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多年來，常常有人問我澳門教會發展

困難之所在。每次我總會談到信徒領

袖之缺乏。 

欠缺人才（新的說法是「人力資源匱乏」）

是澳門社會普遍現象。以前殖民政府不注重培

育人才，導致有為青年大量流失。大氣候如此，

教會未能例外。回歸以後，政商各界積極引進

和培育人才，教會中的人才自然也增加了。然

而信徒在社會上是個人才，不等如在教會中是

個好領袖。培育領袖固然是每個教會自己的責

任，但澳聖作為澳門教會的夥伴，相信在這方

面可以助教會一臂之力。近三數年，澳聖的信

徒培育課程有比較令人振奮的現象。 

2004年，我們試辦了一年制的「神學涉獵

證書課程」，用一年時間，帶領學員涉獵正規

神學教育各個範疇的概梗。我們限制人數，又

在每週課後開設小組，全年另加兩次營會，要

求學員必須參加。由於學員間的互動加強了，

他們對澳聖的歸屬感亦有所提高。四年來，我

們凝聚了數十位來自各行各業的信徒校友。

2007年，在涉獵課程的基礎上，我們又開始隔

年開辦「舊約概覽證書課程」和「新約概覽證

書課程」。 

楊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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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完成這樣一個證書課程，其實

對神學和聖經的認識還是很皮毛。但畢竟，他

們已開始踏上了尋求更深認識真理的路，而且

找到一些結伴同行的人。學院的證書，算是給

他們的一點肯定和鼓勵。 

除了聖經和神學知識以外，長期以來，我

們發覺澳門不少教會在栽培與門訓工作上力

不從心，以致全澳教會信徒中稱得上「門徒」

的為數甚少。2007年3月，我們聯繫了幾間本澳

教會，為他們推出一項「門徒領袖訓練證書」，

為期十五個月。主力負責的是本院劉惠蓮博

士。我們訓練這些信徒運用「初信成長八課」

等各級門訓工具，逐步在所屬堂會實踐初信栽

培和門徒訓練。為加速協助本澳教會推動門

訓，今年我們將課程略作調整，濃縮為一年，

繼續推出，並將分開兩班，介紹兩套不同工具。

主若許可，我們盼望初信栽培和門徒訓練可以

成為澳門眾教會不止息的運動。因為「使人作

門徒」正是大使命的核心（太28:19）。 

神學教育不應只限於培訓專職教牧，這在

神學教育界早有共識。教會是由信徒組成的。

我相信，幫助澳門教會培育信徒中的領袖，是

澳聖今日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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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感恩會與教牧嘉賓合照 

感恩會當中遊戲的環節 

澳門 聖經學院成立於1982年，到

2007年剛好是廿五年。經過

廿五年風雨同路，澳聖已經成為最受澳

門眾教會認同的機構之一。 

2007年10月22日，澳聖假座澳門德

興火鍋海鮮酒家舉行銀禧感恩聚會。除

院董會主席李朗英牧師和院長楊懷恩牧

師分別致詞外，更邀請了前任院長洪雪

良牧師回來分享。到賀嘉賓共有二百多

位，包括不少從香港專程而來，一同見

證上帝的恩典。不同時期的校友亦趁機

相聚。當晚最特別的是有澳門不同教會

的弟兄姊妹即場分享對澳聖的祝福，甚

至表演節目。充份反映澳聖是本地教會

大家庭中一份子的特色。 

晚會以「深植根‧多結果」為主

題，記念過去的耕耘及展望日後的發

展。即場還派發了一本感恩小冊子，用

圖片簡略回顧廿五年來一些大事。 

編首語 

澳門聖經學院院訊

自從2006年6月第52

期以後，一直未有

再出版。其間澳聖

的 事 工 並 沒 有 減

少。只因人力資源

等因素的影響，多

次延誤，亦引起不

少 弟 兄 姊 妹 的 掛

心。今期院訊是特

別號，簡單追述近

兩年來澳聖的活動

概況。請大家繼續

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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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和2007年兩屆畢業典禮都是6月底在澳門宣道堂總堂舉行。2006年有兩位校本部畢業

