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圖書館通訊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No v e m b e r – De c e m b e r 2019

關於疼痛

疼痛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經驗，從創傷後的急性
疼痛，到長期慢性的酸痛、麻痛，都可使患者
飽受折磨，身心俱疲。疼痛是你的身體需要幫
忙而向大腦發出訊號的一個方法。
將你疼痛情形告訴醫生或護士，他們可以幫助
你減輕疼痛。他們可能詢問以下問題﹕
1. 你疼痛的部位？指出你身上的疼痛部位。
2. 疼痛是不是散佈到身體的其他部份？
3. 疼痛是何時開始的？

4. 疼痛程度如何？指示疼痛量表 (0-10) --由零
（無痛）至十（最痛）

5. 感覺如何？是灼痛、刺痛或是疼痛？是鈍痛
還是劇烈疼痛？疼痛是持續性的還是時痛時
好？
6. 疼痛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候惡化嗎？早晨？傍
晚？
7. 什麼會減輕疼痛？什麼會使疼痛惡化？你做
了什麼試圖減輕疼痛？藥物能減輕疼痛嗎？
疼痛何時會加劇，是你活躍時或是靜躺時？
8. 疼痛影響你生活的其他部份嗎？疼痛是不是
使你很難睡覺、吃東西或照顧自己或他人？
它是不是引起你心煩、哭泣或沒有耐心？
資料來源：

www.healthinfotranslations.org/pdfDocs/
AboutYourPain_TCh.pdf

UHN團隊樂在社區…
八月17日和18日在中區唐人
街舉行的「多倫多華埠節」
估計有26萬人參加。為推廣
服務，大學健康網絡(UHN)
也有以下的團隊參與這社區
活動，以遊戲方式介紹UHN
服務，與眾同樂，歡渡週末!

˖˖ Chinese HepB Peer Support
Group (華人乙型肝炎互助
團體)

˖˖ Living Donor Program (活體捐贈計劃)
˖˖ Family Health Team (家庭醫療團隊)

˖˖ Patient Learning & Experience Centres
(病人教育)
感謝義工和職員的參與，
共約四百人到訪我們的攤位

聖誕新年節日通告

圖書館將於
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1月1日關閉
2020年1月2日重開
˖˖ 歸還借用的圖書可投入還書箱
(DropBox) 內，多謝合作!

祝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健 康 講 座

主 題：管控疼痛
日 期 : 十一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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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160A – 日間手術後如
何控制疼痛

D-8714B – 綜合知行治療
小組 (IGBT)

D-8611E – 如何護理癌相關性
疼痛疼痛
D-5179 – Pain Management
Services

痛症管理的用語

Acute / Chronic Pain

閱讀越健康

急性 / 長期慢性 疼痛

Analgesic

止痛劑

Comorbidity

合併症

Distraction

注意力轉移

Balancing and Pacing 平均分配 / 按步而行

歡迎到圖書館來閱讀或外借
減痛—常見都市痛症療法
中醫師的臨床實戰經驗和基本中
醫理論，討論常見的各項痛症及
都市病。
自癒是大腦的本能：見證神經
可塑性的治療奇蹟
發掘強化神經迴路、激發自癒
力的復原故事。

健康諺語

病人教育單張，請到
圖書館免費索取:

啟動．心康—精神健康求助攻略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探討由兒童、
青少年、成人、懷孕前後直至老
年可能發生的精神病症及治療方
法；康復者親述心路歷程；鼓勵
患者勇敢地面對精神疾病，重構
康健豐盛之人生。

適量的工作、活動及社交生活有助建立自
信，幷讓身邊的人有機會關懷和支持你。

長期痛症知多啲 p.30

Diffusing / Radiating
Exacerbating /
Relieving Factors

各種疼痛

擴散 / 放射
悪化 /
緩解因素

burning

灼痛

crushing

壓迫

cramping
stabbing

pounding

sharp/acute
throbbing
dull

distended
itching

nauseating
pulsating
splitting
tingling

絞痛
刀刺痛
錘擊痛
劇痛
跳痛
鈍痛
脹痛
癢痛

痛至嘔心
博動
撕裂
刺痛

更多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Patient & Family Education -- UHN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選 Search for Health Information
然後選
99 General Topics
99 Pain & Anesthesia

UH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 and Pain
Management
www.uhn.ca/Surgery/PatientsFamilies/
Anesthesia
查看有關疼痛的電子書籍：https://uhnpatient.
overdrive.com/collection/96037
長期痛症知多啲 (香港醫院管理局
聯科綜合痛症治理專責小組2018年1月第三版)
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
MediaLibraries/SPW/SPWMedia/%e9%95%b7
%e6%9c%9f%e7%97%9b%e7%97%87%e7%
9f%a5%e5%a4%9aD-(2018).pdf?ext=.pdf

確保住院安全 -- 接觸預防措施
(contact precaution)
如果你住醫院時需要接觸預
防措施，我們將遵循以下安
全規則：
99 你將被轉移到一個單人
病房，這稱為隔離。這
是阻止病菌傳播給其他
人的重要途徑。

99 我們將在房門張貼了一個標誌，向所有員工
和訪客說明要求。
99 每個人進入你的房間都需要穿罩衣，戴手
套。根據門上的說明，他們可能還需要戴面
罩和護目鏡。這包括所有員工和訪客。
99 你的醫療團隊會要求你定期用肥皂和清水
（或使用酒精洗手凝膠）洗手，尤其是在使
用洗手間之後。
99 我們將每天對你的病房裡面的檯面和設備
清理和消毒。

資料來源：www.uhn.ca/PatientsFamilies/Health_Information/
Health_Topics/Documents/Contact_Precautions_Chinese.pdf

電 子 醫療週 -- 十一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七 日
(Digital Health Week)

電子醫療(digital health)是使用電子工具和技
術來提供醫療服務以協助提供更好的健康服
務。UHN提供以下資源來幫助病人和家屬以電
子工具獲取健康訊息：

1. myUHN Patient Portal -- 是一個安全的網
站，病人和家屬可以在網站查看其醫療預
約、就醫結果和診所記錄。(www.myuhn.ca)
2. Virtual Patient Focus Group病人關注小組
-- 是病人和護理人員的在線論壇，以分享他
們對UHN重要項目的意見。(www.uhn.ca/
corporate/AboutUHN/Patient_Experience/
Pages/patient_focus_group.aspx)

3. 提供可靠健康訊息的
網站，查找健康訊息
和使用移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s)。
(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4. 通過病人和家屬圖書館提供有關各種健
康主題的電子書 (E-books)，有聲讀物
(Audiobooks)和川流式視頻 (streaming
DVDs)。新增的有Mayo Clinic Health
Letters。(https://uhnpatient.overdrive.com)
中文的電子書請按頁頂的 Collectons，
選Languages，再選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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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 E C T R U M H E A LT H C A R E . C O M

編輯委員︰Po-Lin Cheung-Leung, Yammie Leung, Eliza Diu, Kristin Foster

免責聲明︰大學健康網絡(UHN)感謝各廣告商戶支持本刊物。UHN並無認可本刊物內關於商品及服務的廣告，UHN對廣告內出現的商品及服務並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通訊只為提供資料及參考之用.請向你的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查詢有關你的個人健康情況.資料內容可影印一份作非商業性用. ©大學健康網絡-多倫多西區醫院-病人及家屬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