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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唔明？ 問盧覺強
用科學知識伸張正義
「有學生話我好似日劇《神探伽利
略》的湯川教授，看過該劇後，覺得我
倆唯一相同之處，是將物理學應用到日
常生活中。」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
程師盧覺強，早在20多年前便利用豐富
的機械和物理學知識，在法庭上擔任專
家證人，比《神》劇的出現還早十多年
。在理大作育英才38年，快將退休的他
揚言會 「退而不休」 ，如有需要還
會擔當專家證人，把所學知
識回饋社會，伸張正義。
本報記者 李兆德（文）
黃洋港（圖） ▲盧覺強以模型示範車禍模擬經過，以庭上控辯雙方參考，經多次測試後證實，
向盧覺強申冤的事主終沉冤得雪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盧覺強工程師指出
……」市民對這個經常出現在電視、收音機的名字，
應該不太陌生，他常常為各大傳媒甚至法律界人士
解答不同範疇的疑難雜症，即使接受本報訪問當天
，辦公室的電話仍響個不停，不少來電是傳媒查
詢問題，足見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忙人。
他娓娓道出首當專家證人的經驗說： 「是1991
年吧，有商人購買大批柴油供內地廠房的新發電機
使用，誰知用了一周便壞機，維修費就花了數萬元
，商人懷疑柴油有問題，而他曾在電視上看過我解釋引
擎問題，便主動找我幫手。」

曾與黃仁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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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繼續擔任專家證人

盧覺強化驗柴油找出問題所在，商人遂興訟向油公司
索償，雙方對簿公堂，首次擔任專家證人的他難免緊張
， 「拍檔的律師當年只有31歲，是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
先生。」案件相隔多年，畫面猶在昨天，盧國強坦言黃
仁龍庭上表現超卓，使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當年最
年輕的律師，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帶領我進入狀態，
緊張感覺也隨之而消失。」最終，案件審訊兩日便告
勝訴。此後，他覺得出任專家證人意義重大，萌起對追
蹤案件真相及避免冤案發生的興趣，便成為專家證人的
常客。
首次擔任專家證人即獲勝訴，且被傳媒廣泛報道
，其後傳媒便爭相找他解答各種科學問題， 「每星期

都會接獲數次傳媒查詢，會按照他們提供的資料進行計算
及測試，然後再予以回覆。」盧覺強每年都會出任兩至三
次專家證人，加上每星期的來電查詢，的確消耗不少時間
，不過他坦言，能將個人知識活學活用及回饋社會，是最
大的滿足感。

願續任專家證人
年屆64的盧覺強在理工大學任職已滿38載，半生投
入教育工作。退休時刻即將來臨，盧覺強感嘆歲月不留
人，坦言仍對教育工作充滿熱誠，不會輕易停下步來。
「年過65就必須退休，雖不可再為學生 『傳授武功』，
但日後仍會繼續擔任專家證人，為正義伸冤。」他解釋
，多年來依靠納稅人支付薪金，有責任把個人知識回饋
社會，退休後的專家證人工作會以不影響個人生活節奏
為原則。

盧覺強退休在即，最大損失莫過於有志成為工程師的
年輕新一代。踏入訪問尾聲，盧覺強以 「
三承（誠）功夫
」勉勵年輕人，包括承諾、承擔及誠信。他說： 「
要在社
會上找到立足之地，需做好以上 功夫：沒有誠信，便
不能得到上司和同事的信任；沒有承擔的人，會直接影響
個人形象和晉升機會；沒有承諾則得不到別人信任。」盧
覺強對年輕人的告誡和愛護，可謂不言而喻，一切盡在不
言中。

科學達人盧覺強甚少與傳媒談及家庭，
面對有關提問，他最初有點靦腆，但仍樂於
分享點滴。 「我倆是經雙方父母介紹認識的
。」他坦言，自少沉醉學習，在學及工作環
境中甚少出現異性，直言認識太太前沒花時
間在社交之上， 「那時候，早上在船塢工作
，晚上到學校進修，周末埋頭苦讀，沒有空
餘時間識女仔。」
認識太太後不久，立志要當機械工程師
的他，為追求理想，撇下熱戀中的女友，登
上遠洋輪船當機械師，目的只為掌握更多實
戰經驗。1972年完成 「行船夢」，上岸到中
電公司工作，月薪1600元。 「生活安穩後，

▼盧覺強的機械工程師之夢可算圓滿成功，
當中包括鮮為人知的專利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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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刀未老

一個扭三個
理大每年均派出隊伍，參加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的國際工程
學生設計比賽，讓學生以創意解
決技術問題。盧覺強自2003年都
親自率領同學參賽，目的是促進
師生關係。熱愛足球的盧覺強表
示，機械工程系每年都舉辦球賽
，以 「友誼第一」促進師生關係
，其他學系見球賽確實拉近了師
生距離都相繼 「
抄橋」。
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每年皆舉
辦國際工程學生設計比賽，擔任
顧問的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
程師盧覺強表示，大學自2003年
起，每年都派出隊伍參賽，考驗
同學們的解難能力， 「大會每年
在世界各地舉行分區比賽，得勝
者將可到美國參加總決賽。」理
大參賽10年間已奪得八次亞太區
冠軍，2003年及去年勇奪總決賽
季軍，2008年更獲得總決賽亞軍
， 「去年同學們憑四款不同能源
推動的模型車，奪得亞太區冠軍

