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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創意…發揮潛能
勇氣飛揚夏日長!
建 立 內 力 智慧

過去一年多冠狀病毒肆虐, 令好些人覺得困擾、焦慮、情緒低落，對事對人都感到莫名的壓力。有
人會問如何為自己建立內力(resilience)，好應付人生所要面對的挑戰甚至逆境呢?

何謂內力? 這股內蘊的能力往往讓我們感到有透心安康的意識，心裡泛湧深摯的愉悅, 感到世間有真
愛和安舒。
有人說人生存基本上有三類型的需要，就是: 安全穩妥、滿足愉快、和人際聯繫。以下所列都是你
我經跨人生建立內力的智慧，縱然每人背境、經歷、體驗、際遇有所不同，只是當中的哲學卻是極
之寶貴。以下提出的點滴,希望鼓動激發你的思緒,為你帶來鼓勵和提醒。
調理身心靈健康
•

信任自己

•

給腦袋有休息空間

•
•
•
•
•
•
•
•

體驗當下

收納生活裡面的[好]
開放視野寬廣向前

自我生活實踐
˖

認識自己的需要: 放下包袱重擔,

˖

無懼挑戰困難 -- 突破一己的範疇:

尋得心靈安穩處

˖

健康飲食、常做運動、寧神

˖

不為小事纏繞 - 匯集心神做好

˖

定意活出正向人生
安睡
本份

或短期內難以完成的目標

學習新事物或重溫以前學過的技
能

享受輕鬆: 讀本好書、聆聽音樂、

˖

不作強者，接受信賴他人

˖

善待自己與別人

˖
˖
˖

正念默想、午間小睡…

˖

工作和社交的現況

˖

找一個可立腳的平台: 接納及滿意
察覺及培養感恩的態度

不要老是自責，不要堆積負
能量

擁抱創意人生

˖

接納欣賞別人傳遞來的愛意
多施與別人

選擇去愛: 學習寬恕自己與寬恕
別人

懷大愛做小事: 溫言細語，替人
開門…

為己為人做大事: 懷抱理想,挑戰
及發揮自我潛能, 讓勇氣飛揚

欣賞及愛護大自然: 綠化家居環
境，珍惜大地資源

臨床心理治療師梁余碧儀
多倫多西區醫院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劃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電 子書

想閱讀或聆聽 電子書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請聯絡我們。如有需要，我們在可能的情況
下可提供科技協助 。
電郵 : twpfl@uhn.ca
電話 : (416) 603-6277

越讀越健康

“得舒饮食”(Dash Diet)
(電子書)
DASH饮食能有效降低抗胰岛
素性和减少糖尿病发，最快14
天就可以起到降血压作用。
治疗抑郁、焦虑的草药秘法
(電子書)
缓解压力和焦虑的自然疗
法：减压实用技巧冥想减
压、药茶减压、药浴减压。
婦科病 (電子書)
介紹各種婦科病的中醫診
治、調理和養生知識。

不曬太陽也會有熱傷害嗎?

疫情期間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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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覺得在戶外容易受到熱傷害，那不出
門是不是就沒有這個困擾？其實並非如此，熱
傷害的成因多為高濕熱環境下造成，若室內環
境未保持良好通風，或是在悶熱的環境中進行
長時間運動、工作，即使未接觸太陽日照，也
是有可能會引起熱傷害的發生的，因此，無論
在室內室外，都要適時補充水分。
更多資訊: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
aspx?nodeid=440

Summer - Courage
Physical Health

夏天 - 勇氣飛揚
身體健康

Dehydration

脫水/乾燥

Heat Injuries: heat cramp/heat
edema/heat exhaustion/heat
syncope/ heat stroke
Self-Care (physical/emotional/
spiritual )

熱傷害:熱痙攣/熱
水腫/熱衰竭/熱暈
厥/中暑
自我照顧
（身體/情感/心靈

Food allergies

Mental Health

食物敏感

逆境/壓力/創傷

Flash of Insight

頓悟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cus/Modify/Grow
Fulfillment

Resilient Optimism

Inquisitiveness/ NonConforming /Sensitivities

Coping Strategies

Artistic Expression/Inner
Creator
Breakthrough Comfort-Zone
Companionship/
Resourcefulness
Divergent Thinking
Proactive/Risk Taking

Self-Discovery/Self –
Reflections/Self-Actualization
Vision/Passion/Transform

薑 蒜 三 文魚糙米飯
材料
魚醃料
製法

你見到既存事物會問：怎
麼可以的？我夢想從未存
在過的事情，我問：為什
麼不可以這樣呢？

心靈健康

Adversity/Stress/Trauma

健康諺語

情感智商

專注/調校/成長
滿足/活力

堅忍樂觀態度

好奇心/不落俗套/感性

——蕭伯納

You see things; and you
say 'Why?' But I dream
things that never were;
and I say 'Why not?'
— George Bernard Shaw

應對策略

高超品味/內在天賦藝術家
突破舒適地帶
友伴/支援資源

思維奔放
主動出擊/承擔風險

瞭解自我/反省自我/實現自我
憧憬/熱忱/轉化

(Chinese Ginger Garlic Salmon with Brown Rice)

長粒糙米1杯；芥蘭或西蘭花2杯；去核棗子2個；葡萄乾¼杯；切碎蔥末¼杯；海鹽¼茶匙

三文魚(Salmon)、北極紅點鮭(Arctic Char)或鱒魚(Trout) 1磅；切碎生薑½湯匙；蒜茸½湯
匙；低鈉醬油½湯匙；孜然粉(Ground Cumin) 1茶匙；米酒醋2茶匙；橄欖油1茶匙
1. 將魚和醃料混合醃約15至20分鐘。

2. 在高溫的中火鍋中，加入2¼杯水，大米，棗子和鹽。煮沸後蓋上鍋蓋，將熱量調低，煮
約30分鐘。

3. 將葡萄乾加入米飯中，攪拌均勻。將西蘭花均勻地放在米飯上。在西蘭花上放魚片，蓋上
鍋蓋，再煮15分鐘，直到米飯和魚煮熟。

4. 撒上蔥即可食用。

資料來源: https://www.ellicsr.ca/en/clinics_programs/ellicsr_kitchen/Pages/chinese_garlic_
salmon_brown_ri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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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