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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車輛行駛時若突發生碰撞，

系統控制車輪向外旋轉成 「八」
字形，增加摩擦力和重心，減少
側翻機會；安全氣囊彈出時，會
自動調節座椅靠背的傾斜角度，
座椅亦會向後移動數厘米，減低
由安全氣囊造成的傷害。

原理：
在頭盔的面罩上方布置

有空氣推進通風口以及空氣
通道，讓空氣推進通風向前
方向噴射空氣流，以保持雨
水和其他沉澱物遠離面罩，
從而使頭盔能夠在雨天或雪
天中提供清晰的視覺。

原理：
一般船隻遇到意外後，都

會發射求救用的信號彈，但信
號彈不久就會掉落或熄
滅。可以以氣球或降落

傘形式，減緩求救信
號的熄滅時間。

原理：
以人臉特徵，例

如毛孔位置、臉痣位
置等特徵辨別人臉，
是一種另類的辨識方
法，能夠在某程度上
達到更精準的效果。

原理：
系統概念是將空調

機箱內發熱的機件，
以特殊物料包裹，將
熱力保存，從而重
新轉化為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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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怕退休，擔心生活不知道該怎麼過，但我就沒有這個煩惱。」 72歲的退休中學教
師廖建榮是獨居長者，但他從不感到孤獨，皆因他總能將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小煩惱、觀察到的
新需求，將其 「變」 成發明，笑言生活處處是創意。

退休至今，廖建榮的發明已成功申請10項專利，其中兩項更有機會在商業層面應用。他期
望自己的小創意既能成為樂趣，也能幫助社會，為更多人帶來生活上的便利，做到老有所為。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伍軒沛

人物專訪

退休教師老有所為
生活處處是創意

擁10項發明專利 部分獲商家青睞

任職數學教師超過30年的廖建榮，教授學
生公式定律；數學教師往往給人刻板的印象，

但廖建榮為人並不刻板，相反，他腦海中
還會不時浮現出有趣的設計。退休後，

他為這些設計申請專利，並以此為
樂，20年間，便申請了超過10項
專利。

享受獨居可安靜思考
「可用於發出求救信號

和照明的空中照明彈」 、
「帶噴氣吹送系統」 、
「可吹離雨水和沉澱物
的頭盔」 、 「可檢測面
部 特 徵 的 識 別 系
統」 ……廖建榮接受訪
問時，自豪地將各項實
用的專利創作項目證
書，滿滿地鋪陳於桌面
上，逐一向記者介紹。

「生活處處都是創
意。」 獨居的廖建榮
說，他並不害怕孤獨，
「應該說，我很享受孤獨

的時間，安安靜靜思考，
不一定是創作。」

廖建榮還喜歡自己動手
做一些家用的小工具，例如平

板電腦和書需要支架，別人上網
購買，他就自己親手做，就連床邊

掛衣服的衣架，也都是他動手製作的
「小創意」 ， 「這樣的生活又怎麼會無

聊？」

廖建榮自小喜歡思考，12歲便有 「創意發
明」 ，當時因為家中經常沒有人，每逢雨天，
沒人關窗，屋裏就濕了一大片。有一個雨夜，
廖建榮正在煩惱要半夜起床關窗，突然，他萌
生奇想，用繩子將窗戶把手、紙巾筒及啞鈴連
繫起來，窗戶打開時，便用紙巾筒卡在窗縫
中，並將啞鈴懸空。當紙巾筒被雨水淋濕而掉
落時，啞鈴便在重力作用下，拉動窗戶，從而
達到 「自動關窗」 的效果。

說到手上的10項專利，廖建榮最滔滔不絕
的，是兩個他形容為 「比較有意義和貢獻」 的
發明。第一個是 「車輛乘員保護系統」 ，他說
曾有朋友不幸遇到車禍，被彈出的安全氣囊撞
傷致盲，驚覺安全氣囊可能帶來傷害後，他開
始構思，當安全氣囊彈出時，系統可自動調節
座椅靠背的傾斜角度和座位位置，座椅向後移
動數厘米，減低由安全氣囊造成的傷害。

他另一項 「有趣」 的專利，是車輛在行駛
過程若突然發生碰撞，通過控制車輪向外旋轉
成 「八」 字形的方式，增加車輛的摩擦力和重
心，減少車輛側翻的機會。他表示，兩專利均
有商家提出有興趣用於商業用途。

電子把脈與清華不謀而合
申請專利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廖建榮

說， 「有些時候你想到的，別人一早就想到
了，就只能自己再去發現別的東西了。」 他笑
言曾想過發明電子把脈程式，代替中醫即場把
脈，讓長者自己在家對着屏幕，也可知道自己
的脈象，但他上網一查，原來清華大學早就想
到，並申請專利了。

「看到別人申請了，我不會感到氣餒，因
為還能想到的東西是無限的。」

退休後的廖建榮除了搞搞小發明，興趣還多
不勝數。閒時他會寫書法，也會拉二胡，更不時

去粵劇戲班練習及演出。
說到退休後，生活仍然豐盛，廖建榮說，秘訣是保持生活規

律。他每天早上到泳池游泳40分鐘，然後到健身室稍作健身。吃
過午飯，就會到南昌附近公園的粵劇社練習拉二胡。回家後，安
靜下來就會練習書法。 「生活有規律，人就不會無聊，不會覺得
自己只是在 『過日辰』 （消磨時間）。」

平日，他亦會到處觀察生活周邊的所有事物，甚至連一顆螺
絲的設計，他都會思考半天 「光是這些思考就這麼有趣，人只要
找到令自己快樂的生活方式，不管富貧，也不會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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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人生