及總決賽季軍。」
年逾六旬的盧覺強將 「
退下火線」，回首多年賽果，
最好的一次只贏過總決賽 「
梗頸二」，他坦言 「好恨攞冠
軍」。盧覺強經常在構思、製
作及解決難題時指導同學，過
程中師生間的感情和信任大
增。理大今年派出三位同學
參賽，盧覺強對亞太區分組賽
充滿信心，並深信參賽有助訓練
同學處事及思考， 「比賽讓學生
學以致用，學習迎難解難。」
童年時的盧覺強不僅鍾情於
機械工程上，閒時亦會與鄰家小
孩到球場踢 「膠波仔」，他說：
「
10歲起便跟朋友仔到球場踢球
，前、中、右、後都踢過，基本
上可勝任所有位置。」訪問過程
中，盧覺強播放與學生友賽的錄
像片段，見到年逾60的 「盧SIR」
仍輕鬆地 「一個扭三個」，可謂
寶刀未老。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
英國輪機工程及科技學會資深會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會員
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會員

籲練好 「三功夫」

為理想 暫拋兒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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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覺強年輕時的行船照，穿起
整齊制服英姿颯颯

開始要籌劃人生另一階段。」兩年後，二人
拉埋天窗，太太先後為他誕下三名兒女。 「
1984年家住錦鏽花園，為享家庭樂，曾參照
汽車製作四輪單車，當時沙田出租單車店舖
還沒有。」回到機械設計話題之上，盧覺強
話語間回復幹勁，畢竟自製單車的動力源自
子女，愛子女心切，不言而喻。

而萌生概念。」
被問到最有成功感的兒時玩具，盧覺強
笑言是 「手攪投影戲」， 「將透明包書膠紙
剪成長條形，然後連接起來作菲林狀，在包
書膠上繪畫圖案，再以線轆作放映器的轉盤
，以電筒照射線轆，便可將影像投射到牆壁
上。」他笑言，當年的街坊及同學都被他的
小發明深深吸引着，並且即席配音，甚感滿
足。
事過境遷，盧覺強子女早已投身社會工
作，大女任職市場推廣、二女是舞台設計師
、三子則為婚禮策劃師，沒有一個繼承父親
工程師的衣缽， 「子女年幼時曾寄望他們可
成為工程師，但事與願違，唔多唔少都會有
遺憾。」不過他坦言，看見子女事業發展理
想，其實更感安慰。

小時已有發明天份
童年時的盧覺強雖貧亦樂，不時會撿走
別人棄置生鏽的玩具，自行整理重修， 「那
年代的玩具多以鐵皮製造，塑膠玩具既昂貴
又不普及。」人棄他取，他將玩具拆開整理
，更懂活用煮食用花生油，使齒輪回復暢順
， 「兒時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不少機械維修
店舖，曾看過維修人員以偈油潤滑齒輪，因

▲子女未有繼承衣缽，但事業發展理想

▲理工大學去年憑4架不同能源推動的模型
車奪得總決賽季軍

船塢．中電．理大
60年代欲成為註冊工程師並不容易，
盧覺強亦然。中三輟學後到太古船塢工作
及進修的盧覺強，年幼時已與機械工程結
下不解之緣，畢業成為工程師後更毅然選
擇行船吸取經驗，船上實戰可謂奠定機械
工程專家之名。回歸岸上生活安穩，漸漸
萌生培訓新一代年輕工程師的志願，遂在
1975年加入當時的理工學院，自此教鞭一
執至今已過38載。
「
發明家」盧覺強擁有超過十項國際專
利，不過光榮背後埋藏着艱苦進修之路。盧
覺強童年時獨愛機械，唯主流學校沒有相關
課業，成績一般，中學亦只能入讀私校。
1964年，年僅15歲的盧覺強因父母無力供養
讀書，只好輟學到父親工作的船塢當學徒，
「
好細個已對機械感興趣，輟學後到父親工
作的太古船塢當機械學徒，晚上則到工專進
修，考取工程師資格。」
船塢工作艱苦，盧覺強每日放工後即趕
往香港工業專門學院（理大前身）進修機械
工程文憑，半工讀持續了四年。 「同學畢業
後都立即投身工作，我卻選擇到船上做車人
（船上機械員）吸取經驗。」一年半漂洋過
海生活令盧覺強獲益良多，1972年上岸後泊
得好 「
碼頭」，到中電工作。

中電助理工程師帶給盧覺強安穩生活，
「中電工作2年間，不斷有培訓年輕新一代
的想法，很快機會就走到面前。」1975年，
盧覺強翻開報紙，看到香港理工學院（理大
前身）招募機械工程系講師，眼見機不可失
，隨即 「
入紙」應徵，最終成功奪得教席，
「
當年很想將自己擁有的知識授予年輕人，
最終如願以償。」盧覺強自2000年起由講師
轉為工程師，帶領同學由課室走至廠房，並
掌管實驗室和準備實驗室內的設備供同學前
來上課。盧覺強不時與同學們一同研究畢業
作品，協助他們解決困難，更有畢業生在工
作上遇到困難回母校求教，由此可見師生關
係融洽。話畢盧覺強展露滿足的笑容，坦言
非常享受38年理大執教的日子。
回顧過去教學生涯，盧覺強的機械工程
師之夢可算完滿成功，當中包括鮮為人知的
專利發明，坦言發明目的志在獻出個人能力
以回饋社會， 「
發明新東西的宗旨都是希望
幫助市民，為社會帶來便利，過程中又可滿
足個人的創作欲望，最重要是能減少人類生
活上的困難。」盧覺強至今已擁有多項專利
，包括 「
緊急煞車燈」、 「自動割電纜機」
等，部分更獲得國際專利，香港有這 「
發明
家」，實是港人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