生和16位神學涉獵證書畢業生；2007年同樣有兩位校本部畢業生和16位神學涉獵證書畢業生，此

外還有一位神學研究文憑畢業生。 

第19屆（2006年）畢業禮 
講員：沈立德博士 

          （當時是新加坡神學院院長，剛退休） 

畢業生名單： 

神學學士： 

何麗昆 事奉崗位：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 

劉展瑞 事奉崗位：澳門新生命團契 

神學涉獵證書： 

余家慶 下環浸信會 

何達彬 聖公會聖馬可堂 

沈振輝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 

侯勇明 二龍喉浸信會 

陳健河 澳門神召會 

梁國賢 澳門神召會 

雷志恆 新橋宣道堂 

鄭智明 四方福音會澳門堂 

鄭炳全 澳門神召會 

鄺景運 宣道浸信會頌愛堂 

吳婉君 二龍喉浸信會 

姚定愛 澳門神召會 

黃嘉英 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劉鳳仙 澳門神召會 

謝鳳儀 澳門浸信教會 

鄺尚勤 播道會澳門福音中心 

第20屆（2007年）畢業禮 

講員：褚永華博士（香港神學院院長） 

畢業生名單： 

神學學士： 

梁壁重 事奉崗位：宣教會澳門恩悅堂 

盧勁研 事奉崗位：山頂醫院義務院牧 

神學研究文憑： 

鄺景運 事奉崗位：宣道浸信會頌愛堂 

神學涉獵證書： 

沈浪鶯  宣教會龍園堂 

黃玉好  二龍喉浸信會 

劉梨麗  下環浸信會 

潘倩兒  下環浸信會 

歐陽麗霞  下環浸信會 

朱玉瑛  澳門神召會 

關雪貞  澳門基督教錫安堂 

凌雅芝 澳門播道會福音中心 

容念音  宣道會感恩堂 

鄧妹華  宣教會龍園堂 

李煥轉  澳門浸信教會 

王靄茵  下環浸信會 

林梅妹  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鍾耀輝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楊文泉  協基會活石堂 

陳耀權  澳門神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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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是馬禮遜來華200周年。澳門是馬禮遜第一塊踏足的中國土地，又是他長期居住

工作，而且最後埋骨之所。澳聖為記念馬禮遜來華200周年，特別邀請了宣教歷史

學的權威Dr. Andrew F. Walls（和安津博士），在今年1月23日至28日在港澳兩地主持一連串研討

會和講座。 

Dr. Walls  六日內奔波港澳主講以下專題： 

1月23-24日    兩日研討會：Reconsidering Missionary Movement from the West  

             (地點／協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1月25日上午  教牧講座：再思西方基督教宣教運動 

             (地點：白鴿巢浸信會) 

1月25日晚上  公開講座：亞洲在世界宣教中的位置 

             (地點：澳門神召會) 

1月26-27日下午公開講座：活道長傳—基督教歷史中的聖經翻譯 

             (地點：豐盛生命堂；協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潮人生命堂福音差傳會） 

1月26日晚上  特別講座：佳美腳踪在潮汕－英國長老會早期在潮汕的宣教事跡 

             (地點：尖沙咀潮人生命堂；協辦：港九潮人生命堂聯會、潮人生命堂福音差傳會) 

1月28日上午  特別講座：Global Christianity and the Role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地點／協辦：中國神學研究院) 

宣教歷史講宣教歷史講宣教歷史講座座座   

紀念馬禮遜來華紀念馬禮遜來華紀念馬禮遜來華222 000 000周周周年年年   

認識 和安津博士(Dr. Andrew Walls)是八年前在美國紐黑文。當時已被他深厚的歷史智慧所

折服。我知道他是非洲專家，沒想到他對中國宣教歷史同樣如數家珍。今次能向港

澳教會引介和博士，是澳聖的榮幸。我自己有機會多日近距離跟他學習，更深深體會到歷史實

在是智慧的寶庫，而上帝的道不斷廣傳，實在是祂自己奇妙的作為，不是人的成就。今次令我

最難忘的有兩件事。第一，和博士清楚指出，源自西方的現代宣教運動並非歷史上唯一的宣教

典範，千多年前絲路之上就已經有不少宣教據點。有關的歷史研究有待通曉古敘利亞語和古漢

語的新一代學者去發掘，他鼓勵華人擔當重要角色。第二，這位與馬禮遜同樣來自蘇格蘭的老

宣教士，談到自己的家鄉時，說並不求復興，因為「復興已經太遲」，他主動邀請我們（華人

基督徒）前去佈道宣教。 

史鑑常新、活道長傳史鑑常新、活道長傳史鑑常新、活道長傳   

      和安津博士印象速和安津博士印象速和安津博士印象速記記記   

楊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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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秋季，一位越南華僑以在澳

