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圖書館通訊
二零一九年九月至十月
S e pt e m b e r – O c tob e r 2019

十 月 是 健康識能月
什麼是健康識能？

健康識能的意思是利用很多不同的技能來
獲取、理解、表達及使用資訊，以便就自
己的健康做出正確的決定。

健康識能為何重要？

˖˖ 為管控慢性健康問題，或為照顧有需要
的其他人去接受不同的醫療測試及應服
的藥物。
˖˖ 你的健康識能越高，就越能管控自己的
健康及善用保健系統。

你有故事分享嗎？

任何健康旅程的故事，
都可能幫助到其他的病人或關顧者，
如你願意，歡迎聯絡我們。

以下是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 的
「健康識能評估表」(Health Literacy Scale)，
測試自己的健康識能水平: Health Literacy
Scale – Boston University
網頁: https://healthliteracy.bu.edu
在搜尋箱 (Search Box)內輸入:“Mandarin
Health Literacy Scale - MHLS”;
在at-a-glance 下下載 Download measure
[PDF - 435kB]

可捲到這頁的末端下載答案Download
admininistration instructions: [PDF - 337kB]
或直接進入這網頁做評估:
https://healthliteracy.bu.edu/
documents/62/Mandarin%20Health%20
Literacy%20Scale(MHLS).pdf
直接找答案:
https://healthliteracy.bu.edu/
documents/62/Mandarin%20Health%20
Literacy%20Scale_MHLS.pdf

總分：（0-30）- 不足；
（31-42）- 中等；
（43-50）- 優等

電話：416 603 6277

電郵：twpfl@uhn.ca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健 康 講 座

主 題：關節炎
日 期：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主 題：藥物的使用
日 期：十月二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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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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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到圖書館來閱讀或外借
醫學英語情景實用指南
medical English

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
the upside of stress
一本帮你与压力共存的实
用指南
正向關係－99句教子好句
Positive parenting –
99 phrases to your kids
正向親子關係是教養的基礎
也是孩子快樂及成功的基石

病人教育單張，請到圖書館免費索取：
健康識能：為何重要？
- D-5586A
安全用藥 - D-3364A

使用互聯網查找健康資訊
- D-5230D

(患者門戶) – Patient Portal

其他病人教育資訊

瀏覽錄像電影：
www.youtube.comUHNPatientEducation

健康與保健應用程式 (health & wellness apps)
˖˖ English (英語)

˖˖ Chinese (中文)

˖˖ Multilingual (多種語言)

歡迎到圖書館索取應用程式的單張

為什麼要閱讀
˖˖ 讀書使人充實
˖˖ 討論使人機智
˖˖ 筆記使人準確
˖˖ 讀史使人明智
˖˖ 讀詩使人靈秀
˖˖ 數學使人周密
˖˖ 科學使人深刻
˖˖ 倫理使人莊重

˖˖ 邏輯修辭使人善辯

˖˖ 凡有所學，皆成性格。

— 培根

健康關注及推廣

九月
失智症 (World Alzheimer’s Month)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十月
乳癌 (Breast Cancer)
職業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精神病（一至七日）(Mental Illness Oct 1-7)

更多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Patient & Family Education -- UHN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選Search for Health Information
✅ General Health Topics

˖˖ Your UHN Experience

˖˖ Rehabilitation (Aging)

˖˖ Aging (Geriatric Rehab)

或選

˖˖ Occupational Therapy

✅Frequently Searched
˖˖ Cancer

˖˖ Breast

˖˖ Prostate & Testicular

˖˖ Mental Health

或選

✅Other languages

˖˖ 中文 (Chinese)

健康諺語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四時讀書樂 - 春〉-- 翁森

三文魚番茄薯仔湯 Salmon, tomato
and potato soup (2人份量)
【材料】

三文魚 320克、小型薯仔 2個 (去皮) 、番茄 3
個、薑數片、水 1- 1.5公升
鹽約半茶匙

【調味】
【製法】

1. 三文魚、薯仔、番茄洗淨切件備用。
2. 三文魚放進入易潔鑊煎香，不用加油。
3. 將所有材料以大火煲滾半小時，然後再轉
慢火煮約半小時，加進少許鹽調味即可。
營養分析：每人份量

熱量(energy) 305卡路里 (Kcal)；醣質
(carbohydrates) 27克(g)；蛋白質 (protein)
36克(g)；纖維素(dietary fiber) 5 克(g)；脂
肪(fat) 6克(g)；膽固醇(Cholesterol) 83毫克
(mg)；維他命A (vitamin A) 134微克 (ug)；維
他命C (vitamin C) 48毫克 (mg)
資料來源 -- 輕鬆抗癌營養師食譜 p. 106-7 歡迎到圖書館借閱這書

多倫多全科醫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中文圖書角

全科醫院的圖書館新添更多中文書籍，歡迎
借閱。你可在全科醫院/西區醫院/瑪嘉烈癌症
中心的圖書館各借閱三本，還書可在同一地
點而不用各跑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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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WITH YOU

Spectrum Health Care offers a range of customized services
to help you at every step of your recovery.
Patient Transportation
Wheelchair and stretcher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the hospital
Transportation to rehab, medical imaging and
other care facilities
Dialysis transfers

Home Health Care
Personal support workers to help with
recovery at home
Post-surgery and wound care nursing services
Escorts to medical appointments and errands
In-home foot care

Senior Care
Hospital bedside companion
Friendly drop-in visits at home
Live-in assistance and overnight services
Driver assistance for appointments & errands
House cleaning

1.844.339.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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