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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便鞋 縛
\ 帶鞋 黏
\ 貼鞋？
市面上有不同鞋款 ， 包括方便鞋
江馥賢 不用縛帶，把腳「穿落去 」便穿著妥當
（
的鞋款 ）、 縛帶鞋 ， 以及是用黏貼帶扣
實腳部的鞋。 林沅君不建議長者選購方
便鞋， 反而建議長者穿著有黏貼調校帶
的鞋款， 以扣好腳背， 控制及舒緩前衝
力。
四、穿著涼鞋？
夏日炎炎 ， 不少長者愛穿涼鞋 ，
林沅君認為， 長者若無長期病患及皮膚
問題，穿著涼鞋的確沒問題。 可是，對
於有長期病患的長者來說， 腳部反應未
必太好， 而涼鞋的保護力不足， 一旦腳
部外露地方受傷，也未必立時警覺。
總括而言，買鞋要謹慎。林沅君亦
提醒長者， 一旦被雨水淋濕腳部， 要盡
快除下襪子 ， 以免影響腳部皮膚 ； 而
且， 長者亦可穿著棉質腳趾襪， 幫助吸
收腳趾間的汗水，有助保持衛生。

梁穎勤

可能要將扶手安裝在右手邊。 但若右
邊沒空位裝扶手， 便可能需要加裝可
摺疊扶手，從後邊拉下來。（系列二 ）

長 者 家居安全

雙舒適的鞋 ， 不單令你步步
把鞋拿上手， 首先要按一按鞋底， 若是
安穩 ， 亦減低腳部毛病 。 澳
很硬的話， 不宜選擇， 因為硬性膠底容
州註冊足病診療師林沅君認為，長
易滑倒 。」若是選擇軟底波鞋 ， 亦要注
者在選擇鞋款時 ， 需要注意以下
意鞋底變化。 穿著一段時間後， 軟底波
鞋也會穿蝕，硬性膠底便會露出。所以，
要點。
長者不單要在買鞋時留意鞋底， 定時查
一、鞋底
林沅君表示，長者選鞋，
看鞋底狀況，亦不無重要。
首先要看鞋底。 她說：「 長者
二、重量
林沅君表示 ， 長者宜選擇不
日日愛訓話 ， 舊時經驗老掉牙 ， 吟得
太重的鞋，因隨著年齡增長，肌肉
放鬆，輕便的鞋款，例如是布鞋會
多 ， 人人怕 ； 伯伯要你知 ， 沉默是金
較受長者歡迎。林沅君認為，長者
呀！
穿著布鞋本身並無大問題， 卻要注
意鞋底。鞋底不宜太薄，要厚薄適
中。

香山亞黃

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2117-5847。

◆

四，便利茶几扶手
老友記多有膝蓋關節及大腿肌力
退化等老問題 ， 更需留意椅子的高
度， 是否能讓你坐著平放雙腿時，
膝蓋成 度直角， 而不是要屈曲成
尖角， 因為當膝蓋屈成尖角時， 代
表椅子太矮， 要從坐姿換成站姿便
倍感吃力。
如果你需要額外幫手，也可加
裝現成的梳化扶手。 巫啟充指， 有
些梳化扶手是特別設計成茶几型
的， 支點落地， 非常結實， 且外表
美觀， 與兒孫同住的老友記也可考
慮。
五，安裝廁所扶手
廁所是另一個可考慮安裝扶手
的家居重地， 因為洗澡或上廁時間
長， 老友記腳仔軟， 也可靠手力幫
助起身。 施工前最好請職業治療師
實地考察， 需要在哪裡加裝扶手，
比如中風後左邊身較弱的老友記，
90

二

• 廁所安裝扶手，老友記無需擔心腳仔軟而起身困
難了。（社企長屋設計圖片）

◆

期講到 ， 老友記
需要隨著身體機
能變化，適時提升家居功
能 ， 以維持健康合理的生
活水準。 室內設計師巫啟充
提醒大家 ，（ 一 ）間接光源及
（ 二 ）發光門鐘及電話， 都可以
輔助老友記的眼及耳。 以下是他
近數年來為社會企業「長屋設計 」
改造長者屋的一些心得。
三，防撞圓角檯
老友記活動能力及手腳協調力
減弱，家中若沿用舊日的尖角檯或會
較危險，手頭較寬裕的，可換張圓角
桌子， 想省錢一點， 也可到家品店尋
找可貼在檯角的防撞膠貼， 確保滑倒
或煞不住腳時，不致碰傷身體。

上

◆

選一款 對 的 鞋

治老奇方之二十三

己仍有能力時，把朋友影下來，讓
珍貴的緣份透過相片存起。原來，
鄭文雅的外婆及母親曾相繼患上認
知障礙症，在其母親過世後，鄭文
雅便希望做點什麼幫助香港人。為
了支持有經濟困難的認知障礙症患
者，她把慈善義賣攝影集所得的 50
萬收益，撥捐聖雅各福群會健智支
援服務中心。
六十年代尾，鄭文雅的外婆在
香港人間蒸發了，「她離開了家門出
去後，從此沒有再回來。」鄭文雅
和外婆的關係很好，但當時她年紀
尚小，對這件事完全不能理解。
到八十年代尾，鄭文雅的母親
也出現了相似情況，縱使戴上寫了
地址電話的手鈪，她也在倫敦走失
了三次，其中一次更是在冷天之下。
結果鄭文雅的母親在寒冬中流落街

蘭
◆翁

愛 在遺忘前
把緣 留住

手眼協調。另她也
從分享會中知道買
東西時計算好應付
的金額，並準備好
剛好的錢，也是對
頭腦的訓練。為了
保持頭腦靈活，鄭
文雅現在每天都在
學習新知識。
《 把緣留住 》
是鄭文雅花了一年
多時間，拖着攝影
鄭文雅向聖雅各福群會副總幹事李玉芝致送港幣
器材，東奔西走為 •
50 萬元支票。
180 多位從事不同
因此，攝影集中鄭文雅也提及自己
行業的友人攝製而成。這些友人背
如何面對困難，期望把這份積極帶
後都擁有一個故事，鄭文雅便透過
給其他人。
15 種緣份，把眾人的故事串連起
如對認知障礙症服務有需要的
來。她坦言，有些朋友是因為這本
人士，可致電
2816-9009，向聖雅
攝影集，才透露有着相似的經歷。
各福群會健智支援服務中心查詢。
頭 3、4 小時才被尋回，令鄭文雅非
常痛心。
鄭文雅慨嘆道自己有七兄弟姐
妹也難以看顧母親，有些認知障礙
症患者年紀較輕，照顧者反而是較
年長者，他們的壓力和辛苦程度實
在難以想像。
聖雅各福群會持續照顧服務發
展經理岑智榮指，認知障礙症患者
現時在確診後輪候津助服務須時超
過 1 年，所以本會十分感謝鄭文雅
小姐將《把緣留住》的捐款幫助一些
有經濟困難人士，讓他們在這段等
候期，可先在健智支援服務中心接
受認知訓練和社交的康樂活動，有
助延緩衰退。而更重要是，為照顧
者減壓，讓他們有喘息的空間。
鄭文雅分享道，出席過健智支
援服務中心的分享會後，回家第一
件事便是和
奶奶打乒乓
球 ， 因打乒
乓球能訓練

前香港小姐鄭文雅早前出版了攝
影集《把緣留住 》，希望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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