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聖經學院歷屆畢業生 

年份 屆  別 課  程 畢業生名單 

1985 第一屆 神學文憑 
谷露珊、程增道、田森傑、 

林錫榮、鄧恩憐 

1986 第二屆 神學文憑 
許朝良、許孟輝、劉怡貞、莊那真、

呂沙白、黃燕芬、周靜 

1987 第三屆 神學文憑 馬知地、鄭誠、黃鳳儀、符和健 

1988 第四屆 

神學學士 谷露珊、程增道 

神學文憑 葉惠德、施靈恩、蔡輝燦 

1989 第五屆 

神學學士 符和健 

神學文憑 金偉明、嚴梅蘭 

1990 第六屆 

神學學士 容美玲 

基督教事工文憑 梁佩玲 

門徒訓練文憑 羅淑英、符菊妃、李潔芳(旁聽) 

1991 第七屆 

神學文憑 黃月華 

基督教事工文憑 
施約瑟、李可璇、陳若芬、凌念慈、

張超雄、黃展鵬(修業期滿) 

1992 第八屆 

神學文憑 朱英儀 

基督教事工文憑 郭金玲、袁寸聲、伍思慧 

1993 第九屆 

神學學士 林炎華 

神學文憑 
江美娟、高學敏、陳光、 

潘惠芳、蔡瑞彩 

門徒訓練文憑 關嘉俊 



教會音樂事工證書 古婉如、周銀娣 

1994 第十屆 

神學學士 李嘉明、李慧儀、黃嘉儀 

神學文憑 徐秀蘭、謝正權 

基督教事工文憑 吳賀偉、林信才、梁偉明 

1995 第十一屆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文學碩士 林國標、梁炳鈞、袁維新 

神學學士 陳惠娟 

神學文憑 謝佳兒 

基督教事工文憑 謝健雄 

教會音樂事工證書 陳慧君 

修業期滿 凌惠霞、劉展瑞 

1996 第十二屆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文學碩士 李佩齡、廖卓堅 

基礎神學文憑 李小玲、梁壁重、羅淑英 

教會音樂事工證書 郁多加、郁非比、楊秀紅、鄭子賢 

普及神學證書 郁非比、陳慧君 

1997 第十三屆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文學碩士 岑禹勤、梁鴻光 

基礎神學文憑 葉巧平 

1998 第十四屆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文學碩士 林炎華 

神學學士 宋玉英、章碧玲 

神學文憑 連潔貞、區奕珍、湯寶珍 



聖經研讀證書 吳國昌、郁非比 

普及神學證書 黃芷娟、葉慧珍 

1999 無畢業禮 
  

2000 第十五屆 

基督教研究文憑 杜恩信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研究文憑 麥金煥 

神學學士 
周銀娣、黃麗敏、謝正權、 
高學敏、朱英儀、區奕珍 

基礎神學文憑 符菊妃 

教會音樂事工證書 吳麗燕 

聖經研讀證書 黃芷娟 

普及神學證書 林金鳳、李佩娟、葉美容 

2001 第十六屆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研究文憑 勞綺華、周昭 

基督教研究文憑 葉慧珍 

神學學士 胡玉珍 

神學文憑 郭華妹 

聖經研讀證書 周灶 

2002 無畢業禮 神學預修課程 何麗昆、許沛鋒 

2003 第十七屆 

神學學士 
連俊才、張志卿、郭華妹、 

江美娟、連潔貞 

基督徒教師培訓證書 周珏珊 

2004 無畢業禮 神學預修課程 燕嬰 



2005 第十八屆 

神學學士 梁偉明、梁國成、蔡瑞彩 

神學預修課程 吳芹慶、黃佩珍 

基督徒教師培訓證書 馮瑞菁、何惠英 

聖經研讀證書 區潔萍 

神學涉獵證書 

歐滿嬋、陳偉焯、周珏珊、朱佑人、

