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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測試鄒駿宏的數理能力到底有多神，記者請專家準
備了一道大學高等數學題給他計算，他僅用了1分20秒就
算出了正確答案。而對於「泡泡為什麼是圓形而不是方
形」等無厘頭的物理題，他也能說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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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駿宏爸爸曾任補習老師，
兒子嬰孩時期看電視便能「自
學」認字的天分，沒有令他成
為催谷孩子的虎爸，反而讓他
明白，教育更應配合孩子的成
長規律。在駿宏3歲時，鄒爸爸
沒有「人報我又報」申請幼稚
園，到駿宏5歲自己要求想要讀
書，才直接申請插班K3。不過
駿宏因不懂英文的「sun（太
陽）」，面試時一度被質疑不
達K3水平，鄒爸爸不假思索隨
即回應：「不會 sun有什麼關
係，他連宇宙都知道。」既展
示自己的教育信念，也說明了
對兒子的信心。
高峰期曾有500名補習學生的

鄒爸爸，後來因被騙致傾家蕩
產，滑向人生谷底，而此時出
生的駿宏，成為其心目中「天
賜的禮物」，亦是他人生反彈
的動力。

寧願生活淡薄 全心支援兒子
鄒爸爸說，兒子小時候已展

示學習天分，更應該因材施
教，所以幼童時期駿宏主要在
家學習，沒有單純因「適齡」
而讀幼稚園，「很多小朋
友上幼稚園就哭，哭幾
個月習慣了不再

哭，但這不代表他們想返
學。」而後來兒子提到自己想
讀書，才為其申請讀K3。
雖然家庭不富裕，但鄒爸爸

認為，父母的陪伴和付出對孩
子成長至為重要，所以他毅然
於駿宏小五那年放下工作，全
心照顧和支援兒子學習，生活
主要靠太太工作支撐，寧願物
質生活淡薄一點。他每天都會
幫兒子重新整理參考書內容，
「買了一本書，孩子不一定會
重視，但如果他見到爸爸也這
麼努力，和他花同樣的時間整
理題目和學習資料，他就會珍
惜，會去做這些題。」
鄒爸爸說，十分感激現時學

校的配合與支援，滿足兒子的
彈性學習需要。他認為那對兒
子幫助很大，除了可以「跳
科」，更可不用參與香港公開
試，這對愛學習而不愛考公開
試的駿宏十分受用。
他又承認，自己的教育理念

比較「另類」，也有部分人不
表認同，但他目標明確，志在
培養兒子「求大知識」，不用
追求生活富足，而是希望兒子
將來終有一日能成為像「光纖
之父」高錕一樣，為人類開創
知識的新紀元。

公屋神童圓夢 17歲牛津讀研
IQ150 國際奧賽披金戴銀 獲全額獎學金赴英

訪問中，記者請駿宏為當下的人生元素
按重要性排序，他把學業排第一位，而父
母則排第二位。從一下午的交流中感受
到，駿宏雜念不多，但對立志要做的事則
全力以赴，比如學好物理。眼下要成功入
讀牛津，他要做的是完成好剩下的兩門科
大課程，「如果成績不好就真不行了。」
記者又問，如果要去一個可以自給自足
的孤島並帶三樣東西，他會帶什麼。排除

了要帶維持生命的物件，他選不出其
他東西，但卻明確表示不會要父母相陪，
「咁樣好唔負責任。」最愛的物理相關的
東西也不會帶，「物理學咗就會有，一直
在。」那一個人怎麼過？「照顧生活需要
很多時間，打魚、整個居所都需要時間，
開始一定沒有時間休息。」有沒有什麼不
捨得的？「可不可以不答……不捨得也不
會帶去，朋友親人。」

學業第一 父母第二

訪問從科
大開始，

採訪這位少年成
才的青春男孩前，記
者不禁擔心，他會不會不可一世難於
溝通？不過在課室外等待不久，一位背着雙肩背包
的男生帶着腼腆笑着走來，外形氣質和普通中學生
無異。邊走邊談，他語氣平緩淡定，不算健談，但
是令人舒服的談話對象。
鄒駿宏現於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就讀中
五，小三時考SAT得到700分，小五後即跳級讀
中一。在學校彈性安排下，他中一已修讀中五程
度的數學和高等數學，及中四程度的物理、化
學、生物。
13歲起駿宏參加初中科學奧林匹克賽並奪銀
牌，隨後幾年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創出3金3銀及
兩銅的佳績，而剛剛考完的研究生程度GRE物理
測試，他亦考獲最高級別(990/990) 。
駿宏智商超過150，支撐他的除了天分外還有勤奮。
因為參與科大的「中學／大學雙修課程」，駿宏要頻
繁往返於科大和中學。時間表已經填滿，但他仍不願
浪費間隙幾小時時間，為減少被人打擾和與他人「點
頭之交」交際，他特意捨近求遠貓在學校一個少有人
去的「秘密花園」，在這裡即時複習當日所學的功課
或者閱讀休閒。

立志做科學家「從沒猶豫」
他小二參加中大「資優計劃」，在那個孩子們漫
談「我的志願」的年紀，他對於做科學家的志向已
非常堅定，「我從來沒有猶豫過。如果到時候萬一

做不成，才另做打算。」
他平均每天課後花五六個小時學習，家中幾摞工
作紙最高的一疊逾1.8米，是他努力拆解科學難題
的證據。它們亦像是駿宏實現夢想的「階梯」，愈
疊愈高，縮短着他和夢想的距離。
不過駿宏可不是書呆子，他酷愛武俠小說，每晚
11點到1點是他的休息時間，一星期能酣暢淋漓地
閱讀40回。他也會嘗試各種新電子遊戲，有時邊溫
書還會邊聽YouTube英文遊戲頻道，惟他深明遊戲
止於消閒，自己最終仍是心繫物理，「遊戲我也不
算多玩，大多數時間還是在看書」，因為「很多東
西做得多會覺得悶，但物理變化多，不會悶」。
早前駿宏以其科大成績申請牛津大學物理學碩士

