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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有感恩節

Thanksgiving during a pandemic.

危機為轉機，
生機滿途畿!!

過去數月，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經歷和感受，
我們薈集了一些病人、讀者、和社區人士的
鼓勵片語，跟大家分享，並在此祝大家身體
健康，感恩節快樂!

推展愛心，
點亮希望!

向醫護和前線工作者
致敬…致謝，萬分感謝！

細菌專橫，
卻敵不過親情無限!

世事無常，
快活好今天!

疫情帶來了人生比重的反省和再思…

限聚令讓我們洞悉大家是
彼此依附，唇齒相依!

世界和平穩定你我有份。

保護好自己是最好的抗疫。
學會使用科技查看其他國家/地區如何處理
COVID-19，並創建一個群組以分享經驗。
珍惜生命，愛護眼前人。

左鄰右俚,你我相顧,
同心抗疫,安康與共。

健康就是財富，開拓新生機會…

齊步同心抗疫情, 老少平安萬家歡!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健康諺語

What a pleasure to read in autumn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
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
近床賴有短檠在，對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四時讀書樂 - 秋〉-- 翁森

網上健康講座 (Online Health Talk)

主 題 : 虛擬會議：如何充分利用你的電話或
視頻作會面 (Virtual Visits: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Phone or Video Appointmentst)

日 期 : 九月十七日(星期四)
時 間 : 下午一時至二時
語 言 : 講座以英文進行不設翻譯服務。
不用事先登記。

適當時間在此網頁觀看直播:
https://bit.ly/UHN-HT-Sept2020
使用智能手機掃描

查詢：電郵 pfep@uhn.ca
或致電416-603-6290

觀看存檔的每月講座，
網址為： www.bit.ly/PE_Archived

十月是健康識能月 (October is Health Literacy Month)

•
•
•
•
•
•
	

提高健康識能的竅門 (Tips to improve your health literacy)
去見醫護人員時：

帶著問題去，這樣你就能記住一切。寫下醫護人員告訴你的內容。
帶上你所有的藥物，包括維生素和任何非處方藥或草本藥物。
如果可以的話，帶上家人或信得過的朋友，幫助你記住醫護人員所說的話。
如果聽不懂，就發問。如果還是不能理解，就請醫護人員用普通的日常詞語重複一遍。
用你自己的話重複你獲得的健康資訊。
如果你希望用自己的語言與醫護人員交談，可要求提供口譯員(interpreter)服務。

向醫護人員詢問myUHN Patient Portal（患者門戶系統）的註冊方法。你可以在其中查看你的健
康記錄和預約資訊。(https://www.uhn.ca/PatientsFamilies/myUHN )

千變萬化 - 健康飲食

Yummy Adventure, Healthy Eating

All You Can Eat
任君享用餐
Ambience
進食氣氛 / 環境
Colour / Favour / Texture
食物色 / 香 / 味
Contactless Delivery /
零接觸送貨
Zero Contact Delivery
Curb Side Pick Up
店旁路邊取貨
精選佳餚
Curated Gourmet Food
Dine In
堂食
DIY Meal Kits /
任我烹調食材套 /
Convenient Grocery Bundles 方便食材雜貨包
Drive Through
直通車取餐
Food Concierge
食品提取安排員
Fresh Baked
新鮮烤焙
Home Made
家常烹調
Online Order
網上訂餐
By Phone
電話訂購
Mobile App Order
流動應用程式訂餐
Signature Dish
招牌名菜
Street Food /
路邊小吃 /
Exotic Dishes
異國美食
Upscale Food Options
高價食物選項
Virtual Market
虛擬市場
Summerlicious
夏日美食節
Winterlicious
冬日美食節
Taste of Danforth
希臘美食節
Rib Fest
肉排燒烤節

新！！瑪加烈公主病人和家庭資源中心

(Princess Margaret Patient & Family Library)

癌症教育圖書館員Michelle Snow

位於瑪加烈公主癌症中心主樓的新圖書館，為
病人、家人和員工提供有關癌症資訊、診斷測
試、治療選擇、副作用管理和癒後健康生活的
可靠且最新的健康訊息。我們還可以幫助你尋
找免費的健康教育計劃，社交和情感支持以及
健康團體。

歡迎來查看我們的新書、電子書、DVD、手冊
和小冊子，並使用我們的電腦或其他電子器材。

烤火雞 (Roasted Turkey)

【材料】
		
		
		

野米4杯，蘑菇1兩，西芹1兩，
紅蘿蔔1兩，雪藏火雞1隻。
適量胡 椒粉，1安土（25克）牛油，
少訐茜子，適量鹽，1茶匙蒜茸，
1杯清雞湯。

【作法】 1、火雞洗凈去內臟，
用鹽及胡椒粉醃30分鐘。
野米隔乾水份與蒜蓉及其它蔬菜粒用
牛油炒片刻， 加入茜子及鹽調味。
2、續少加入雞湯煮滾，用慢火煮至半
熟，待涼。將野米餡放入火雞腔內，
用錫 紙蓋著開口，置煤氣焗爐8℃
（230℃ 或450F）焗約2小時至熟。

新的家庭資源中心位於主樓層
毗鄰Murray St.入口。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四 8:30 – 4:30
星期五 8:30 – 4:00
電話：416-946-4501 x 3691
電郵：Patientedu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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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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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