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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樂新一年!

恭祝大家新的一年健康快樂，可是，什麼是健康呢？! -完整而全面的健康觀念認為，沒有生病只是健康的一個
基本元素，健康同時應包括心理健康和對社會、自然環
境適應上的和諧。也就是說人的機體、心理與社會、
環境的適應能力均處於協調和平衡的狀態。那麼，如
何衡量一個人是否健康呢?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為此對健康定了以下十條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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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充沛的精力，能從容不迫地擔負日常生活和
繁重的工作，而且不感到過分緊張和疲勞。
2. 處事樂觀，態度積極，樂於承擔責任，事無大
小。
3. 善於休息，睡眠良好。
4. 應變能力強，能適應外界環境中的各種變化。
5. 能抵制一般性感冒和傳染病。
6. 體重適當，身材發育勻稱，站立時，頭、肩、
臂的位置協調。
7. 眼睛明亮，反應敏捷，眼睛不易發炎。
8. 牙齒清潔，無齲齒，不疼痛，牙齦顏色正常，
無出血現象。
9. 頭髮有光澤，無頭屑。
10. 肌肉豐滿，皮膚有彈性。

其中前四條為心理健康的內容，後六條則為生物學方面
的內容（生理、形態）。這十條準則亦即健康的標準，
是就一般情況和普遍情況而言，對不同年齡的人還是有
不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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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健康觀的核心思想是「人人為健康，健康為人人」。
資料來源：網上文章

感謝支持食物銀行募捐

感謝所有捐助者的慷慨愛心，支持2019年
年終的食物募捐，這次的捐贈非常豐盈踴
躍。謝謝大家！

約克堡食物銀行 (Fort York Bank)
病人及家屬圖書館

Progress Place 在TWH開設
新服務 -- 資訊亭

多倫多西區醫院和 Progress Place合作
的資訊亭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教育
資訊及幫助他們直接聯繫Progress Place。
Progress Place 是社區內一個社會服務機
構，專為有精神心理健康需要的人士提供
服務和支援。服務包括就業、教育、康樂
及房屋等方面的資訊，協助會員訂下和實
踐個人目標，以回饋社區。
地點：醫院地下大堂 (醫院保安部對面，
Tim Hortons 咖啡店後面)
時間：每週一次9:00 am – 1:00 pm
查詢電話：416-323-0223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健 康 講 座

主 題：待定
日 期：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一時至二時三十分
地 點：多倫多西區醫院西翼二樓演講廳
講座以英文進行, 並有發問時段。
如需翻譯服務, 請事先登記。
電 話：416-603-5800 內線 2220 #
電 郵：twpfl@uhn.ca

免費活動 - 歡迎參加

閱 讀越健康

手術前後飲食養護全書
一本專為手術、電療、化療病友量
身設計最完善的手術前後營養照護
專書。(PM)
走過抑鬱：煮出人生百味
一位曾經患嚴重抑鬱症的女孩，每
天服用大量精神科藥物的，期間曾
試過自殺，可幸獲救。漸漸的因著
信仰和烹飪逐步走出困境，至今已
戒藥七年，每天感恩過活，讓廚師
工作充實了人生。 (TG, TW)
我醫我素：健康素食小百科
作者依據18年來的食素經驗，並結
合醫生的專業背景，分享多年來對
健康素食的心得和知識，讓更多人
認識健康素食的好處和意義，釐清
對素食的認識誤區。(TG, TW)
三間圖書館都有中文圖書供借閱，亦可在各
地點歸還。符註：PM (Princess Margaret);
TG (Toronto General); TW (Toronto Western)

什麽是譫妄症？

譫妄症（Delirium）是一種病症，會造成人的錯
亂。身體上的某種問題（身體狀況的改變）可能會
造成人的思想暫時改變。譫妄症往往開始持續幾
天，通過治療通常會好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
能會發生譫妄症。但是經常會發生在住院的時候。

跡象和症狀

˖˖ 思維混亂 -- 講話混亂或者語義不通
˖˖ 難以集中精神 -- 容易走神或者難以跟上談話
内容
˖˖ 記憶力退化 -- 無法記住名字、地方、日期、
時間或者其他重要資訊
˖˖ 幻覺 -- 看到或聽到不真實的東西
˖˖ 妄念 -- 想到或相信不真實或者不切實的事情
˖˖ 感到煩躁不安 -- 不能保持安穩，難以入睡，
經常下床
˖˖ 精力狀態變化 -- 各種變化，從煩躁不安到昏沉
或者更加嗜睡

