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圖書館通訊
二零二零年三月至四月
M a r c h – A pr i l 2020

世界腎臟日
( 三 月十二日)
世界腎臟日是一個全
球性的認知運動，旨
在提高人們對腎臟重
要性的認識。

遵循8項黃金法則，降低患上腎病的
風險
1. 保持健康和活躍

2. 定期控制血糖水平
3. 監測血壓

4. 健康飲食，保持體重

5. 保持健康的水分攝取量
6. 不要吸煙

7. 不要定時服用非處方藥物

8. 如果有一個或多個高危因素，請檢查自己的
腎功能

電 台 籌 款

本院基金會與多倫多中文電台合辦
「多倫多西區醫院亞裔社區健康基金」
(TWH Asian Community Health Fund)

籌款活動於三月五日(星期四)舉
行。在此感謝電台及醫院工作
人員和義工們的落力參與，加
上各位善長仁翁慷慨解囊，共
襄善舉。款項將撥入多倫多西
區醫院的亞裔社區基金，以幫
助促進對亞裔病人的健康教育，確保他們獲得大
學健康網絡的世界級醫療護理、疾病預防和治療
方面的資訊。雖然直播活動已結束，公眾仍可到
網上捐款：www.chinesecanadianradiothon.ca
你的一分一毫都能幫助改善亞裔社區的醫療保健
和生活質素。請繼續多多支持!

資料來源：www.worldkidneyday.org/ckd-2020-chinese-traditional

UHN腎臟病學科慶祝世界腎臟日
日期：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
時間：8:00 a.m. – 2:00 p.m.
位置：多倫多全科醫院
Elizabeth St入口地下Eaton Lobby

關注並使用以下標籤(hashtags)，加入社交對
話：#UHN_WorldKidneyDay #WorldKidneyDay

諮詢如何免費申請新的健康卡可瀏覽：
www.ServiceOntario.ca/RedandWhite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健 康 講 座

主 題：結核病
日 期：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主 題：眼睛疾病／視力健康
日 期：四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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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炎體質這樣吃！台大醫師教你喚
醒身體的自癒力
本書教你挑對正確的飲食，吃出身
體的自癒力，進而避免各種疾病，
健康活到老。(TW)
眼科醫師自己在用的視力回復法

作者多年來不斷主張，視力是治得
好的疾病，而且靠自己的力量就能
改善。(TW)
遠離癌症--抗癌藥膳與氣功調養(附DVD)

主要內容為29道抗癌藥膳，附癌症
病人早中晚手術期飲食策略。藥膳
外，並附「抗癌健身法」圖解及影
片示範，幫助病人對抗頑疾。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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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ooks 電子書籍

我們新增了很多中文電子書籍，歡迎到病人及家
屬圖書館領取用戶號碼 (user id)，用智慧型手機
(smart phone)、平板電腦 (ipad, tablet) 或電腦
(desktop，laptop)，借閱健康和保健的電子書籍。

教育單張，歡迎到圖書館免費索取
˖
˖
˖
˖

D-5695A – 手部衛生 (Hand hygiene)
D-3290A – 活動性結核病 (Active TB)
D-3291A – 潛伏性結核感染 (Latent TB)
D-5387A – 歡迎光臨 TWH TB Clinic

更多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Patient & Family Education -- UHN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選 Search for Health Information
然後選

✅ General Health Topics

✅ Safety

Kidney Foundation Canada
https://kidney.ca/Support/Resources

食品安全：食品標簽指示
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documents/
healthfiles/hfile59c-c.pdf
洗手：防止病菌傳播
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documents/
healthfiles/hfile85-c.pdf

為什麼洗手很重要？

洗手是保持健康的最簡單和最好的方法之一。在一
天當中，醫療團隊會接觸可能攜帶有害細菌的患者
和設備。然後，這些細菌可經醫護人員的手在患者
之間轉移。保持手部衛生可阻止細菌的傳播。
資料來源：www.uhn.ca/PatientsFamilies/Health_Information/

Health_Topics/Documents/Hand_Hygiene_at_UHN_Chinese.pdf

健康諺語 過分依賴數碼產品和網絡令人心情易變差。
請定期進行數碼排毒，放下電子產品，
建立自控生活，讓身心靈放個小假期。
- 解憂手冊p.126 (可在圖書館借閱)

明智飲食 適度享用
Smart Eating - Eat in Moderation

營養標籤

Food Safety / Nutrient Labelling
食品安全 / 營養標籤
Additives / Preservatives /
Processed
Allergy / Pathogens
Amount /
Reference Amount
Calories
Carbohydrates
Contaminate / Transmit /
Infection
Core Nutrients /
Nutrients Content Claims
Dietary Fibre
Dietary Trade-offs
Fats: Total Fats /
Saturated Fat / Trans Fat
Food Borne Diseases
Ingredients
Minerals
Protein
Prudent Shoppers /
Informed Food Choices
Serving Size /
Percent Daily Value (% DV)
Sodium
Vitamins

添加劑 / 防腐劑 /
加工處理
過敏 / 病原體
份量 /
參考量
加路里
碳水化合物
污染 / 傳播 /
感染
核心營養成分 /
聲稱的營養成份
膳食纖維
飲食權衡
脂肪：總脂肪 /
飽和脂肪 / 轉移脂肪
食源性疾病
原料成分
礦物質
蛋白質
謹慎購物者 /
知情地選擇食物
每份多少量 /
每日攝量 (% DV)
鈉
維生素 / 維他命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資料

www.toronto.ca/community-people/healthwellness-care/diseases-medications-vaccines/
coronavirus
https://travel.gc.ca/travelling/advisories

www.publichealthontario.ca/en/diseases-andconditions/infectious-diseases/respiratorydiseases/novel-coronavirus

大部分預先包裝食物將附有營養標籤，食品上的
營養聲稱，如「低脂」和「高纖」等，須符合特
定要求才可使用。

閱讀營養標籤有甚麼用處？
˖ 了解食物的營養成分及幫助計算能量和營養素
吸收。
˖ 比較不同食物的營養成分，從而作出較健康的
選擇。
˖ 配合個人的膳食需要，如保持健康體重、控制
血醣、膽固醇和血壓等。
資料來源：www.gov.hk/tc/residents/health/
foodsafe/nutrition.htm
下載“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App）

iOS手機版本：https://itunes.apple.com/
us/app/food-safety-information-shi/
id618659257?mt=8

Android手機版本：https://play.google.com/
store/apps/details?id=com.iacm.foodsafety

雙寶海參湯 (四人份量)
【材料】

瘦肉500g、海參2條、黑木耳2朶、雪耳2朶、
紅蘿蔔1根、黑/紅棗6粒、南杏20g、北杏20g
【製法】

1. 所有材料洗淨，海參切斜塊，加薑葱煮20分
鐘；
2. 瘦肉切件出水；紅蘿蔔切件；木耳、雪耳浸
水泡開；
3. 燒開水，下所有材料，水滾用慢火煲1個半小
時，下鹽調味即可。
【功效】

健脾益氣，補肺固腎。

資料來源：飲食與癌症第四版p.81

你有故事分享嗎？任何健康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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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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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fortably,

in the hospital or at home.

Home Health Care

Senior Companionship

· Post-surgery and wound care

· Hospital bedside companion

· Personal support workers to
help with recovery at home
· Mobile foot care

· Overnight and live-in assistance

nursing services

· Wheelchair and stretcher
transportation

· Friendly drop-in visits at home

· Driver & escort for appointments
& errands
· House cleaning
· Home & pet check

spectrumhealth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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