拉二胡寫書法 有規律不無聊

本港人口持續高
齡化，根據政府統計
處數據，65歲及以
上的人口佔整體人
口 的 比 例 ， 由
2011年的13%，
上升至2021年的
20%。隨着戰後
嬰兒潮出生的人
踏入老年，未來
20年，65歲及以
上長者人口將增
加接近一倍，推
算2039年將會有
252萬人，佔總人
口 的 33.3% ； 至
2069年，長者人口
推算達258萬，佔總
人口的38.4%。

人到晚年，容易覺
得自己一無是處，甚至逐
漸與社會脫節。長者如何可
以活得精彩燦爛，生活豐盛愜
意？

專家建議，長者想保持活躍的退
休生活，就要及早計劃晚年生活，並作
出適當的生活重整。休閒生活是保持心理
社交健康的重要因素，長者可以多參與休閒
活動，不斷發掘新興趣，例如多聽音樂、做手
工藝等，亦可與朋友茶敘、結伴旅行，增加社
交活動；也可以做些動腦筋的活動，例如下棋、
閱讀、寫作、彈奏樂器。

專家並建議，長者可透過持續學習，不斷裝
備自己，以適應身體及生活上的轉變，例如參加
健康講座，從而明白如何活得更健康，又可以學
習太極，強身健體。最重要是配合自己的能力，
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學習，從學習中享受新的
得着。

長者也可以嘗試參與義務工作、公益或社會事
務，善用自己的知識及經驗幫助他人、貢獻社會，
或繼續以兼職或顧問形式，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才
華。



多參與休閒活動
保長者身心健康
及早規劃

▶廖建榮退休後，視生
活中遇到的小煩惱為創
意泉源，積極發明並申
請專利，至今已成功申
請10項專利。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教育產業融入灣區發展
職業訓練局（VTC）在深圳

成立內地首個運作中心──職專
教育服務（深圳）有限公司，旨
在為粵港兩地搭建職專教育交流
平台，透過各式各樣交流和合作
項目，協助更多年輕人了解國家
發展，提升專業技能。中心是

VTC在內地發展的重要基石，冀為大灣區乃至全國
培養更多優秀的技能型和應用型人才。

這是繼香港多間大專院校與內地合作，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辦學後，VTC首次進軍大灣區內地市
場。VTC的角色類似內地中專，目的是為企業培養
技術人才。

VTC進軍內地絕對是明智之舉，無論香港或大
灣區各市，除了缺乏科研人才，更缺擁有專業技能
的技術人才，市場對這類人才需求量十分大，畢業
生不愁出路。

對VTC而言，不僅可以為內地設廠的港商培養
技術人才，為香港青年提供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的通道，亦可協助內地培訓市場需要的優秀人
才，創造雙贏結局，為VTC未來開拓新局面。

從香港多間大專院校進軍內地，到VTC參與內
地技術人才培訓，涉及不同教育範疇及市場，說明
大灣區教育產業正在做大做強，對國家、對香港都
有好處。

蔡樹文
透視鏡

單親爸爸兼母職 給兩女兒完整的愛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需特殊照顧或在單

親家庭成長的孩子，更需要家長悉心教導和陪伴。有單親
爸爸身兼母職，與兩名女兒像朋友般一起傾心事、看動
漫，從女兒小時候換片、餵奶到現時做功課，全部親力親
為，上班中段落場數小時也回家陪女兒，但仍擔心做得不
夠，力求讓她們在不完整的家庭也獲得完整的愛。

香港基督少年軍昨日舉辦 「有品家庭選舉」 頒獎
禮，獲頒 「模範爸爸」 的陳志泉育有兩名分別七歲及八歲
半的女兒，他於2018年離婚後，三父女和嫲嫲同住，女
兒由嫲嫲接送返學放學，照顧飲食。陳志泉任職巴士車
長，上班中段的四小休息時間，必定回家陪伴女兒；閒時

上網看育兒經，學習更好地教育女兒。
他說與女兒以朋友身份相處，鼓勵她們坦誠分享感

受，放工回家後，常與她們在床上傾心事，聽女兒說校園
趣事，一起看動漫《鬼滅之刃》討論劇情。有時收工太
晚，仍堅持檢查女兒功課，以便早上可及時教女兒訂正。

「作為單親家庭，永遠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完整。」
陳志泉說， 「唯有付出多些，彌補女兒們的缺失，希望她
們的成長不會因父母離異而受影響。」

今屆選舉有90多個家庭報名參選，7個獲頒 「有品家
庭」 ，表揚逆境自強或管教有方，並設有 「模範媽媽」 、
「模範爸爸」 、 「遊戲設計」 等獎項。

李炳學校增設壁球室 學生雀躍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九龍婦女

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昨日舉辦第一屆校友會
會員大會暨壁球室開幕禮。有學生形容十分
熱愛壁球，會以港隊運動員為榜樣，期待在
新開的壁球室中進一步增強球技。

昨日該校第一屆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壁球
室開幕禮吸引不少嘉賓到場。其中，香港體
育學院副院長蔡玉坤在致辭中表示，本地近

年越來越重視體育發展，港隊亦在國際賽事
中取得突破性成績。這除了因為政府的大力
支持，亦離不開學校對於青少年在運動方面
的培養。

得知學校新開壁球室，很多學生都十分興
奮。6A班梁紫昕說，她很熱愛這項運動，小學
畢業之後也會繼續參加一些培訓計劃，增強球
技。

大公教育佳fb

▲模範爸爸陳志泉、兩個女兒及嫲
嫲一同上台領獎。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攝

▲李炳紀念學校昨日舉行壁球室開幕禮，不少嘉賓到場。

創意發明睇真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