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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週（五月 六 日 至 十 二 日 ） !
UHN的精神健康資源

臨床心理治療師梁余碧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全球目前有四百
五十億人口正受著精神疾病的煎熬, 精神病成為世
界性導致殘障的首要原因。近年本國的統計數字顯
示有六百多萬加拿大人患有精神病，每年精神病患
者在醫療護理方面的支出，與及在生產力和生活質
素上的損失，給本國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大學健康網絡 (UHN)的精神健康資源中心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轄下擁有不少多元化專業團
隊，為不同年齡、性別、族裔、及語言文化的市
民提供多項適切他們需要的心理精神服務 (如情緒
病，老人科，厭食症，癖癮支援等等)，幫助他們
渡過危機，處理當前的問題。

[精神健康資源中心]除了在多倫多全科醫院(TGH)設
有精神科住院服務，在西區醫院(TWH)還設有精神
病急診服務 (PESU & UCC)，社區精神健康門診部門
(CMH) 與及社區治療團隊 (IMPACT)。
位於多倫多西區醫院(TWH)的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
劃 (Asian Initiative in Mental Health)致力提供居住
在多倫多及鄰近地區十八歲以上的華裔人士適切語
言及文化的精神及心理健康服務。醫療團隊有精神
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服務包括臨床問症、評估、
治療、外展、和社區教育。服務完全屬於自願性
質，由安省醫療保險計劃支助。
聯絡資料：多倫多西區醫院東翼 9樓
電話：416-603-5349

五月母親節…六月父親節…慶祝一個幸福的家庭吧!
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安娜卡列妮娜》Anna
Karenia的開篇寫過這一句話：『幸福的家庭都
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究竟幸福家庭都有什麼共同點？

溝通 -- 相互溝通是維繫家庭幸福的一個關鍵要
素。多和家裡人溝通交流，可以避免許多的誤會
和矛盾。

信任 -- 對家人要保持信任，不要讓猜疑毀了家庭
的幸福。
健康講座

謹慎 -- 遇到問題和矛盾，要保持冷靜和理智，不
可衝動。衝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
變得更糟糕，最後受損的還是整個家庭。
換位 -- 凡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家人，遇到
問題的時候多進行一下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
度上想想，這樣你會更好的理解家人。
快樂 -- 好材料能做出好東西，快樂的心情才能構
建起幸福的家庭。所以，進家門之前，把在外面
的煩惱通通拋掉，帶一張笑臉回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資料來源：網上文章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ssay/6l4ygxq.html

UHN每月健康講座取消直至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教育單張，歡迎到圖書館免費索取
D-5696A – 手部衛生 (Hand hygiene)

D-5951A – 在採取預防措施時共用一間房
(Sharing a Room While on Precautions)
D-8751C – 接觸預防措施 (Contact
Precautions)

D-8616E – 呼吸困難(Shortness of Breath)
D-5155A – 譫妄症 (Delirium)

閱讀越健康

Cup Of Therapy心累了，來抱抱吧
這是一本讓你面對工作壓力、
情緒低落、迷惘人生、失去至
親摰愛時，重新獲得力量的圖
文書，透過書中充滿溫情的動
物插畫和睿智幽默的文字，撫
平你的傷痛，提振你的精神，
療癒你的靈魂！(TG)
幸福加減：100個影響幸福的要素
本書介紹100個對幸福感影響最
大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解
釋生活境況、日常活動和七情
六慾中最影響幸福感的因素。
有助於增加你的幸福感，提升
生活質量。可助你實現生活更
幸福的願望！(TW)
最好的醫生就在你體內──
免疫細胞治療帶你戰勝癌症
(A healthy mind is in a
healthy body)
每個人的體內都藏著一個強大
而複雜的武器，能保護人類不
受病毒、細菌的攻擊，那項武
器就是──免疫系統！(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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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諺語

打造快樂的腦需要學習，透過正面思考與正面
情緒，讓快樂的內涵日益豐富。開放心胸的
笑、舞蹈、以及人際關係，能帶來滿足與喜
悅，也帶來人際關係的友善與和諧。

電子書『打造聰明腦．快樂過生活』

更多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可在網上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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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od and Nutrition

˖ Frequently Searched
˖ Mental Health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information-in-otherlanguages

香港營養師協會 Hong Kong Dietitians Association
www.hkda.com.hk/posts/146?lang=zh
公共衛生健康資訊
www.ontario.ca/page/2019-novel-coronavirus
或致電 :
Telehealth : (1-866-797-0000)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 (416)-338-7600

飲食調和 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and Diet

Culinary Skills 烹調技藝

Amino Acids
Antioxidant Enzymes
Anxiety / Depression /
Psychosis
Co-Morbid Health
Condition
Complex Carbohydrates
Concentration / Attention
Dietary Pattern
Elements: Zinc /
Magnesium / Selenium
Energy-Dense Diet
Essential Fatty Acids
Food Group /
Proportion
High Quality Diet
Integrated Body-Mind
Approach
Insomnia / Irritability
Memory / Confusion
Micronutrients
Minerals and Water
Neurotransmitter
Nutritional Intake
Specific Mechanism
Vitamins

氨基酸
抗氧化酶
焦慮 / 情緒低落
(憂鬱)/ 重性精神病
合併症
複合式碳水化合物
集中力 / 注意力
飲食習慣
元素：鋅 /
鎂/硒
高能量裹腹飲食
基本脂肪酸
食品組列 /
分量比例
高質素飲食
身心整合方式
失眠 / 易怒
記憶力 / 混亂不清
微量營養素
礦物質和水份
神經遞質
謍養攝入量
特別機制
維生素 / 維他命

蔬菜烤鱒魚（4人份量）
【材料】

紅鮭鱒魚340克（12安士）、中型橡果形南瓜半
個去皮切丁、紅洋蔥1個切薄片、辣椒2杯（500
毫升）
【配料】

橄欖油1湯匙（15毫升）、鹽1/4茶匙（1毫升）
、乾百里香2湯匙（30毫升）、低鈉醬油1湯匙
（15毫升）、蜜糖2湯匙（30毫升）米醋1茶匙
（5毫升）、低鈉蔬菜湯1/2湯匙（7毫升)
【製法】

1. 將焗爐預熱至200°F（200°C）。烤盤用羊皮紙
（parchment paper）鋪上。
2. 在焗爐的盤子中，將橄欖油、鹽、百里香、紅
辣椒、南瓜、和紅洋蔥一起拌勻。烘烤25分鐘
或直到蔬菜變軟。
3. 在一個小碗中，將醬油、蜂蜜、和米醋一起攪
拌。
4. 用羊皮紙將醬油混合物倒在烤盤上。將魚片皮
朝上放在醬油混合物的頂部。在焗爐中烘烤15
分鐘，或者直到魚片剝落為止。
5. 在進食前去除鱒魚皮，並與烤蔬菜一起食用。
【小貼士】

可以將整個橡果形南瓜烤軟，使準備工作更加輕
鬆。將整個南瓜放在400°F（200°C）的預熱焗爐
中20-25分鐘，或者直到可將南瓜輕輕地擠壓。然
後切成薄片，除去種子並去皮。
資料來源：www.unlockfood.ca/en/Recipes/Main-courses/
Glazed-Trout-with-Roasted-Vegetables.aspx

你有故事分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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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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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