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2021 至  2022 年度中小学数学应用创意信息图设计比赛结果  

 

高小组 

 

金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欧阳子游 比赛制度中的数学 

圣公会圣雅各小学 刘子诺 「数」说射箭 

 

 

 

银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优才(杨殷有娣) 书院 倪子淇 当运动遇上数学 

乐善堂梁銶琚学校（分校） 李欣瞳 当篮球遇上数学 

马头涌官立小学 李晋灏 跳绳好 easy  每日要坚持 

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小学

部) 

潘暐恒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sports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张铠乔 游泳赛道上的比赛误差 

 

 

 

  



第二頁 

铜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

任安夫人学校 

萧梓旭 香港人的运动习惯和指标 

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

任安夫人学校 

司徒熙琳 在家抗疫运动 

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

任安夫人学校 

胡琋岚 疫下小学生运动量及运动建议 

基督教宣道会徐泽林纪念小

学 

廖悯维 人类与不同海洋生物的游泳大赛 

基督教宣道会徐泽林纪念小

学 

黄予凡 家居运动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

煊昌学校 

蔡咏竣 当体育运动遇上数学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

煊昌学校 

叶紫晴 当体育运动遇上数学 

优才(杨殷有娣) 书院 暨晓澄 运动知多一点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陈式宏学

校 

黄梓晴 甚么是 MVPA60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莲社

学校 

黄泫铭 出去走一走吧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莲社

学校 

马柏恒 定立跳远技巧 

啬色园主办可立小学 张仲天 运动员基础体能训练 

汉华中学(小学部) 何孟澕 儿童体能活动与热量消耗 

汉华中学(小学部) 梁宇浩 Sports in Hong Kong 

汉华中学(小学部) 黄荻朗 每日运动 60 Fun 钟 

汉华中学(小学部) 邱熏霏 运动中的数学奥秘 

香港浸信会联会小学 陈傲贤 远足好处多 量力而为更加 FUN 

宝血会嘉灵学校 黎一正 齐来做运动 手脚一起动 

路德会吕祥光小学 高恺琪 Triathlon Distance 

路德会吕祥光小学 黄隽搴 游泳世界记录 



第三頁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马头涌官立小学 赵瑭徽 想让数学更好  多多运动吧 

马头涌官立小学(红磡湾) 李想 球类的速度 

保良局王赐豪(田心谷)小学 张可岚 羽毛球的 45 度秘密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陈靖悠 棒球场上的垒包定位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郑天欣 体能活动大比拼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黄绮莉 谁跑得快？ 

圣公会青衣邨何泽芸小学 刘奕浚 Keep Fit----Go For It! 

圣公会青衣邨何泽芸小学 肖佳尔 优秀的斯诺克选手有哪些特质 

圣方济爱德学校 罗启乐 足球遇上数学 

大埔旧墟公立学校 张雅雪 齐来松一松 

仁爱堂田家炳小学 曾仲贤 How to perform well in sports? 

油麻地天主教小学 方舜淇 奥运金牌榜形势 

油麻地天主教小学 梁玮琋 中国奥运奖牌面面观 

 

  



第四頁 

2021 至  2022 年度中小学数学应用创意信息图设计比赛结果  

 

初中组 

金奖 

从缺 

 

银奖 

从缺 

 

铜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 李锦荣 Mathematics in Basketball 

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 邓思朗 Is marathon a high accident sport 

钟声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 何晓晴 投篮角度的影响 

港大同学会书院 布萱怡 Basketball and Math 

港大同学会书院 洪佩珊 When Math meets sports 

灵粮堂刘梅轩中学 张嘉之 乒乓球直径增加，中国乒乓球队比

赛获奖数量会减少吗？ 

培侨书院 陈乐之 当数学遇上游泳 

圣保罗男女中学 伍恩孝 Golden Ratio Applications in Sports 

圣士提反书院 陈颖心 Who is the fastest 100m runner? 

圣士提反书院 柯懿芝 Math and Ski Jumping 

圣士提反书院 黎卓祺 How to increase the speed of luge? 

田家炳中学 梁倬骞 手指比例看运动员潜能 

英华书院 张嘉希 球速之皇——羽毛球 

  



第五頁 

2021 至  2022 年度中小学数学应用创意信息图设计比赛结果  

 

高中组 

 

金奖 

从缺 

 

银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保禄六世书院 黄汶羲 When Drug Test in Olympics Meets 

Probability 

保禄六世书院 叶颖乐 Scoring System behind Figure 

Skating 

 

 

铜奖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 苏泳桥 Mathematics In Figure Skating 

丽泽中学 顾诺言 香港市民最有兴趣观看的运动项目 

荔景天主教中学 周凯恩 全球最受欢迎运动 

灵粮堂刘梅轩中学 温子淘 羽毛球的重量及击球力量对球速之

影响 

慕光英文书院 马霭妍 排球杀球的角度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陈慧姸 When Basketball Meets Mathematics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张燕妮 A Good Partner of Sports 

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 严泳桁 Angles in Snooker 

顺德联谊总会李兆基中学 潘卓颐 体育运动知多少 

顺德联谊总会李兆基中学 黄泳楠 数学于羽毛球中的应用 

嘉诺撒圣心书院 李欣陶 Archery at the Olympics 

 

 



第六頁 

学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学生姓名 信息图名称 

顺德联谊总会谭伯羽中学 叶嘉琪 BASEBAL^2 

圣保罗男女中学 庄慧华 Projectiles 

圣士提反书院 周晓楠 When Archery Meets Mathematics! 

圣士提反书院 黄潆恩 Maths to the Run 

华英中学 邝澧东 发达及发展中地区于 2020 东京奥

运的参与 

 

 

 

注：参赛得奖学生的学校将在 2022年 8月中收到有关结果的信件。因应 2019冠状病毒病影

响，中小学数学应用创意信息图设计比赛(2021/22)颁奖礼已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