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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至 2020 年度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結果 

 

一等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拔萃女書院 蘇凱婷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港大同學會書院 盧卓羚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沙田官立中學 張凱琪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二等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拔萃女書院 周芷悠 數學家的眼光 

拔萃女書院 梁文心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德望學校 宋珈盈 生活數學故事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

學 
周南 數字人：斐波那契的兔子 

港大同學會書院 莊颺菱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港大同學會書院 莫曦怡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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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麗澤中學 歐瑞怡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李珍妮 數字人：斐波那契的兔子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張欣桐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

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沙田官立中學 郭俊唯 生活數學故事 

沙田官立中學 黃慧喬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聖保祿學校 陳穎恩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聖保祿學校 曾可凝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曹君諾 數學小魔女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梁靜悠 
數學思辨之旅：拆解國中數學，建

立數學素養與能力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廠商會中學 侯琪琪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統計篇 

協恩中學 黎曼穎 
Fluke: The Maths and Myths of 

Coincidences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梁惠瑩 微積分的歷史步道 

沙田官立中學 張喜裕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聖保祿學校 温楚詠 
Fluke: The Maths and Myths of 

Coinc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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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江錦熒 生活數學故事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江淑雯 你沒看過的數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周睿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李燁璇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協恩中學 歐曉晴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漢華中學 徐梓翹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漢華中學 吳炳麟 Measurement 

麗澤中學 李莹湘 
從月曆學數學 

（阿草的曆史故事）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羅珺瀅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

與符號的由來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葉恩宇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匯知中學 馮彥霖 你沒看過的數學 

沙田官立中學 陳思熹 生活數學故事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盧凱晴 
從月曆學數學 

（阿草的曆史故事） 

德雅中學 李睿丹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台山商會中學 陳偉樂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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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張祝珊英文中學 林敏如 Measurement 

香島中學 楊廷彥 是湊巧還是機率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方裕博 數學家的眼光 

梁式芝書院 王珊穎 

超展開數學教室：數學宅 X 5個問

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BUG 

慕光英文書院 曹小穎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一

門不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慕光英文書院 鄭嘉杰 數學恩仇錄：數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慕光英文書院 周雅琳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統計篇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嚴靖晴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筲箕灣官立中學 郭豐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一

門不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聖保祿學校 趙紫晴 Measurement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陳向程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

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