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c

Event Organized by Award Name of Winner

錢皓晴 1A　

黃蔚嵐 1B　

姚茜敏 1C　

呂卓穎 1D　

林嘉裕 1B　

陳穎希 1D　

余慧雯 1D　

冠軍(中五級) 何愛兒 5A

亞軍(中五級) 陳加恩 5B

季軍(中五級) 張紀悠 5C

優異(中五級) 廖珮琪 5D

冠軍(中四級) 杜明倩 4C

亞軍(中四級) 劉麗敏 4A

季軍(中四級) 郭妍杏 4B

優異(中四級) 陳沁 4A

冠軍(中三級) 莫曉穎 3D

亞軍(中三級) 梁雅盈 3D

季軍(中三級) 嚴思欣 3C

優異(中三級) 朱曉恩 3A

冠軍(中二級) 譚穎琳 2C

亞軍(中二級) 梁嘉怡 2C

季軍(中二級) 李曉恩 2D

優異(中二級) 倫心意 2D

冠軍(中一級) 石敏儀 1C

亞軍(中一級) 余慧雯 1D

季軍(中一級) 黃倩怡 1C

優異(中一級) 彭卓瑩 1C

英文科

2017-18 F.1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宗教科

2017-18「聖經金句大搜查」查經比賽

聖安當女書院 Best Covers

Best Content

聖安當女書院



Sports

Event Organized by Award Name of Winner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冠軍 綠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亞軍 藍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甲組) - 季軍 紅社

100米(甲組) - 冠軍 劉科盈 6C

100米(甲組) - 亞軍 王淑儀 6B

100米(甲組) - 季軍 趙鎧怡 3B

200米(甲組) - 冠軍 王淑儀 6B

200米(甲組) - 亞軍 李洛菁 3C

200米(甲組) - 季軍 林曉婷 6C

400米(甲組) - 冠軍 曾倩盈 6D

400米(甲組) - 亞軍 葉安琪 5D

400米(甲組) - 季軍 麥芯妍 5B

800米(甲組) - 冠軍 吳淑霖 5B

800米(甲組) - 亞軍 何綺清 5D

800米(甲組) - 季軍 葉安琪 5D

跳遠(甲組) - 冠軍 葉安琪 5D

跳遠(甲組) - 亞軍 陶梓菁 5C

跳遠(甲組) - 季軍 廖梓汶 5A

跳高(甲組) - 冠軍 曾倩盈 6D

跳高(甲組) - 亞軍 葉雅文 5D

跳高(甲組) - 季軍 林曉婷 6C

推鉛球(甲組) - 冠軍 彭若桐 5D

推鉛球(甲組) - 亞軍 賴欣怡 5B

推鉛球(甲組) - 季軍 劉科盈 6C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冠軍 紅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亞軍 黃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乙組) - 季軍 藍社

100米(乙組) - 冠軍 歐可欣 3D

100米(乙組) - 亞軍 謝佩宜 4C

100米(乙組) - 季軍 吳嘉敏 3A

200米(乙組) - 冠軍 謝佩宜 4C

200米(乙組) - 亞軍 吳嘉敏 3A

200米(乙組) - 季軍 許詠茵 3A

400米(乙組) - 冠軍 李敏儀 4A

400米(乙組) - 亞軍 黃映淘 4D

400米(乙組) - 季軍 許詠茵 3A

800米(乙組) - 冠軍 湯芷珊 4C

800米(乙組) - 亞軍 李敏儀 4A

800米(乙組) - 季軍 黃映淘 4D

陸運會

2017-18 聖安當女書院陸運會 聖安當女書院



跳遠(乙組) - 冠軍 歐可欣 3D

跳遠(乙組) - 亞軍 楊程雅 4C

跳遠(乙組) - 季軍 許詠茵 3A

跳高(乙組) - 冠軍 吳宜芸 3C

跳高(乙組) - 亞軍 歐可欣 3D

跳高(乙組) - 季軍 任倩桐 4C

推鉛球(乙組) - 冠軍 許仲文 4B

推鉛球(乙組) - 亞軍 張佩琳 4B

推鉛球(乙組) - 季軍 郭妍杏 4B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冠軍 綠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亞軍 紅社

