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 

歷屆傑出校友名單 

 

(1819) 
 

獲獎年份 姓名 備註 畢業年份 

2003-2004 

黃浩俊 

校友黃浩俊於皇仁書院就讀中四那年，他與
幾名同學一起參加了「香港創意思維活動比

賽」，發明了一輛環保車。結果黃校友與數

位同學合力創作的環保車榮獲冠軍。他更獲
邀請代表中國學生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

「2004 年創意思維活動世界賽。」 

2000 

吳廣熹 

校友吳廣熹於 2003 年獲「香港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金獎第二名。他於喇沙書院就讀中
四那年，已連續兩屆獲得「香港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中的金獎。 

2000 

汪忠耀 

校友汪忠耀於 2003 年同獲「香港電腦奧林
匹克競賽」金獎第一名。他於喇沙書院就讀

中四那年，已連續兩屆獲得「香港電腦奧林

匹克競賽」中的金獎。汪忠耀除了連續兩年
榮獲「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金獎第一名

之外，更於 04 年贏得全港中學生極高榮譽

的獎項----student computer scientist of the year 
award，其競賽對手全為中五至中七學生，

這是有史以來首次由中四學生奪得該獎項。 

2000 

2004-2005 吳燕婷 

吳燕婷畢業後就讀伊利沙伯中學，現於香港

大學修讀醫科。她曾獲選為「葛量洪傑出學
生」，這個獎項獲選的學生須品學兼優，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並熱心為學校和社區服

務。她獲得的獎項包括獎狀及獎金一萬元

正。 

1998 



2005-2006 藍家汶 

就讀於女拔萃書院的藍家汶(2005年畢業生)

打破了香港 13 歲組 9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紀錄，入選香港游泳代表隊。藍家汶更於

