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tecting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Need some 
support to 

get through 
this time?

Wondering 
how to get help 

from the 
community or 
government?

Do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COVID-19?

Visit projectPROTECH.ca 
for text-based Live-chat

or dial 1-888-210-6606 
during these hours of operation:

PROTECH: 
Pandemic Rapid-
response Optimization 
To Enhance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Health 
is a community-based action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New 

Frontiers In Research Fund 

(NFRF). This project is led by Prof. 

Josephine Pui-Hing Wong and 

Prof. Mandana Vahabi (Ryerson 

University); Dr. Alan Li (Regent Park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and 

Dr. Kenneth P. Fung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and is a joint 

eff ort with our partners and 

collaborators. 

We are here to help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ies and the Canadian 

communities at large to face the 

pandemic together. In addition to 

our live-chat, visit our website for 

accurate COVID-19 information, 

practical ways to cope with 

psychosocial challenges and 

enhance wellbeing,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discrimination,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initiatives, opportunities to help, 

and much more!

Who 
Are We? 

What 
Do We 

Do?

Launch
May 5th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Languages supported

English, Chinese Mandarin, Chinese Cantonese

Tuesday to Saturday: 10am – 3pm EST
and

Wednesday: 6:30pm – 9pm EST



维护您的身心健康！

您对2019
冠状病毒肺
炎有许多
疑问？

想了解
如何获得

社区或政府
的帮助？

您需要
一些支持来
共克时艰？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projectPROTECH.ca 

使用在线聊天功能,  或拨打

1-888-210-6606 联系我们。

我们的工作时间为：
(北美东部标准时间EST）

我们可以
帮助您!!!

服务语言：英语，普通话，广东话

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3点
及

星期三： 晚上6点半至晚上9点

5月5日
开始服务

PROTECH:  
保泰社区抗疫行动
保泰社区抗疫行动是一个社区

行动项目，由加拿大政府的新

前沿研究基金（NFRF）资助。

本项目由 Josephine Pui-Hing 

Wong 黃佩卿教授（瑞尔森大

学，Mandana Vahabi 教授（瑞

尔森大学，Alan L i 李大为

医生（丽晶园社区健康中心), 

Kenneth P. Fung  冯溥伦医生

(UHN大学健康网络）领导，协

同各方合作伙伴共同致力开展

实施。

我们将帮助加拿大

华人社区和其他加

拿大社区共同面对本次疫情。除

了在线聊天功能，欢迎您浏览我

们的网站获取2019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相关的准确信息，了解

应对社会心理挑战和促进身心健

康的实用方法，知悉应对歧视的

策略、社区资源和行动，以及可

以提供帮助的机会，此外，网站

还有更多信息供您浏览！

我们
是谁 ?

我们提供
什么？



維護您的身心健康！

您對2019
冠狀病毒肺
炎有許多
疑問？

想知道

如何獲取

社區或政府

的幫助？

您需要

一些支持 來

渡過難關？

如果您想使用網上實時聊天,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projectPROTECH.ca 

或致電1-888-210-6606 與我們聯繫。

我們的工作時間為：

（北美東部標准時間 EST）

我們可以

幫助您!!!

服務語言：英語，普通話，廣東話

星期二 至 星期六：上午10 時 至 下午3時

及

星期三： 晚上6 時半 至 晚上9時

5月5日

開始服務

PROTECH:  
保泰社區抗疫行動
是 一 個 社 區 行 動 項 目 ， 由
加 拿 大 政 府 的 新 前 沿 研 究
基（NFRF）資助。本項目由
Josephine Pui-Hing Wong 
黃 佩 卿 教 授 ( 瑞 爾 森 大
學，Mandana Vahabi 教
授（瑞爾森大學，Alan Li 李
大為醫生（麗晶園社區健康
中心，Kenneth P. Fung  馮
溥倫醫生（UHN大學健康網
絡）領導，協同各方合作夥
伴共同致力開展實施。

我們將幫助加拿
大華人社區和其
他加拿大社區共同面對本次疫
情。除了網上實時聊天功能，
您也可以從我們的網站獲取關
於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相關的準確信息，了解應對社
會心理挑戰和促進身心健康的
實用方法，知悉應對歧視的策
略、社區資源和行動,有關參
與幫助社區的機會, 以及還有
更多信息供您瀏覽！

我們
是誰?

我們提供

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