一起來建立閱讀好習慣，
讓今年有一個健康好開始。
必不可少的健康习惯
(Essential Health Habits)
学习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
保持健康习惯—
现在就开始！
草本茶療 - 春夏篇
明瞭春夏季草本茶療之道，
全書充滿知識和實用性。

你也可以快樂喔！
圖解正向心理學
透過生動有趣的表達方法，
讓讀者輕易掌握邁向快樂之道。

健康諺語

每天深呼吸的練習可
幫助減低痛楚，
增加自我意識，
保持身體健康。
情緒四重奏 p. 148

網上資源

電子書 E-books
Promotion

相信大家疫情期間習慣了在網上閱讀或會議，如
果你想閱讀或聆聽 電子書，請聯絡我們，如果有
需要，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也可提供科技協助 。
電郵 : twpfl@uhn.ca
電話 : (416) 603-6277

可掃描的小冊子
QR code brochure
˖ 健康識能：為何重要？
(D-5586A)
˖ 安全用藥
(D-3364A)
˖ 大學健康網絡的
手部衛生
(D-5696A)

網上健康講座

歡迎登記訂閲電子報以取得有關網上健康講座或
病人及家屬可參與的UHN其他項目 。訂閲方法：
1.瀏覧網頁http://bit.ly/UHNPatientNews ，或
2.使用智能手機上的相機掃
描代碼、直接登入訂閱電
子報表格 。
3.有關訂閱可隨時取消。

查詢：電郵pfep@uhn.ca 或致電416-603-6290
觀看存檔的講座：http://bit.ly/PE_Archived

Mental Health

心靈健康

寒冬疫亂
Wintry Pandemonium
We Witness We Conquer 目睹～取勝

Appreciation

欣賞

Mindset / Perspectives

心態 / 角度

Creative Connections

創意聯繫

個人時間 / 悠然自得

Internet / Applications
(Apps)

互聯網 / 應用程式

Gratitude

Quality Sleep :
Schedule / Rituals /
Environment

Solo Time / Serenity
Stay Positive
Stressors

感恩

優質睡眠 :
時間表 / 程序 /
環境
保持樂觀
壓力源

Coping Strategies

Decluttering – Thoughts &
Excessive Needs

日記 / 網上學習

Social Support Network

社會支援網絡

Bone - Boosting Nutrients

強骨養料

Fresh Ingredients

新鮮食材

Streamlining

Exercise Regimen

Muscle – Building Food
Plant Based Protein

身體健康

運動養生方案
增肌食品

清理掃除 - 思維及
多餘物品

Journaling / Online
Learning
Plan / Prioritize /
Focus

Physical Health

應對策略

計劃 / 優先處理 /
集中精神
精簡

植物源蛋白

製備四季健 康 菜 式 的 秘 訣
9以四季常有的材料，
配合季節性食物以增添菜式的變化。
9在菜式的外貌方面多加點心思

9多選用具有香氣的材料及使用天然香料
9分量要適中
9採用健康的煮食方法
資料來源：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healthy_ageing/healthy_diet/healthy_dishes_for_different_seasons.html

材料
調味料
芡汁
製法

紅燒素上翅 (4人分量，食譜來源：衞生署營養師)

粉絲 1 両 (40 克) ,乾冬菇 ½ 両 (20 克),木耳 ½ 両 (20 克),罐頭筍肉 2 両 (80 克),白豆腐干
2 塊 (約 70 克),植物油 3 茶匙, 清水 6 杯 (1440毫升)
鹽 1/3 茶匙, 生抽 1 湯匙, 麻油 ½ 茶匙, 糖 ½ 茶匙
老抽 1 茶匙,生粉 1 湯匙,清水 ½ 杯 (120 毫升)
1. 粉絲浸軟，瀝乾，剪成短條。
2. 冬菇、木耳浸軟洗淨，冬菇去蒂，與木耳同切絲。
3. 筍肉、豆腐干洗淨切絲。

4. 於易潔鑊下油略炒冬菇絲、木耳絲及筍絲，盛起備用。

5. 煮滾水，下冬菇絲、木耳絲、筍絲及豆腐干煮片刻，然後下粉絲和調味料，
待滾後埋芡便成。

資料來源：https://www.fhb.gov.hk/pho/tc_chi/resource/recipes/recipes_soups_06.html

Disclaimer: The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UHN) thanks all the advertisers whose support has made this publication possible. The appearance of the advertisements in this publication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n endorsement by UHN of any particular goods or services and UHN can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appear in those advertisements.

Recover safely,

in the hospital or at home.

Senior Companionship

Home Health Care

· Hospital to home transition

· Post-surgery and wound care

· Overnight and live-in assistance

· Personal support workers to

· Driver for appointments and errands

· Advanced illness and palliative care

· Companionship and personal care
· Alzheimer’s and dementia support
· Respite care and support
· House cleaning and handiwork

nursing services

help with recovery at home

· Mobile foot care

· More services listed on website

1.844.339.8638

spectrumhealth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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