楊少萍、容光耀、關佩儀、賴銀燕、

林燕卿、林建誠、劉澤彬、劉鳳池、

李慧芬、梁美珊、馬文蓉、麥遠輝、

冼月芬、戴江霞、鄧思敏、韋海揚、

黃若燕 

2006 第十九屆 

神學學士 何麗昆、劉展瑞 

神學涉獵證書 

沈振輝、劉鳳仙、余家慶、姚愛定、

梁國賢、鄭智明、吳婉君、陳健河、

黃嘉英、侯勇明、鄺尚勤、何達彬、

鄭炳全、謝鳳儀、鄺景運、雷志恆 

2007 第二十屆 

神學學士 梁壁重、盧勁研 

基督教研究文憑 鄺景運 

神學涉獵證書 

黃玉好、沈浪鶯、朱玉瑛、鍾耀輝、

關雪貞、凌雅芝、李煥轉、容念音、

王靄茵、鄧妹華、林梅妹、楊文泉、

陳耀權、劉梨麗、潘倩兒、 
歐陽麗霞 

2008 第二十一屆 

神學學士 劉海明 

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神學學士雙學位 梁錦榮 

神學涉獵證書 
蔡忠民、陳倩儀、龔明輝、黎美琪、

容景文、趙幸怡、張碧雲、梁秀玲、

林結財、文瑞芳、閆明 

門徒領袖訓練證書 
李玉梅、蕭玉雲、鄧妹華、歐滿嬋、

高美儀、李荷燕、毛佩錦、蕭佩英、

閆明 

舊約概覽證書 
劉澤彬、沈振輝、吳婉君、朱玉瑛、

鍾耀輝、楊文泉、鄧妹華、陳耀權 



2009 第二十二屆 

神學學士 黃佩珍、吳芹慶 

神學涉獵證書 
黃少英、謝佩雯、梁瑞蓮、梅惠貞、

趙善君、老志新、盧金亮、陳穎芝、

蕭佩英、沈鷹 

新約概覽證書 
劉梨麗、黎美琪、凌雅芝、朱玉瑛、

鄧妹華、吳婉君、陳倩儀、龔明輝、

楊文泉、容景文、鍾耀輝、劉澤彬 

門徒領袖訓練證書 
劉少芳、蔡露奇、曾禮然、張培良、

潘小紅、鄧妹華、周芷君、許葆芸、

余均濠、高景祺、陳紹明 

2010 第二十三屆 

神學學士 梁幸堅 

神學涉獵證書 
陳紹明、趙章良、何志強、陳孝鐘、

楊敬鴻、高景祺、葉慧珍、黃慧樺、

陳嘉嬋、梅惠清、陳列婉、戴婉琪 

舊約概覽證書 
陳倩儀、陳穎芝、林梅妹、黃少英、

梅惠貞、李煥轉、張碧雲、老志新、

龔明輝、黎美琪、盧金亮、沈鷹 

門徒領袖訓練證書 
周智健、劉健松、林伊敏、龍倩玲、

黎桂芬、劉潔婷、梁金蓮、殷潔身、

陳琴 

基層宣教佈道訓練證書 
陳志寧、彭治權、朱玉瑛、吳麗娟、

梅惠娟、李明 

2011 第二十四屆 

神學學士 王少球 

基督教事工文憑 洪凌雯 

基督教研究文憑 陳偉鵬 

兒童事工課程 

方益成、王春花、王桂芬、王裕雯、

布潔嫻、朱英儀、何嘉慧、宋潔英、

李少歡、李美蓮、卓仕傑、卓瑞珍、

林滿紅、侯麗濃、施莉莉、胡海珊、

梁文燕、梁美娟、梁淑綺、許華寶、

陳幸裕、陳思瑩、陳翠媚、曾小玲、

湯淑婷、馮惠娟、黃玉雲、黃敏明、

黃淑兒、葉少容、葉泳姿、葉社愛、

葉穗玲、廖金蓮、趙鳳姿、劉嘉慧、

劉鳳池、歐滿嬋、蔡嘉韻、鄧熾樺、

鄭炳弟、盧麗珠、蕭佩英、謝佩雯、

羅文慧、羅美娟、龔淑華 



新約概覽證書 

阮麗芳、林妙玲、張碧雲、梁雪晶、

梅惠貞、許白芬、彭治權、黃少英、

黃威文、黃慧樺、黃曉芬、楊敬鴻 
趙章良、劉潔婷、譚志雯、沈鷹 

門徒領袖訓練證書 梁玉珍 

2012 第二十五屆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 許康植 

神學學士 何國龍 

基督教研究碩士 吳麗群 

舊約概覽證書 

葉社愛、譚志雯、彭治權、楊敬鴻、

劉潔婷、吳海霞、盧雨晴、梁雪晶、

黃慧樺、阮麗芳、林妙玲、許白芬、

閆明 

兒童事工進深級課程 

朱英儀、布潔嫻、黃淑兒、黃若燕、

鄭炳弟、韋海揚、鍾健斌、陳思瑩、

趙鳳姿、黃敏明、李美美、葉社愛、

宋潔英、卓仕傑、劉鳳池、歐滿嬋 

青少年事工證書 
梁家偉、吳英康、朱玉瑛、朱玉琼、

陳潔平、堵笑敏、黃慧蓮、盧振倡、

宋潔英、朱英儀、黃淑兒、卓仕傑 