社際 4 X 100米接力(丙組) - 季軍 黃社

100米(丙組) - 冠軍 江芷瑤 1B

100米(丙組) - 亞軍 黃雅妍 2A

100米(丙組) - 季軍 王嫣嫣 2D

200米(丙組) - 冠軍 黃雅妍 2A

200米(丙組) - 亞軍 林嘉裕 1B

200米(丙組) - 季軍 黃熙雯 2D

400米(丙組) - 冠軍 鍾恩慈 1D

400米(丙組) - 亞軍 陳紀桐 1D

400米(丙組) - 季軍 柯綽縈 2D

800米(丙組) - 冠軍 胡冬妮 2D

800米(丙組) - 亞軍 翁梓瀜 2D

800米(丙組) - 季軍 陳紀桐 1D

跳遠(丙組) - 冠軍 劉沛玲 1A

跳遠(丙組) - 亞軍 鄭雅文 1D

跳遠(丙組) - 季軍 何梓瑩 1A

跳高(丙組) - 冠軍 朱芷穎 1D

跳高(丙組) - 亞軍 歐陽詠心 1A

跳高(丙組) - 季軍 黃雅妍 2A

推鉛球(丙組) - 冠軍 李曉恩 2D

推鉛球(丙組) - 亞軍 張心怡 2D

推鉛球(丙組) - 季軍 黃施恩 1C

1500米(公開組)- 冠軍 吳淑霖 5B

1500米(公開組)- 亞軍 黃映淘 4D

1500米(公開組)- 季軍 湯芷珊 4C

擲鐵餅(公開組)- 冠軍 彭若桐 5D

擲鐵餅(公開組)- 亞軍 劉科盈 6C

擲鐵餅(公開組)- 季軍 賴欣怡 5B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1B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1A

中一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1D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2D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2A

中二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2C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3A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3C

中三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3B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4C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4B

中四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4D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5D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5C

中五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5B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冠軍 6C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亞軍 6B

中六級班際接力賽- 季軍 6D



Arts

Event Organized by Award Name of Winner

17-18校內陸運會

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聖安當女書院

17-18校內陸運會場

刊 封面設計比賽冠
廖苑童 4B

視覺藝術科



Improvements

Events Award Name of Winner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中文 許思銘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英文 許瑩瑩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數學 區紫婷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數學（單元一） 李佩珊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通識教育 黎詩惠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物理 區紫婷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化學 葉曉程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生物 姚雅詩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歷史 馬禧琳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地理 連睿盈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經濟 葉曉程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馬心妍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服裝、成衣與紡織李佩菱 6A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旅遊與款待 盧嘉穎 6B

中六級學科成績優異獎 - 視覺藝術 施彤彤 6C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林嘉裕 1B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王琼怡 1C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吳嘉敏 1A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潘彩詩 2D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李依晴 2D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李思楠 2D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李采晉 3D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莫曉穎 3D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李鎂琳 3D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陳詠琳 4A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梁瀟月 4A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羅凱怡 4A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陳嘉欣 5A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蔡靖怡 5A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陳慧頤 5A

學業優異獎（第一名） 馬心妍 6A

學業優異獎（第二名） 連睿盈 6A

學業優異獎（第三名） 葉曉程 6A

陳倩莉 3A 黃芯悅 5A

陳堯 3B 蘇子玲 5B

陳采楹 3C 孔雪瑤 5C

莫曉穎 3D 蔡采楠 5D

李綽瞳 2A 李穎儒 4A

鄧海琳 2A 杜天欣 4B

楊依琳 2B 楊楚婷 4C

劉曉愉 2C 朱凱琳 4D

輔導組

最顯著成績及學行進

步 獎勵計劃2017-2018

科目進步獎 - 中文科(第二學期)



梁婥瑩 2D

王羽敏 1A

唐芷晴 1B

莊慧敏 1C

吳綽宜 1D

梁依琳 3A 高美兒 5A

趙鎧怡 3B 黃旖旎 5B

鍾綽珈 3C 陳雲風 5C

阮翠晶 3D 周伊韻 5D

謝嘉慧 2A 盧珞瑤 4A

張嘉桐 2B 吳秀敏 4B

譚穎琳 2C 吳濠瑤 4C

何卓穎 2D 梁悅兒 4D

吳烯彤 1A

梁子欣 1B

林錦怡 1C

朱芷穎 1D

陳芷靖 3A 許肖然 6A

黃嘉穎 3B 馬禧琳 6B

鍾綽加 3C 黃嘉玲 6C

蔡彩茵 3D 蕭桂晴 6D

戴學怡 2A 蔡靖怡 5A

曾思琦 2B 陳愷怡 5B

陳嘉露 2C 陳子雅 5C

李依晴 2D 錢芷嫻 5D

向琳娜 1A 蔡穎儀 4A

林嘉裕 1B 雷文欣 4B

王琼怡 1C 林芷靖 4C

梁美婷 3A 楊麗琪 5A

陳堯 3B 陳愷怡 5B

陳紫稜 3C 陳子雅 5C

莫曉穎 3D 錢芷嫻 5D

戴學怡 2A 關穎欣 4A

曾思琦 2B 陳興旖 4B

陳嘉露 2C 林芷靖 4C

李依晴 2D 周穎瑜 4D

向琳娜 1A

詹錦仙 1B

莊慧敏 1C

蘇詩茵 1D

陳倩莉 3A

陳詩雅 3B

嚴思欣 3C

科目進步獎 - 中文科(第三學期)

核心科目首名獎 - 中文科(第一學期)

核心科目首名獎 - 中文科(第二學期)

科目進步獎 - 英文科(第二學期)



