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圖書館通訊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八月
Ju l y – A u g u st 2020

新冠狀病毒疫情的 生 活 資 源 和 指 南

我們的訊息專家匯集了有關COVID-19的最新和最可靠資訊列表。
你可以選擇閱讀文章、
觀看視頻或網絡研討
會(webinars)、收聽
播客(podcasts)、或
使用有關的應用程序
（mobile apps），
列表內容如下：

網頁：https://guides.hsict.library.utoronto.ca/
covid19patientlibrary

社區抗疫行動 臨床心理治療師梁余碧儀

2020 年整整有大半年的時間，全球都被新冠狀病
毒流行病的疫情所影響，從個人、家庭、群體與及
整個社會，由日常起居飲食、種種生活型態習慣、
工作教育、商業財務、購物社交各方面…似乎無
一倖免 ，所帶來的轉變影響之深廣，為歷年來罕
見。而延伸出來對心理，精神方面的壓力和適應，
在在令人無所適從，身心疲勞，焦慮有加。
本地華人社區多位教育及醫療專業人士共同籌劃 [
保泰社區抗疫行動]，為華人及其他族裔社群提供
對肺炎疫情的準確認識，了解社區資源支援，並
在疫情期間面對心理挑戰和提升心理精神健康的
實用方法 (請看附圖海報)。
疫情期間所帶來的轉變令人不期然產生一種莫名
的失落感覺，導因可能有很多，如日常生活習慣
的亂差，失去上學工作的規律，失業帶來經濟滑

1. 安全提示 (Safety Tips)

2. 健康狀況和COVID-19
(Health Conditions & COVID-19)

3. 心理健康與壓力 (Mental Health & Stress)
4. 家庭與照顧 (Family & Caregiving)
5. 長者和有特殊需要社群

(Older Adults & Specific Populations)

6. 生命的盡頭，悲傷和喪親
(End of Life, Grief & Bereavement)

7. 其他語言 Other Languages (可到此目錄內選中文)
(Chinese)
下，摯愛親人離世，
對未來的惶恐等等，
都會大大影響我們的
情緒，帶來憂傷落寞
甚至懊悔遺憾或煩噪
惱怒；生活上茶飯不
思，夜夜難眠，精神
恍惚，離群獨處。短
期的憂思實在是正常
事， 好好自我調適一
下，慢慢適應，重新
投入正常工作社交生活，再開展人生另一幕。
但是假若悲傷，憂鬱消沉的情懷愈益加深，以致
影響日常作息，那麼就需要找專業幫助，尋找開
懷的方式，慢慢走出哀傷的幽暗。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教育單張，歡迎到圖書館免費索取
D-5536A – 改善睡眠有妙法
(Helpful Hints for Better Sleep)

D-5560A – 鬆弛運動舒緩壓力
(Relaxing Exercises to Relieve Stress)

D-5079B – 積極性社區治療 (ACT)團隊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 Team)

D-8616E – 呼吸困難(Shortness of Breath)

閱讀越健康

根本飲食法 (Consciousness)
本書將藉由一日三餐飲食來幫
助專注、使思慮歸零，達到身
體健康、情緒平衡，覺知自
我。(e-book)
冥想：每天，留3分鐘給自己
(3 minutes to meditate)
本書要告訴你冥想並不難，開
始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特別
開闢冥想室，不需要非得要一
兩小時，不一定得有固定的時
間與特定的空間，其實，日
常生活中隨時都是練習的機
會。(TW)

30分钟年轻10岁的拉伸法
免疫細胞治療帶你戰勝癌症
(Aging backwards:
10 years younger,
10 years lighter,
30 minutes a day)
作者為我們帶來了革命性的訓
練方式，她告訴我們如何通過
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少量、輕鬆的運動來保持身
體健康，與其在健身房耗費好幾個小時，不如每
天做30分鐘的輕柔鍛鍊來保持青春活力。(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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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不言原則不只是修養和衛生，更重要的是減
少心理思慮，強化消化吸收，進而改善身體功
能。

電子書『根本飲食法』

(可在網上借閱)

健康講座

UHN每月健康講座取消直至另行通知，
敬請留意。
我們正籌劃將講座在網上進行，
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瀏覽以往的講座，可到以下網頁:
www.bit.ly/PE_Arch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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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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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花園到餐桌 – 芳香葉片

Aromatic Leaves: from Garden to Kitchen
Basil / Bay-leaf

蘿勒 / 月桂

Dill

蒔蘿 / 小茴香

Chives

細香蔥

Fennel

茴香

Lavender

薰衣草

Marjoram

墨角蘭

Mint

歐芹

Rosemary

迷迭香

Sage

1. 將所有配料及調味料放入一個大玻璃碗中。

龍蒿

Thyme

Chinese Herbs

百里香

中式香料

Cilantro / Coriander

芫荽 / 香菜

Lemon Grass

香茅

Ginger / Green Onion
Licorice / Dried
Tangerine Peel

1 個熟的牛油果 (avocado)切丁；1 杯新鮮或冷
凍的芒果 (mango)切丁；1/2 杯罐頭黑豆 (black
bean)，瀝乾罐中水，沖洗乾淨；3/4 杯新鮮薄荷
葉 (fresh mint)刴碎；1/4 杯紅洋蔥(red onion) 切
丁；3/4 杯羊乳酪 壓碎。

【製法】

鼠尾草

Tarragon

【材料】

3湯匙橄欖油 ；½個酸橙/青檸(lime)搾汁及磨碎
果皮； 2茶匙味噌醬 (miso paste)（用1湯匙淡水
稀釋）; 1茶匙蜂蜜；調味–海鹽(sea salt)和現磨黑
胡椒 (freshly ground black pepper)

牛至

Parsley

食譜由健康廚師Geremy Capone提供

【沙律醬】

薄荷

Oregano

牛油果芒果沙律 … 讓你夏季胃口大增

2. 將所有配料及調味料輕輕拌勻即可

資料來源: https://www.ellicsr.ca/en/clinics_programs/ellicsr_
kitchen/Pages/Avocado_Mango_Salad.aspx

薑/葱

甘草 / 果皮

Onion / Garlic / Leek /
Shallot
Pepper / Star Anise

洋蔥 / 蒜 / 韮葱 /
青蔥
花椒 / 八角

下表提供不同味道的沙律醬汁，可按個人口味調配

2湯匙
1茶匙
3湯匙
1/2
2茶匙
調味

苦/清淡味

橄欖油
蜜糖
芒果糊
青檸
魚露
鹽和胡椒

1湯匙
1茶匙
4湯匙
1/2
調味

金屬味

橄欖油
蜜糖
乳酪
*橙
鹽和胡椒

2湯匙
2茶匙
1湯匙
2茶匙
調味

甜味

橄欖油
芥末
*蘋果酒醋
魚露
鹽和胡椒

*如果你有口腔或咽喉疼痛，請避免使用這些橙類水果或醋。 嘗試只使用橙皮來增加風味。

2湯匙
1茶匙
3湯匙
1湯匙

鹹味

橄欖油
蜜糖
芒果糊
*香脂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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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