聖經教師訓練課程 呂健瑜、曾令文、梁秀玲 

2013 第二十六屆 

神學學士 陳少初、江美玲 

新約概覽證書 
楊旭然、老志新、黃敏明、鄧蓓兒、

鄭德賢、鄺詠珊、何珮葉、陳佩慈、

葉社愛 

教會/機構行政事務證書 
馮紫雲、李少怡、馬佩華、熊蕙蔥、

關雪貞、鄒春蘭、陳志寧、朱玉瑛、

朱玉琼、馬毅敏、李明 

共步差傳成長路證書 洪思敏、李丹丹 

2014 第二十七屆 

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神學學士 盧啟智 

基督教研究碩士 
李錦全、楊永康、毛劍賢、 
容景文、李佩齡、凌雅芝 

神學學士 劉銳基、梁月玲 



舊約概覽證書 
鄺詠珊、葉騰蓉、陳佩慈、鄒春蘭、

馮紫雲、楊旭然、陳施恩、鄧蓓兒、

李巧穎、李菊清 

初級實用輔導培訓證書 
鍾耀輝、楊麗儀、黎學蕾、黃玉好、

黃慧蓮、梁金美、賴小堃、吳婉君 

2015 第二十八屆 

神學學士 許康植 

基督教研究碩士 李錦榮、雷雲飛、潘麗顏、吳健榮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 陳愛蓮 

基督教事工文憑 陳淑賢 

新約概覽證書 

李菊清、霍鳳燕、林梅妹、黎學蕾、

陳施恩、麥劍雲、江雪妹、楊麗儀、

馮紫雲、鄒春蘭、余家慶、林金鳳、

李巧穎、蔣麗雲、黃紫君、梁詠儀、

黃紹明、黃理光、梁淑儀 

2016 第二十九屆 

基督教研究碩士 傅秉駒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 張寶玲 

基督教研究證書 閆明 

舊約概覽證書 
黃紫君、余家慶、林金鳳、蔣麗雲、

李志豪、霍鳳燕、歐靖兒、陳幸裕、

江雪妹、梁詠儀、武劍 

2017 第三十屆 

道學碩士 賈若暉 

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 梁麗萍 

文學碩士(基督教事工) 冼樂瑜 

基督教研究文憑 鄔俊傑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 陸碧穗 

新約概覽證書 
孫佩英、馮禮嬋、吳偉超、楊小玲、

蕭展鴻、陳智峰、鄒美玲 



兒童事工證書 
許白芬、劉珮琪、管鳳棋、 

黃杏梨、容娟娟 

2018 第三十一屆 

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 李少怡 

文學碩士(基督教事工) 阮麗芳、梁立岡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 蕭展鴻 

基督教事工文憑 岑素萍 

基督教輔導證書 黎學蕾、楊麗儀 

聖經研讀證書 黃少英 

舊約概覽證書 
孫佩英、陳智峰、吳偉超、 
鄒美玲、郭日龍、龔明輝 

青少年事工證書 黃紫君、呂靜安、熊丹 

2019 第三十二屆 

道學碩士 梁家偉、梁允誠、洪楚君、傅秉駒 

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 劉敏儀 

文學碩士(基督教事工) 黃理光 

英語聖經涉獵證書 

Ancheta, Imelda Mariano、 
Arzaga, Ezrael P. 

Asis, Marychu Baldo、 
Bongolan, Rosemarie Santos 

Calibuso, Jean Nazarro、 
Caspe, Victorianelba Gidayawan 

Castro, Michelle Dusal、 
Delos Santos, Myleen Bunalade 

Dipus, Emelyn Baltar、 
Garzon, Rebecca Garrido 

Iquina, Virgie Ili、 
