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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充滿希望的
豐盛人生

專注察覺練習(或靜觀)

是特別把專注力集中於察覺此刻， 採納一個開
放，好奇，不批判的態度，留意當下你的思想、
情緒、身體的感覺和週圍環境的情況。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農曆年剛過，舉目向前望，陽光滿室，心中不期然泛起一股暖意，想起曾經
有人說過“只要還有陽光、空氣、友伴，那怕什麼?希望就在前面!”
人生百苦:身體疾病、家庭關係糾結、學業上的挑戰、種族的分歧鬥爭、日常生活上的煩惱困難、
加上去年開始病毒肆虐…在在使我們受不了，感到莫名的困倦，心力交瘁，沮喪滿懷。誠然，種種
困難不一定要支配我們，逼使我們放棄努力和希望。就讓我們在這新春期間彼此勉勵，去建立一個
另類的心胸和態度，洞悉怎樣去應對艱難。
很多時候當困難來到，我們的思想會糾纏於“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 ”因而埋怨責備自己或他人，
以致內心的控訴推動煩惱，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情緒衝擊，加添焦慮和自我批判。

只是接納又談何容易呢？-- 或許就在發問這一刻，你可以引進專注察覺 (Mindfulness), 留意察覺到
你目前的壓力、憂愁、煩惱、焦慮或是傷痛，與及這些困難帶來對你身體、心靈、精神上的影響。
容讓你即時的體驗發放出來, 採納一個[觀察者]的角度, 仔細觀察，讓當下的經驗通過向外流走，並
為自己添加一些仁慈體諒，殷然輕輕的說出心裡的願望 “但願艱難遠離我，受苦不再！”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困難之苦，苦在於我們慣常抓緊的一個信念: 就是人生應該是風平浪靜、無苦
的。倘是如此，請你嘗試為自己騰出一些心靈空間，容納當下的困難，放鬆抵抗對自己和別人的要
求，將專注力投送去面對今時的挑戰，付上努力，不頑抗、不放棄。
當你殷然接納當前的困難, 發現你面對逆境時所發放的毅力和堅韌，與及你身旁支持你的親人友
伴，你就會覺得當前的事物也不再是這麼沉重絕望了!
願大家活得好，我們一同上路，迎向充滿希望的豐盛人生！
亞裔心理健康治療師梁余碧如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試做這五事來達致
健康人生

1. 與成年的孩子討論COVID-19測試

越讀越健康

Readers Advisory

运动决定健康(有聲書)
生命在于运动，没有运动
就没有生命。

請他們在探望你或旅行前接受檢測，如果測
試呈陽性，則不要探望。我們渴望親近孩
子，但在病毒受到控制前，大家必須要保持
距離。

正念飲食 (電子書)
舒壓、瘦身、慢活的23個
健康飲食療法

2. 嘗試正念練習

定期練習有助於在不確定/逆境的時期帶來平
靜，可參閱本期第一頁梁太的文章。

3. 做一些伸展運動如太極或瑜珈

太極和瑜珈可改善我們的平衡性、靈活性、
和體能；且能舒暢情緒，提升反射和思考能
力，它們還可以減輕疼痛和跌倒的風險。

4. 考慮聘請健康教練

無論是減肥，降低膽固醇還是提升體能，任
何人都有難以達到的健康目標。當你需要指
導或支持，可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5. 嘗試“綠色”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式飲食的主要食材是：蔬菜、豆類、
水果、全穀類、堅果、種子、家禽、魚和橄
欖油。它具有降低患心臟病和糖尿病風險的
益處。

資料來源: Harvard Health Letter vol. 46 no. 4 Febr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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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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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可隨時取消

查詢：電郵pfep@uhn.ca 或致電416-603-6290

男人健康書 (電子書)
專業醫師給成功男士365
個健康忠告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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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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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資訊

圖書館 / 中心關閉期間，我們繼續通過電子郵
件和電話為你提供健康訊息和圖書館服務，並
提供網上的資源。
我們的 COVID-19病人和家庭資源
( https://guides.hsict.library.utoronto.ca/
covid19patientlibrary )可幫助你找到有關疫情
期間許多健康問題的答案
(可點擊左側項目欄【other languages】再選
【Chinese (中文)】。

Spring - Hope
Physical Health
A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Chronic Inflammation
Green Eaters
Health Goals
Mediterranean Diet

春天 - 希望
身體健康
隱性傳播
長期炎症
綠色蔬菜植物食家
健康目標
地中海式飲食

Mental Health
Be Alone / Solitude
Hope (Realistic / False )
Mental Power / Resilience

心靈健康
獨處 / 獨居
希望（踏實 / 虛假 ）
意志 / 耐力

Tai Chi / Yoga

Outlooks / Viewpoints
Rejuvenated
Self-Compassion

Seize the Day (Carpe Diem)
Coping Strategies

AI Technology / Digital
Forms
Bonds of Reciprocity
Fight or Flight

Mindfulness Exercise
Multiple Workable
Pathways
Social Relationship
Synergistic Effects

太極 / 瑜珈

前景 / 觀點
甦醒更新
自我惜憐
抓住今天

應對策略

健康諺語

萬物皆有其美，唯慧眼能識之。
——孔子

Everything has its beauty, but
not everyone sees it.
— Confucius

疫 情 下 該 如 何幫 助
兒 童 及 青 少 年的 心
理 健 康 呢 ？ (新資訊)
瀏覽 www.bit.ly/CCCSAarticle

人工智能技術 / 數碼
方式
相向連結
力戰或逃避
正念思想練習
多元化可行途徑
社會關係
協同效應

巧 手 節 瓜盅 (4人分量，食譜來源：香港營養師協會)
材料
蝦醃料
製法

節瓜 2個、蝦仁 2 兩、本菇 (切碎) 1 兩、青豆 1/2 兩、紅蘿蔔 (切粒) 1/2 兩
鹽 1/4 茶匙、生粉 1/4 茶匙、胡椒粉少許
1. 節瓜去皮，從中間切開兩半，挖去瓜心，沿瓜邊雕上花紋成節瓜盅，備用。
2. 蝦仁洗淨後瀝乾，切粒，加入醃料醃15分鐘，備用。
3. 本菇、青豆、紅蘿蔔粒汆水，過冷河後瀝乾，備用。
4. 節瓜放深碟內蒸10分鐘，再將蝦、本菇、青豆、紅蘿蔔粒放入節瓜盅內，加少許
水同蒸至熟透，原隻碟上即成。
資料來源: https://www.hkda.com.hk/post/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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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pital to
home support
Empty
fridge?

Do I have
support?

How will
I manage
alon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 hospital visit can be overwhelming for a patient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Our caregivers and registered nurses are here to help
patients feel safe and supported on their journey from hospital to home.

HOSPITAL

• Admittance support
• Bedside companion
• Respite care
• Transportation home

HOME

• Visiting nurses
• Home & personal support
• Overnight assistance
• Live-in caregiver

COMMUNITY

• Grocery shopping
• Driver for errands
• Escort for medical
appointments

1.844.339.8638

spectrumhealth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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