阮翠晶 3D

關倬兒 2A

曾思琦 2B

余穎妍 2C

蘇麗璇 2D

梁梓彤 1A

陳子晴 1B

陳家欣 1C

古詠妍 1D

何逸晴 3A 畢嘉敏 5A

蘇美晴 3B 莊蔚溋 5B

李洛菁 3C 陶梓菁 5C

陳綺琪 3D 周伊韻 5D

陳凱琳 2A 戴慧豐 4A

張嘉桐 2B 楊芷瑶 4B

李詩芘 2C 陳芷柔 4C

何卓穎 2D 顏惠敏 4D

葉汶仟 1A

蔡善盈 1B

康姿盈 1C

阮寶兒 1D

冼珮彤 3A 許瑩瑩 6A

黎恩彤 3B 馬禧琳 6B

雅莎雅約 3C 葉芷莜 6C

李采晉 3D 陳欣淇 6D

撒慧德 2A 高美兒 5A

李慧恩 2B 陳愷怡 5B

陳芊穎 2C 陳雲風 5C

倫心意 2D 戴穎琪 5D

吳嘉敏 1A 海廸娜 4A

林嘉裕 1B 許仲文 4B

康姿盈 1C 鄭愛霖 4C

劉暉霞 1D 馬綺臻 4D

冼珮彤 3A 高美兒 5A

黃嘉穎 3B 李諾茵 5B

雅莎雅約 3C 陳雲風 5C

李采晉 3D 葉安琪 5D

撒慧德 2A 海廸娜 4A

李慧恩 2B 陳鈺淇 4B

陳芊穎 2C 鄭愛霖 4C

倫心意 2D 周穎瑜 4D

科目進步獎 - 英文科(第三學期)

核心科目首名獎 - 英文科(第一學期)

核心科目首名獎 - 英文科(第二學期)



吳嘉敏 1A

林嘉裕 1B

林錦怡 1C

陳卓怡 1D

梁均鈞 3A 曾樂怡 5A

吳艷芬 3B 王晴曈 5B

陳紫稜 3C 陳依晴 5C

容淑怡 3D 黃淽君 5D

陳希雯 2A 梁瀟月 4A

曾思琦 2B 鄧月宜 4B

薛雍寧 2C 鄭愛霖 4C

張心怡 2D 周穎瑜 4D

劉沛玲 1A

陳咏芝 1B

彭卓瑩 1C

余慧雯 1D

張乙盈 3A 廖梓汶 5A

孟葵 3C 黃綺欣 5B

杜煖華 3D 彭若桐 5D

周雅晴 2A 潘凱澄 4A

黃可晴 2B 陳興旖 4B

梁晞瑜 2C 張曉恩 4C

楊綺薇 2D 王嘉頴 4D

孔琬寧 1A

蔡善盈 1B

楊寶儀 1C

阮寶兒 1D

陸家麗 3A 崔穎琳 6A

廖曉瑩 3B 區紫婷 6B

李洛菁 3C 林曉婷 6C

李汶錡 3D 湯家嵐 6D

周雅晴 2A 黎瑞瓊 5A

李慧恩 2B 陳加恩 5B

譚穎琳 2C 陳依晴 5C

朱佩炘 2D 黃淽君 5D

鄺詠恒 1A 梁瀟月 4A

林嘉裕 1B 鄧月宜 4B

林錦怡 1C 鄭愛霖 4C

陳紀桐 1D 周穎瑜 4D

核心科目首名獎 - 數學科(第一學期)

科目進步獎 - 數學科(第二學期)

科目進步獎 - 數學科(第三學期)



陳藹穎 3A 曾樂怡 5A

麥鈺珊 3B 王晴曈 5B

凌凱鎐 3C 陳依晴 5C

李卓穎 3D 黃淽君 5D

陳希雯 2A 梁瀟月 4A

吳秋蓉 2B 鄧月宜 4B

譚穎琳 2C 鄭愛霖 4C

朱佩炘 2D 周穎瑜 4D

鄺詠恒 1A

林嘉裕 1B

馮美詩 1C

茹慧翹 1D

朱曉茵 3A

麥倚婷 3B

凌凱鎐 3C

李馥潁 3D

 鄧海琳 2A

文穎琛 2B

馮美怡 2C

李梓淇 2D

向琳娜 1A

何美恩 1B

彭卓瑩 1C

董佩兒 1D

梁美婷 3A

楊淑敏 3B

凌凱鎐 3C

梁雅盈 3D

鄧海琳 2A

文穎琛 2B

馮美怡 2C

李梓淇 2D

向琳娜 1A

王凱琳 1B

姚茜敏 1C

蘇詩茵 1D

馬心妍 6A

馬禧琳 6B

吳曉甜 6B

黃偉婷 6C

楊惠可 6D

陳雅雯 5A

陳愷怡 5B

核心科目首名獎 - 數學科(第二學期)

成績優異獎 - 宗教科(第一學期)

成績優異獎 - 宗教科(第二學期)

核心科目首名獎 - 通識科(第一學期)



孔雪瑤 5C

錢芷嫻 5D

羅凱怡 4A

伍可茵 4B

林芷晴 4C

周穎瑜 4D

陳樂兒 5A

葉美欣 5B

陳玉瑩 5C

錢芷嫻 5D

陳詠琳 4A

雷文欣 4B

湯善堯 4C

張潼 4D

核心科目首名獎 - 通識科(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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