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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Quick Response)
Code 碼

病人教育小冊子

改善睡眠有妙法

QR碼是一種黑白符號，你可以使用
移動電子裝置如手機或平版電腦進行
掃描以獲取訊息。

鬆弛運動舒緩壓力

如何掃描QR碼
新型號的手機 :

1. 將相機對準QR碼，然後在屏幕上查看

使用互聯網查找健康資訊

較舊的手機 :
可能需要下載QR碼閱讀器 (App)，
如 Google Lens 或 QR Code RW

Masking Do’s and Don’ts

2. 你的手機將識別QR碼並顯示一個鏈接，
點擊鏈接便可瀏覽訊息

iPhone:
文件將在瀏覽器中打開

Android:
如果鏈接是網站，文件將在瀏覽器中打開；
如果鏈接是PDF，則可能要下載文件

支持食物銀行

如需技術支援或掃描更多的教育小冊子，請聯絡我們
電話：416-603-6277; 電郵：twpfl@uhn.ca

感謝過去數年大家對Fort York Food Bank籌募運動的支持，每年都有很好的
成績。 今年由於疫情影響，我們未能如常舉行籌募。 在此呼籲大家支持你
們區內的食物銀行，除捐贈實物外，也可以金錢捐助作爲替代，使食物銀行
能購買物品，填補食物捐獻的短缺。
Fort York Food Bank 網頁 : https://fyfb.com/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十一月是預防跌倒 月
你知道嗎？

˖ 跌倒是加拿大急症室或醫院就診的最常見原因

展望 2021年

˖ 加拿大的長者因跌倒而住院的平均時間比其他
任何原因都要長十天

以下幾種方法可預防跌倒的可能性：

✔ 檢查家裡可能引致跌倒的裝置
✔ 定期作眼科檢查
✔ 如果藥物使你頭暈，請諮詢醫生
✔ 常做運動以增強體能和加強平衡的技巧
✔ 在家常穿適當的鞋子。
資料來源: https://www.fallpreventionmonth.ca/

2020年由於新冠病毒的傳染，全球不少地方
的民生、經濟、商務、就業、教育各方面都
受到影響, 漸漸引進了生活模式的[新常態]。
疫情肆虐縱然威脅人身健康，導致人心惶恐
焦慮。但是有些人在疫情期間卻提出比較正
面有鼓舞性的想法，提醒我們適時審視人生
優先比重，活好當下；明白萬物彼此依附的
道理，好好珍惜親情; 化危機為轉機，同心
抗疫，在群體中點亮希望！

網上健康講座

歡迎登記訂閲電子報以取得有關網上健康講座或
病人及家屬可參與的UHN其他項目 。訂閲方法：
1. 瀏覧網頁http://bit.ly/UHNPatientNews ，或

2. 使用智能手機上的相機掃描代碼、直接登入訂
閱電子報表格 。
3. 有關訂閱可隨時取消。
查詢：電郵pfep@uhn.ca
或致電416-603-6290

2021年轉眼將至，不知道你對來年有何展
望？ 或許你有意見分享，甚至還有一些落實
自我激勵的座右銘，你願意與別人分享, 使
其他人也有所幫助？
假若你願意，請電郵 : twpfl@uhn.ca，我們
會在明年的期刊發表，在此先謝謝你的參與
和支持。
（在文件中，你可選擇如何列印你的名字）

骨骼健康 Bone Health

(Terms for bone health)
Aerobics, Impact

帶氧運動, 衝擊力

Bone Boosting Nutrients

增強骨骼營養素

Body Mass Index (BMI)
Bone Remodelling

Bone Structural Matrix
Brittle

Compact Bone, Spongy
Bone
Flexibility, Stability,
Balance
Homeostasis
Muscle Loss

Osteoblasts, Osteoclasts
Osteoporosis

Osteosclerosis
Posture, Gait

Strengthening Training
Plan

Weight Bearing Exercises

健康諺語

羊腿肉燜飯

(Stewed Lamb with Indian Long Rice)

體重指數

˖ 羊肉腿 1.5 磅

骨骼重塑

˖ 胡蘿蔔 1 根

骨結構基質
脆弱

密骨質, 鬆骨質
靈活性, 穩定性,
平衡

體內平衡, 自身穩
定
肌肉流失

【材料】

˖ 洋蔥 2 個

˖ 印度長米 2.5 杯

【調味】

˖ 孜然粉 (cumin powder) 3 匙

˖ 黃薑粉 (turmeric powder) 2 匙
˖ 黑胡椒粉 適量

˖ 意式調味料(Italian seasoning )適量
˖ 牛油3匙

【作法】

成骨細胞, 破骨細
胞

1. 長米先洗淨泡水2 小時。

骨硬化

3. 牛油入鍋，煎羊腿肉，煎至兩側焦黃，出的油
下洋蔥、胡蘿蔔丁，下調味料炒香

骨質疏鬆

姿勢, 步姿

強化鍛練計劃
負重運動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
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
地爐茶鼎烹活火，四壁圖書中有我。
讀書之樂何處尋？ 數點梅花天地心。
〈四時讀書樂 - 冬〉– 翁森

2. 羊肉腿醃上鹽、黑胡椒和意式調味料備用

4. 再下泡好水的米ㄧ起拌炒，拌炒加水2 杯，開
大火煮10分鐘，再轉中小火開始燜飯，燜飯
時要筷子戳洞放氣，燜約20分就可熄火。
資料來源 : https://cookpad.com/tw/

We wish you a safe and
healthy holiday season.
Patient & Family Resource Centres

圖書館職員祝大家身體健康
冬節聖誕期間平安喜樂
愉快地迎接 2021 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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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