親友可以做些什麽來幫助？

家人如果看到任何新的跡象意味著可能有譫妄
症，要馬上告訴醫護團隊。亦可提供以下幫助：
1. 健康飲食 -- 鼓勵並幫助病人進食
2. 注意記錄藥物
3. 幫助他們活動如幫助他們坐、立和行走
4. 幫助他們作刺激腦部的活動
5. 幫助視力和聽力 -- 如戴好助聽器或眼鏡
6. 幫助休息和睡眠
依靠恰當的治療，譫妄症應該可以消失或者大大
減低。
資料來源：www.uhn.ca/PatientsFamilies/Health_Information/
Health_Topics/Documents/Delirium_Chinese.pdf

你有故事分享嗎？
任何健康旅程的故事，都可能幫助到其他的病
人或關顧者，如你願意分享，歡迎聯絡我們。
電話：416-603-6277
電郵：twpfl@uhn.ca

明智飲食 適度享用
Smart Eating - Eat in Moderation
Culinary Skills 烹調技藝
Bake
Barbecue
Blanch
Boil
Broil
Braise / Stew / Simmer
Cook
Cure
Deep Fry
Fondue / Hot Pot
Grill
Marinate
Pan Fry
Pickle
Poach
Raw
Roast
Sautee
Smoke
Spicy-Soy Poached
Steam
Stir Fry

烘焙
燒烤
出水 / 灼
烚 / 燒開 / 煮沸
猛火燒焗
燴/燉/燜
煮
晒乾 / 醃製 /
燻製 / 烤製
油炸
西式火煱 / 火煱
燒烤
用調味料醃
鑊煎
醃
浸 / 水煮
生吃
焙燒
煎炒
煙燻
鹵水內慢火浸熟
清蒸
炒

「讓藥成為你的食物，食物成為你的藥。」
— 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and medicine be thy food.”
Hippocrates – Father of Medicine

人生活不能單靠食物，可是卻又不能沒有食物！
如何享用食物以維持健康並延壽養生呢？很多研
究都建議我們改善飲食以達致健康生活。事實
上，食療是大自然賜與我們的禮物，但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太瞭解。今年的醫學翻譯我們會集中於
「明智飲食 適度享用」，提供食物種類、營養、
食療、烹調等的詞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如你
有任何意見或提供，請聯絡我們，謝謝！
電話 : 416-603-6277

電郵 : twpfl@uhn.ca

碧綠金果笑哈蝦（4人份量）
【材料】

去頭大蝦 ½磅 (226克)、蘋果 (切粒) ¾個、西芹
(切粒) 2莖、紅色燈籠椒 (細型，切粒) ½個、菜
油 2湯匙 (30毫升)
【醃料】

低鹽醬油 1茶匙 (5 毫升)、粟粉 1茶匙 (5 毫升、
白胡椒粉少許
【調味】

低鹽醬油 1茶匙 (5 毫升)、糖 1茶匙 (5 毫升)、
粟粉 1茶匙 (5 毫升)、凍水 2湯匙 (30毫升)
【製法】

1. 蝦去殼和腸，用醃料醃約半小時。
2. 調味料放入小碗中，拌勻待用。
3. 用易潔鑊燒熱1湯匙油，將蝦放入，炒至呈
粉紅色，上碟待用。
4. 燒熱1湯匙油，兜炒西芹片刻，加入蘋果和
燈籠椒，快炒至將熟，將蝦和調味料放入，
兜炒至調味芡汁變稠即可。
【營養師小語】

常用作烹調的水果包括蘋果、鳳梨、桃和果莓
等。水果含有豐富的纖維和維生素。烹調時可
採用新鮮、罐頭或冷藏水果。烹調水果時，最
好把水果切成相同大小，以便均勻烹調。而
且，應避免烹調時間過長和用過多水份來烹調
水果，以免水溶性維他命流失，例如維他命B雜
和維生素C。
資料來源：健康養生食譜p.36

本院基金會與多倫多中文電台合辦
「多倫多西區醫院華人社區健康基金」
(TWH Chinese Community Health Fund)
電台電話籌款

三月五日 (星期四)
早上七時至下午六時 (AM1430)

敬請留意廣播時間並予慷慨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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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WITH YOU

Spectrum Health Care offers a range of customized services
to help you at every step of your recovery.
Patient Transportation
Wheelchair and stretcher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the hospital
Transportation to rehab, medical imaging and
other care facilities
Dialysis transfers

Home Health Care
Personal support workers to help with
recovery at home
Post-surgery and wound care nursing services
Escorts to medical appointments and errands
In-home foot care

Senior Care
Hospital bedside companion
Friendly drop-in visits at home
Live-in assistance and overnight services
Driver assistance for appointments & errands
House cleaning

1.844.339.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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