Mendoza, Elisa Padlan 

Pasco, Evelyn Rivera、 
Pua, Arlene Cano 



Reoganis, Leonor Azarcon、 
Sabado, Sunshine Catalan 

San Valentin, Sarah Joy Arzadon、 
San Valentin, Zenaida Arzadon 

Tabayoyon, Nancy、 
Tam, I Wa 

Tiqui, Edna Mendoza、 
Valentino, Josephine 

Tumibay, Evangeline Esteban (In 
Absentia) 

Yaranon, Grace Alejo 

2020 第三十三屆 

神學學士 陳潔靈、黃玉好 

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 劉齡之 

基督教研究文憑 陳麗靜 

英語聖經涉獵證書 

Andres, Daisy Sabado、  
Sabado, Zenaida Navarette 

Bejar, Joycelyn De Guzman、 
Torregoza, Rebecca Remulta  

Camaya, Jennifer Manabat、 
Valles, Maria Lynzy 

Guarin, Analiza Rayray、 
Imperial, Joyce Ann Alfonso 

英語神學涉獵證書 

Ancheta, Imelda Mariano、 
Mendoza, Elisa Padlan 

Arzaga, Ezrael P.、 
Pasco, Evelyn Rivera 

Calibuso, Jean Nazarro、 
Pua, Arlene Cano 

Camaya, Jennifer Manabat、 
Reoganis, Leonor Azarco  

Caspe, Victorianelba Gidayawan、 
San Valentin, Sarah Joy Arzadon 

Castro, Michelle Dusal、 
San Valentin, Zenaida Arzadon 

Delos Santos, Myleen Bunalade、 
Tiqui, Edna Mendoza 



Dipus, Emelyn Baltar、 
Valentino, Josephine 

Garzon, Rebecca Garrido、 
Yaranon, Grace Alejo 

Iquina, Virgie Ili 

2021 第三十四屆 

神學學士 鄭惠洪、郭萬榮 

基督教研究文憑 冼家亨、林瑞光、李展能 

基督教研究證書 霍鳳燕、杜勐 

基督教輔導證書 武劍 

普通話神學文憑 王晴 

英語聖經涉獵證書 

Abesamis, Jocelyn Mejia 、 
Blaza, Jenelyn Malasugui、 

Fontanilla, Jayvee Mark Carlos、 
Lalnunmawii 

英語神學涉獵證書 

Andres, Daisy Sabado、 
Basilejo, Cecilia Erasga 

Fontanilla, Jayvee Mark Carlos、 
Gapla-Ew, David Calbone 

Gapla-Ew, Imelda Andiso、 
Guarin, Analiza Rayray 

Imperial, Joyce Ann Alfonso、 
Sabado, Zenaida Navarette 

Torregoza, Rebecca Remul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