06 年以香港游泳代表隊出征多哈亞運，她

以十三歲之齡打破香港女子 400 米自由泳

紀錄。 

2005 

2006-2007 

車淑梅 

車淑梅現為香港電台 DJ，曾於 1992 年當選

香港十大傑青，也曾榮獲多屆全港最受歡迎
DJ。在馬頭涌 45 週年校慶暨敬師頌親恩晚

宴上，更獲倪校長頒發傑出校友獎，以表揚

她多年對廣播事業及社會的貢獻，造福人

群，饒具意義。 

1968 

譚衍恩 

譚衍恩現就讀於皇仁書院，他分別榮獲第九

及十一屆香港傑出學生獎，並於 2008 年榮

獲第七屆香港傑出少年優異獎。 
2005 

2007-2008 

周浩翔 
皇仁書院理科生周浩翔校友於 07 年中學會

考裏考獲十優，驕人成績教人鼓舞。 
2002 

謝承軒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理科生謝承軒校友於

07 年中學會考裏考獲八優，成績優異，殊

堪表揚。 
2002 

2008-2009 

鄧智兆 

校友鄧智兆是現任警務署署長鄧竟成之

子，畢業於喇沙中學，在香港理工大學完成
學位後便加入警隊，榮獲學業成績優異證

書、榮譽警棍及施禮榮盾，現職督察。 

1995 

李小聰 

校友李小聰就讀於拔萃男書院，曾多次打破

全港分齡組及自由泳紀錄，07 至 08 年代表
香港參加港澳埠際賽及世界泳聯公開賽，本

年度更成為香港游泳教練協會獎學金運動

2003 



員。 

2009-2010 

陳恩穎 

陳恩穎現於拔萃女書院就讀三年級，亦是香
港資優教育學院數學組的資優生。在校內學

業方面，恩穎屢獲殊榮，去年度，她就奪得

拔萃女書院舊生會頒發獎學金。恩穎在數學
科的表現十分出色，於多項校外的賽事中獲

得優異的成績。除此之外，恩穎在本年度校

際朗誦節粵語散文獨誦中勇奪冠軍，同時她
亦獲選為深水埗初中組的區傑出學生，成就

績彪炳。 

2007 

陳靖汶 

陳靖汶現於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就讀四年

級，是一名女飛魚，無論在校內或枚外的游
泳賽事中都有驕人的成績。靖汶每年度都積

極參與各式各樣的泳賽，在自由泳及蝶泳方

面表現最突出，因此連續兩屆得到由校方頒
發的出色運動員獎項。近年，靖汶開始向另

一個難度挑戰，她除了參加渡海泳公開賽

外，亦衝出香港，參加全國少兒游泳分區

賽，成績當然不負眾。 

2006 

2010-2011 高皓正 

高皓正(高萬華)現活躍於香港演藝界及慈善

服務，是一名電視台節目及電台節目主持，
亦在不同的電視劇集、電影及舞台劇中參與

演出。另一方面，高皓正是一位唱作人，曾

替鄭秀文、陳慧琳等歌手作曲填詞，作品超
過一百首，亦於 08 年推出過個人大碟及成

為《鴻福堂》品牌代言人。最近，他在一個

舞台劇中飾演七屆香港單車總冠軍洪松

蔭，表現獲一致好評。 

1990 



蔡傑麟 

蔡傑麟現於賽馬會體藝中學，是香港壁球代

表隊成員之一，在全港男子青少年 19 歲以
下組排名第三，全港男子組排名第八，成績

驕人。本年度，他就奪得新界區中學學界壁

球隊際賽冠軍、亞洲青少年壁球隊際錦標賽
(斯里蘭卡)季軍、吉隆坡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男子 19 歲以下亞軍，同時亦獲澳門 2010 年

城市壁球錦標賽(隊際賽)冠軍，成就績彪炳。 

2004 

2011-2012 

何惠珠 

現職於香港瑪麗醫院，是一名外科部的結直

腸外科顧問醫生，同時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榮

譽臨床副教授。何惠珠於 1995 成為遺傳性
腸胃癌資料庫創辦者之一，為香港一些經証

實或懷疑患上遺傳性結直腸癌的家庭提供

服務。另一方面，她惠注研究，範疇包括: 結
即腸癌與遺傳性結直腸癌、炎症性腸病及外

科感染，並於不同的國際醫學期刊發表過

71 篇論文，亦於國際與地區性醫學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過 78 篇論文擇要。 

1972 

陳安怡 

現於拔萃女書院就讀中三，是香港游泳代表

隊成員之一。去年十月參加了在印尼巨舉行

的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奪得女子 14 歲及
以下 800 米及 1500 米自由游金牌；本年四

月，她亦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分齡游泳

錦標賽女子 13-14 歲組中榮獲銀牌。安怡近
幾年更愛上了公開水域渡海泳，去年曾奪維

港渡海泳女子青年組冠軍、代表香港參加國

際性的賽事。 

2009 

2012-2013 張哲熙 

張哲熙現於英國劍橋大學就讀學位課程， 

修讀數學系， 將於下個學年畢業， 哲熙於

小學畢業後便遠赴英國升學， 在高級程度
會考中獲得 6 科甲等成績， 順利升讀劍橋

2006 



大學。從中學開始 哲熙在多個數學及物理

比賽中都表現卓越， 奪多個獎項。 他亦擁
有領導才能， 由中學至大學都在多個團體

中擔當領袖的角色。 

2013-2014 

譚峻恩 

譚峻恩現就讀於皇仁書院五年級。他在多個
團體中得到傑出學生、傑出少年、優秀學生

及傑出青年等殊榮，並參加「香港機關王競

賽」，奪全港冠軍，之後赴台灣再參加城市
杯邀請賽，獲全球第二名，再以全港冠軍代

表身份香港到美國參加「香港思維活動競

賽」世界總決賽，結果破香港紀錄，獲全球
第八名。他熱衷參與義務工作，是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的青年使者。 

2009 

溫婧文 

溫婧文就讀於啟新書院第十二班,，自小在

游泳方面的表現已經十分突出，以背泳成績
最優秀，曾勇奪多項學屆游泳比賽。 升中

後，她除了成為學屆游泳賽代表，更是香港

代表，到過日本、馬來西亞、南韓、杜拜、
南京及澳門等地比賽。 她亦是多項香港及

馬來西亞背泳分齡賽事的紀錄保持者。本年

度，她更獲提名競選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

員。 

2009 



2014-15 

吳嘉軒 

吳嘉軒在小學階段已是個運動健將。升中後

向籃球界發展，在不同類型的籃球賽中得到
傑出的成績，包括：九龍學界第一組別最有

價值籃球員及亞洲中學生籃球錦標賽青年

軍代表等 。中學畢業後，除升讀理工大學，
主修市場學外，更被邀加盟香港籃球甲一組

球隊—永倫，亦是香港大學生籃球隊代表隊

成員之一，勇奪兩屆大專盃冠軍及亞洲大學

生籃球錦標賽第三名。 

2007 

陳泳瑜 

陳泳瑜現於香港大學主修政治及法學系。她

曾得到我愛香港十大模範少年、九龍地域傑

出學生、十大優秀青年銀獎等殊榮。她既熱
愛中國舞，考獲北京舞蹈學院十二級；又精

於游泳，曾奪第二組別學界游泳比賽女子組

總亞軍；更是教育局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

交流計劃香港代表。 

2007 

2015-16 曾曉如 

曾曉如是英華中學中五學生，也香港定向代

表隊成員及九龍 1272 旅(馬頭涌官立小學)
深資童軍團成員。在本年度香港定向女子

16 歲組中長距離排名第三名及短距離第二

名。此外，她在第一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香
港站) 的短距離接力賽 16 歲組勇奪第二