聖讀書為理由申請在本澳居

留，獲得當局批准，成為澳聖第一位名正言

順的外地學生。以下是她的見證。 

氣候炎熱、風景優美而又生活悠閒的越

南，是我生長的故鄉。自幼我有機會在越南

胡志明市八間華人教會之其一的「基督教會

平西堂」讀小學。這是上帝恩典的開端。對

一個自幼在教會成長的信徒來說，參與事奉

是必然的事，但事奉的內涵卻需要一生去體

驗，否則，它只能算是教會的某項事工或某

項活動而已。一九九二年，加入了執事會，

受職「平西堂」主日學幹事。當時，就環境

因素，和教會的需要，我們華人教會大部份

全職人員，都沒有受職前訓練。一九九五年

五月，我有機會參加「美國台福培育中心」

在越南開設的延伸制神學課程，度過九年的

培訓。這期間，因為是帶職的學習，很受時

間、工作的影響，但深感上帝恩典的豐盛，

母親、家人、及關心我的教會同工都十分支

持我的事奉和學習。 

參與事奉的年日，曾經多次想離職，調

息一下身心：暫時放下事工，作更新的進修

和操練，方能在以後事奉的歷程上，更懂得

如何為愛上帝、榮耀上帝而服事。也曾將這

心志與我熟悉的、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朋

友、同工分享。然而，越南的經濟、社會背

景，也是使人不能不慎重考慮的原因，但確

信，若出於上帝的旨意，我的心志將成為祝

福。在上帝的帶領下，我報讀澳聖。 

今天，經過了接近兩年的學習，也接觸

了澳聖師長、同學和眾同工的愛心關懷，更

深感神恩典的同在。相信經過進修和操練，

不但使我靈命進深，回越之後，盼望更能帶

動同工們在基督裏一同成長，為七百萬華人

同胞、為拓展上帝國度的事工、齊心躍進。 

於澳門大三巴牌坊 

於胡志明市中心的陳興道戰士銅像旁 

梁幸堅梁幸堅梁幸堅   

海外學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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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3月，校本部師生一行十人，前往廣東省揭陽市，與神學培訓中心的學員有幾

天交流，體驗當地的神學生生活、和本土基督教文化，又訪問了巿內和郊區幾間

教會，更意外參加了一次在祠堂舉行的安息禮拜。是次交流令我們大開眼界，無論在風俗禮儀

或教會文化上，都是一次跨文化體驗。揭陽屬潮汕地區，巿內教會普遍用潮語，揭西則用客

語，但培訓中心的學員來自全省各地，上課用普通話。學員之間年齡和經驗頗有距離。中心生

活跟澳聖的差不多：一起用膳、打掃、禱告、學習。澳聖老師有機會向培訓中心學員講話，而

澳聖同學們也有機會在當地教會聚會中分享。 

下面節錄一位澳聖同學的交流報告。 

梁錦榮 

在沒有去揭陽神學進修中心交流之前，我覺得內地的神學院規模應較小，設備較簡陋，

學科較簡單。聽說學生只需讀一年就可以畢業，若再進修也只是讀多一年。結果，我們從遠

處就看見一幢五層高的大樓，並且在大廈頂部有一個很顯眼的紅色燈光的十字架。我們一進

去，見到宿舍很整潔，課室是很整齊，下面有一個小小的籃球場和一個乒乓球室，給同學活

動的地方，周圍種有一些花草樹木。當天晚上，我們有機會與他們彼此介紹、分享。有些同

學分享到他們願意將來通過音樂和社會服務來事奉神，有些同學則想效法保羅要在不同的地

方要建立神的聚會處。第二天，我們有機會與他們一齊上課。他們非常自律，多數同學都是

全神貫注，認真地上課。當下課的時間到了，班長便會打響下課鈴。除上課外，進修中心非

常注重屬靈操練；同學們每天早上六時三十分就由同學帶領靈修；每一次在上課之前，都由

同學帶領以唱歌讚美作開始；週五晚有跪在地上為不同的事項代禱的操練；星期六日他們比

較輕鬆，同學可回家或回教會事奉．．． 

神學進修中心交神學進修中心交神學進修中心交流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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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培訓課信徒培訓課信徒培訓課程程程   