學位，並順利獲取錄，但由於還有兩門課未修畢，
所以他要加把勁，確保GPA保持3.7以上，「我還
想分數再高少少。」這是他目前唯一的目標，「我
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有的，但期望不一定能實現，所
以通常目標不會定太高，而是求合理，所以我的目
標基本都可以達到。」

淡定對未來「到時先算」
採訪駿宏時，他赴牛津讀書的學費還沒
有着落，但他對結果並沒有患得患
失。他表示，如果不成功，還
可待明年再次申請海外升

學，當然亦可選擇留港，「沒有什麼事情讓我不
平靜。」除了對他未來希望從事的物理研究答得
肯定，其他關乎未來的問題他都說「到時先
算」，有着這個年齡鮮有的淡定。
採訪過後，駿宏父親近日向記者報喜，說駿宏
成功獲得牛津提供的全額獎學金，四年總額
約200萬港元，笑言「終可夢想成真，
心 情 太 開
心。」

一分鐘解大學題

他他，，智商超過智商超過150150，，小二時小二時

已認定將來要當科學家已認定將來要當科學家。。過去幾過去幾

年年，，他代表香港於國際科學數學奧林匹克他代表香港於國際科學數學奧林匹克

競賽披金戴銀競賽披金戴銀，，今年尚就讀中五便以今年尚就讀中五便以GPAGPA33..77

修畢科大物理本科幾乎全部學分修畢科大物理本科幾乎全部學分，，近日更獲得全近日更獲得全

額獎學金額獎學金，，即將赴牛津大學攻讀四年制碩士即將赴牛津大學攻讀四年制碩士！！

他是他是1717歲的鄒駿宏歲的鄒駿宏，「，「神童神童」」光環下光環下，，生活卻盡生活卻盡

是平凡與踏實是平凡與踏實：：出身基層與父母一家三口居於長沙出身基層與父母一家三口居於長沙

灣公屋單位灣公屋單位，，飯桌就是他的寫字枱飯桌就是他的寫字枱，，旁邊幾疊最旁邊幾疊最

高超過高超過11..88米的數理工作紙米的數理工作紙，，見證着天才背後見證着天才背後

的努力的努力，，也是他走近夢想的也是他走近夢想的「「階梯階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柴婧

■■近兩米高的習題近兩米高的習題
紙紙，，是駿宏通向夢是駿宏通向夢
想的想的「「階梯階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駿宏從小到大獲獎無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鄒父不辭辛勞地為兒子準備學習資料鄒父不辭辛勞地為兒子準備學習資料，，為兒子實現理想添一份助力為兒子實現理想添一份助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駿宏仰望駿宏仰望
星空星空，，成長成長
路 走 的 堅路 走 的 堅
定定。。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兒時的駿兒時的駿
宏與母親搭宏與母親搭
火車火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鄒父不信奉鄒父不信奉「「贏在起跑贏在起跑
線線」，」，駿宏兒時可隨心玩駿宏兒時可隨心玩
樂樂。。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競賽教練
蔡定邦 2017 年中與鄒駿宏結
識，他直言駿宏是其近幾年見
過最具天分的資優生之一，
「佢能有家嘅成績，我覺得
係六成天才，四成勤力。」但
令蔡定邦讚不絕口的不只是物
理成績，還有駿宏的性格成
熟，「佢呢兩年擔任奧賽隊
長，主動關心隊員，係一個好
嘅team leader（隊長）。」
近年隊伍中多了一位不會講

廣東話的印度同學，「初期會
有一啲不合群，駿宏會主動同
佢傾偈，幫佢融入團隊。」蔡
定邦對此極為欣賞。
至於物理學習，蔡定邦更是

用三個「好」評價駿宏：「好
有天賦、好有熱情，好努力
學。」接觸過許多資優生的蔡
定邦認為，駿宏和很多求全面
發展的資優生不同，「佢肯將
差不多十成嘅時間放在物理，
佢好早就已經決定將來想做
乜。」
鄒駿宏入選了今年5月的亞太

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代表隊，蔡
定邦希望他能拿到金牌，初時
駿宏腼腆指「好似有啲難」，
蔡定邦便說「銀牌、銅牌你都

有，只欠個金牌」，成功說服
駿 宏 回 應 道 ： 「 都 係
嘅……」

為見偶像闖教授辦公室
在當科學家的目標路上，駿

宏視剛剛帶領香港研究團隊參
與「上帝粒子」實驗的中大物
理系教授朱明中為偶像。
早年他參加中大資優課程，

曾為和朱明中聊聊天，竟直闖
教授辦公室，「落堂後從教授
辦公室門口經過，睇到虛掩嘅
門透出燈光，就有一股力量讓
我直接敲門進去。」
他說當時就好奇教授為什麼

會參與資優教育的計劃，當然
還很希望認識教授。記者問他
「你遇到想做嘅嘢都係咁大膽
嗎？」「唔係，其實都猶豫咗
幾個星期。」駿宏笑言。
後來，朱明中成為駿宏資優教

育課程的導師，駿宏盛讚他「講嘢
非常有說服力，但又唔會讓人覺得
只有佢係啱嘅。」兩人不時會
約見，但兩個物理發燒友不談
物理，只會對互相近期做的事相互
交換意見，亦會談社會議題，主要
涉及香港的教育制度，包括中學大
學課程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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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的駿宏兒時的駿宏
多次獲獎多次獲獎，，更更
曾與徐立之合曾與徐立之合
照照（（右圖右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