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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至 2022 年度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結果 

 
一等獎得獎者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香港培正中學  尹靖文 數學、詩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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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伊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協恩中學                                               馮韻蕙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

學                                     劉梓澄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葵涌蘇浙公學                                             關嘉儀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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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馮菻深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

探索之旅 

培僑書院                                               王妍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沙田官立中學                                             龍熙彤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沙田官立中學                                             李彥欣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

探索之旅 

筲箕灣官立中學                                            施珊珊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P. 2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聖嘉勒女書院                                             陳祉澄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中華基金中學                                             鄭溢熹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真光女書院                                              賴穎桐 生活數學故事 

將軍澳官立中學                                            謝慧恩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莊欣穎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廠商會中學                                              李曉琳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顯理中學                                               蔡曉妍 與中學生談中國數學史上的幾大成

就 

顯理中學                                               王穎棋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

學                                     秦雨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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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華中學                                               鄭梓晴 Letters to a young mathematician 

漢華中學                                               吳炳麟 The Numbers Behind NUMB3RS: 
Solving Crime with Mathematics 

寧波公學                                               劉子晴 數學拾穗 

沙田官立中學                                             謝艾煬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沙田官立中學                                             王禮珩 數學、詩與美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

學                                     何泳宜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

探索之旅 



P. 3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聖保祿學校                                              陳芷盈 The Man of Numbers: Fibo0cci's 
Arithmetic Revolution 

聖保祿學校                                              林傲瞳 The Numbers Behind NUMB3RS: 
Solving Crime with Mathematics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賴永謙 Math Girls Talk About Trigonometry 
(Volume 3)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吳夢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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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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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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鳴遠中學                                            王任重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許婷殷 生活數學故事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李承熹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梁嘉好 Math Girls Talk About Trigonometry 
(Volume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

學                                     葉春霖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德望學校                                               張靖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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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恩中學                                               蔡瑋晴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協恩中學                                               肖佳琪 數學家的眼光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劉天禹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港大同學會書院                                            杜朗言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港大同學會書院                                            龔政霖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港大同學會書院                                            黃巧琛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漢華中學                                               梁道希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賴一心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寧波公學                                               黃學軒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統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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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黃心怡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

學                                     鍾展康 數學的智慧之光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吳子熹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香港培正中學                                             吳子柔 數學史鑒 

香港培正中學                                             何卓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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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培正中學                                             盧珮詩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香港培正中學  魏弘正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沙田官立中學                                             萬魯拓 數學家的眼光 

筲箕灣官立中學                                            郭臻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筲箕灣官立中學                                            張肇霖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

龍）                                     
Louise 

Ghillian S Uy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聖保羅男女中學                                            卓芯如 生活數學故事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邱素梅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中華基金中學                                             伍逸照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真光女書院                                              張鈺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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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澳官立中學                                            徐熙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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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溫子蕎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 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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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廠商會中學                                              司徒彤恩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廠商會中學                                              關欣儀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曾媛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

探索之旅 

慕光英文書院                                             莊瑋欣 案發現場：FBI警探和數學家的天

作之合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李真真 數學家的眼光 

沙田官立中學                                             郭竣凱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筲箕灣官立中學                                            黃偉萍 給青年數學家的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

學                                     羅靖昕 給青年數學家的信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梁天雪 是湊巧還是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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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拔萃女書院                                              李如伊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劉天禹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

學                                     鍾展康 數學的智慧之光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吳子熹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香港培正中學                                             吳子柔 數學史鑒 

筲箕灣官立中學                                            張肇霖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顯理中學                                               蔡曉妍 與中學生談中國數學史上的幾大成

就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賴永謙 Math Girls Talk About Trigonometry 
(Volume 3) 

 
註：得獎學生的參賽學校將在 2022 年 8 月上旬收到有關結果的信件。因應 2019 冠狀

病毒病影響，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2021/22)頒獎禮已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