舊約概舊約概舊約概覽覽覽   

從未曾如此“一氣呵成”有系統地閱讀整卷舊約聖經，當中嘗過不少困難、沉悶，對於族

譜、制度、條例失郤耐性，感謝導師們“不離不棄和用心良苦”地教導，終於出了埃及，進入

應許之地。（鍾耀輝－合一堂） 

在今次漫漫的旅程中，令我大開眼界，但卻能深深體會到造物主的供給和同在，也珍惜神

給我一路的同行者。（朱玉瑛－神召會） 

神學涉神學涉神學涉獵獵獵   

在課程中，神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無知。原來，我並沒有認真用心看聖經，

沒有深深的體會聖經的意義。(沈浪鶯-龍園堂) 

在我的生命中，神學涉獵課程就如一把啟動鑰匙，開動了「認識神話語」的航程；神學涉

獵課程也像一幅航海地圖，助我檢察人生的航程是否行在神的道路上。(劉梨麗-下浸) 

整個課程影響了我更想追求及熟悉神的話語。(侯勇明-二浸) 

神學涉獵有如玩浮潛，淺嘗神學，看看精彩淺水的海洋世界。(鄭炳全-神召會) 

信徒培訓課程主要在晚上進行。為應對不同信徒的需要，分別開設三項證書課程和證書以

外的個別選修科目。選修科目主要環繞聖經、信仰、生活、事奉四大範圍，每季開設二至四

科。 

限額收生的一年制證書課程是現時澳聖信徒培訓課程的重心。其中「神學涉獵證書課程」

已辦了四屆；「門徒領袖訓練證書課程」和「舊約概覽證書課程」則剛完成一屆。以下是近年

部份學員寫下的心聲。 

門徒領袖訓門徒領袖訓門徒領袖訓練練練   

參加門徒領袖訓練課程，讓我的屬靈生命得到操練及學習實踐平信徒之間的培訓，從培訓

中學會與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的、終生的、順服的關係。期望藉著信徒間彼此造就，使陷於荒涼

景況的教會，脫離屬靈的貧窮，享受基督的豐盛。（歐滿嬋-錫安堂） 

當實踐栽培別人後，經歷到教學相長，使我更積極追求尋找聖經之珍寶，在過程中信心增

強了，也能突破自己的局限；而且今年全教會的小組由中學生到長者都進行被培訓，實看到神

的作為是何等奇妙。（蕭玉雲－播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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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教育工作者向來承擔著重大而神聖的使命，面對急

劇改變的澳門社會，尤其如此。澳聖多年來一直關注基督化學

校教育和基督徒教師群體的需要，2001年更開始了「基督徒教

師培訓事工」，至今仍由楊吳多里師母義務主持。 

近年教師群體工作時間甚長，壓力甚大。澳聖的教師培訓

事工亦因應作出調整，暫時停辦完整的證書課程，多辦一次性

的特別講座和其他支援教師的活動。(部份活動與拉撒路青年

中心或學生福音團契等合作舉辦。) 

兩年來的活動包括： 

� 2006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29-30日日日日：三場教育講座：「優質教育方程式」、

「基督化學校教育史」和專為家長而講的「子女教育篇：

父母．孩子．夢」，講員Dr. Paul Kienel是國際基督教學校

聯會(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的創辦人和

榮譽主席。 

� 2006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28-29日日日日：「師人空間」教師價值教育營會及工

作坊。講員為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同工鄧雪貞小姐。 

� 2007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4-15日日日日：往香港實地考察教育機構，包括國際優

質音樂中學暨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神召會小學、正生

書院等。 

� 2007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師芯重燃」教師培靈會。講員為香港基

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彭孝廉博士。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

長以基督徒身分出席為基督徒教師打氣，並與一眾基督徒

校長和宗教主任帶頭燃點「師芯」。 

� 2008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9日日日日：「詩歌‧師戈」音樂分享會。講員是香港