名。她亦曾遠赴珠海及澳洲，參加海外賽

事，位居十大。 

2011 



王卓弘 

王卓弘就讀黃笏南中學，是個中四學生，自
小學六年級起加入香港定向代表隊, 同年

代表馬頭涌官立小學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在本年度香港定向男子 16
歲組中長距離排名第三名及短距離第一

名。去年，他在亞洲定向錦標賽 (哈薩克站) 

男子 14 歲組短距離賽事得到第三名。他亦
剛在台灣短距離定向越野錦標賽男子 18 歲

組中勇奪第二名。 

2012 

王以山 

王以山就讀協恩中學。在小學五年級起便加

入香港定向代表隊, 同年得到香港定向總
會少年集訓隊最佳進步獎，2014 年代表馬頭

涌官立小學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本年度她在香港定向女子 14 歲組中
長距離及短距離都是排名首位，亦在全國定

向錦標賽 14 歲組百米賽及中距離賽皆得到

第二名。她亦參加了第一屆亞洲青少年錦標
賽，更在短距離賽及接力賽中雙雙奪冠。另

外，她剛在台灣短距離定向越野錦標賽女子

16 歲組中勇奪第三名。 

2014 

2016-17 鍾欣庭 

鍾欣庭現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是英文系三

年級生。在小學階段，欣庭已是泳隊核心成

員，勇奪多個校內、外的游泳獎項，表現卓

越。 升中後，她繼續在游泳方面大放異彩。 

她是現任理工大學游泳隊隊長，並協助泳隊

奪得三屆大專盃冠軍。她去年被選為理工大

學運動領袖幹事會副主席，更成為理工大學

運動隊最有價值泳員，曾代表學校出戰東亞

運動會、亞洲游泳錦標賽及世界杯游泳錦標

賽等。 

2005 



楊家正 

楊家正現職香港大學是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系首席講師，亦是一位家庭研究學者、
親子教育專家、生涯技巧及團隊工作顧問。

他從 1990 年後開始在香港大學從待教育及

訓練工作，包括：社會工作與家庭、生涯技
巧訓練、多元智能與個人成長、家庭治療法

等，任教以來曾數次被選為傑出教師，是一

位深受學生歡迎之教授。自 2006 年起，他
連續三屆被選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

之一。 

1973 

2017-18 

馬漢傑 

馬漢傑現職香港國泰航空公司二副機長。他
先於九龍塘中學完成中一及中二，然後遠赴

英國完成中學及大學學位課程。回港工作兩

年後毅然到澳洲進修航空課程，並成功考取

專業資格。 

2000 

劉振國 

劉振國同是現職香港國泰航空公司二副機

長。他先後於陳瑞琪(喇沙)中學及長沙灣天

主教中學完成中學課程，再於城市理工大學
完成商業管理學位課程，期間曾奪多個相關

比賽的獎項，最後到澳洲進修航空課程，並

成功考取專業資格。 

2001 

2018-19 袁錫鴻 

袁錫鴻畢畢業於鄧鏡波中學，然後升讀李惠

利工業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隨後遠赴英國

華威及侯城大學完成學士及碩士課程，分別
修讀機械工程及市場營銷。之後成 CREE(世

界知名 LED 企業)的營銷經理，最後創辨鴻

創科技有限公司，並發明全球首個柔性 LED
軟屏(MagicFlex)及獲得專利，其間獲得工業

家獎、創新創業大賽獎、發明展覽獎及諾貝

爾獎學人系列「亞太創業領袖獎」。 

1981 

http://kaching.sw.hku.hk/course/family/index.html
http://kaching.sw.hku.hk/course/career/index.html
http://kaching.sw.hku.hk/course/career/index.html


杜卓倫 

杜卓倫現時是一位執業大律師和調解員。他

於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完成中三課程後到了
英國升學，再於布里斯托大學進修心理學和

哲學，並獲得了大學頒發的獎學金。2011

年大學畢業後，他從事投資及資產管理顧
問。2013 年他在香港城市大學再攻讀法律，

獲得法律博士(JD)學位和法學專業證書。他

又經常參與義務工作，例如到民政事務處為

一般市民提供法律意見。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