國際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陳永生校長。 

� 2008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14日日日日：「教師圓桌」敬師宴及專題分享。晚

宴在一餐廳舉行，由中學生義務充當侍應。主講嘉賓是有

卅多年教育經驗，現時領導澳門大學附屬學校的陳建熊校

長。兩次主題分別是「老師心不老」和「同事心亦同」。 

基督徒教師活基督徒教師活基督徒教師活動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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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聖不定期舉辦各類神學講座，講員來自世界各地。除Dr. Andrew Walls的一連串講座外，

近兩年其他講座包括： 

 

2006年6月17-18日 保羅的神論與祭偶之物 

     講員：沈立德博士(新加坡神學院榮休院長) 

2006年11月6日      中國民間信仰的思辯 

     講員：王懋軒教授(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榮休教授) 

2007年3月20日      普世宣教運動發展 

     講員：龍維耐醫生(同路坊總監) 

2007年5月21日      健康教會、整全使命 

     講員：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2007年10月2日      基督教和平觀 

     講員：Dr. Palmer J. Becker (北美門諾會榮休牧者) 

2008年5月7日        雅歌 

     講員：黃朱倫博士(環球聖經公會代國際總幹事) 

 

除校本部課程和信徒培訓課程外，由1995年開始，澳聖每年5月和11月與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合辦的「跨文化訓練」(CCT)課程，至今已有二十多屆。前十年由曾任亞洲跨文化訓練學院

(ACTI)院長的龍維耐醫生主持，現在負責人則是差傳聯會總幹事，亦即澳聖前院長洪雪良博士。

每期CCT約三週，期間澳聖校本師生與CCT學員有不少互動，無形中變成了澳聖的「宣教月」。 

2008年1至3月萬國兒童佈道團亞太區的領袖訓練(Lead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在澳聖舉行，為

期12週。澳聖師生亦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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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後多了空間擺放書架 

澳聖為「尋根之旅」 

編制之資料冊 

其他消息其他消息其他消息    

裝修後的辦公室 

兩年來澳聖院舍與同工宿舍分別都有裝修工

程。2006年圖書館擴充；2007行政辦公室翻

新；2008年宿舍修緝。 

裝修工程 

• 本院首任院長吉兆頎牧師因癌病復發，

於2007年1月20日安息主懷。 

• 梁幼忠牧師以義工身份擔任本院全職講

師一年後，己於2006年8月返回加拿大。 

• 蕭楚輝牧師以義工身份擔任本院部份時

間講師多年，已於2007年8月返港，但仍

繼續擔任本院《澳門牧養夥伴》的執行

編輯。 

• 圖書館同工馬文蓉姊妹2007年7月離職，

在港進修神學。 

人事 

宣教尋根之旅：2006年7月第七屆世界華福大會

於本澳舉行，其中第六日之「宣教尋根之旅」由

澳聖承辦。澳聖由梁幼忠牧師率領全院總動員，

加上各教會義工過百人，順利為來自世界各地近

千位教會領袖作了一次「尋根」的嚮導。 

圖書館：澳聖圖書館向全澳信徒開放。以2007年

為例，使用借閱服務者約900位，借閱圖書及影

音資料約 2300份次。2007年沈志飛博士  (Dr. 

Jeffrey Sharp) 捐贈了近一千冊他自己的藏書予澳

聖圖書館。該批書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很多都

是與新約研究有關的參考書。 

教牧夥伴事工：《澳門牧養夥伴》第八至十期

均已出版，主題分別為「激流中的澳門，何去何

從」，「澳門教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長執

職事不太重」。 

全澳教會崇拜出席人數調查： 
2007年4月15日：4022人。 

2008年3月9日：4206人。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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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報 

告 

2006 年 1-12 月份財政狀況 (港幣) 

收   入    支   出   

奉獻  經常費  720,994.07  教務   136,864.59 

 約書亞事工  31,200.00  行政   197,326.74 

 同工薪金  462,601.53  膳食及雜項   98,523.69 

 助學金  1,000.00  同工薪金   1,056,849.46 

 圖書館  1,330.50 1,217,126.10 院舍維修   62,928.75 

學費    254,457.19 圖書館   17,557.73 

租金及雜項    147,067.23 設備   17,560.36 

    約書亞事工   6,561.50 

    本期盈餘   24,477.70 

   1,618,650.52   1,618,650.52 

前期累計不敷   (102,431.27)    

本期盈餘    24,477.70    

總累計不敷    (77,953.57)    

       
 

2007 年 1-12 月份財政狀況 (港幣) 

收   入      支   出   

奉獻     經常費  892,225.70   教務   85,969.47 

           約書亞事工  31,200.00   行政   171,633.05 

  同工薪金  437,411.22   膳食及雜項   138,651.20 

  短宣宿舍  119,593.31   同工薪金   1,009,829.00 

  圖書館  38.80 1,480,469.03  院舍維修   136,133.05 

學費    229,461.25  圖書館   45,847.88 

租金及雜項    72,578.82  設備   100,446.81 

      約書亞事工   3,000.00 

      本期盈餘   90,998.64 

    1,782,509.10    1,782,509.10 

前期累計不敷   (77,953.57)     

本期盈餘    90,998.64     

總累計盈餘    13,045.07     

 

2008 年 1-4 月份財政狀況 (港幣) 

收   入      支   出   

奉獻     經常費  379,691.04   教務   50,159.76 

           約書亞事工  18,106.00   行政   53,892.23 

  同工薪金  137,184.89   膳食及雜項   11,146.58 

  短宣宿舍  24,775.95   同工薪金   318,230.47 

  圖書館  10,000.00 569,757.88  院舍維修   56,639.52 

學費    72,843.99  圖書館   2,933.73 

租金及雜項    13,447.32  設備   4,787.52 

      約書亞事工   12,980.27 

      本期盈餘   145,279.11 

    656,049.19    656,049.19 

前期累計盈餘   13,045.07     

本期盈餘    145,279.11     

總累計盈餘    158,324.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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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表： 

�本人願意為「澳聖」及其事工代禱 

�本人願意為在本年內用以下方式支持「澳聖」的經濟需要： 

 �每月     �每三個月    �每半年    �每年        奉獻  幣     元 

作為支持：   �經常費      �助學金       �圖書館       �約書亞（差傳）事工 

      �同工薪津    �其他          

姓名（個人／教會）：                  電話：          

電郵：                       手提電話：          

地址：                                      

                            填表日期：        

澳門支票抬頭請填寫「澳門聖經學院」（Macau Bible Institute） 

非澳門支票抬頭請填寫「澳門聖經學院有限公司」（Macau Bible Institute Ltd.） 

或直接存入本院在澳門/香港之銀行戶口，請把銀行存款單連同填妥之認獻表一併寄/ 

電郵回澳門聖經學院本院地址(可發免稅收據) 

澳門：永亨銀行（港幣戶口）583235-107 （葡幣戶口）583235-115 

香港：恒生銀行（港幣戶口）283-258572-001 

全日制課程 
澳聖全日制課程乃為培訓專職事奉人員而設，其中四年制「神學學

士課程」和四年制「神學文憑課程」均獲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之學歷認可（accreditation）。今年正計劃

開設一年或兩年制「基督教事工文憑課程」。有興趣者請直接與楊

懷恩牧師聯絡。全日制課程每年三至七月招生，敬請留意。 

兼讀制研究文憑課程 
澳聖為有大專學歷之在職人仕開設「基督教研究文憑」。以兼讀方

式進行，要求相當於一年全時間的課程。全年招生。 

一年制夜間兼讀證書課程 
澳聖現有四項一年制夜間兼讀證書課程，分別為： 

1.神學涉獵證書 

2.舊約概覽證書（隔年招生） 

3.新約概覽證書（隔年招生） 

4.門徒領袖訓練證書（與教會合辦） 

詳情請留意有關證書的招生章程 

其他信徒課程 
除上列學位、文憑及證書課程外，澳聖另為其他有興趣的信徒按季

度開設多項短期課程。請留意教會海報或本院網頁。 

澳門東望洋新街23號 

美利閣二樓   

香港聯絡地址： 

九龍西洋菜街217號三樓 

電話：2830 3454  

傳真：2835 4144 

電郵：info@macaubible.org 

 

www.macaubib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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