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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警民合作”中文徵文及攝影比賽結果 

由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聯合主辦的 2015“警民合作”中文徵文及攝影比賽，

活動期間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6 日，本屆是以“警民合作”為題材，

希望透過比賽表達警民合作的重要性，向巿民大眾呈現澳門保安部隊正面的形

象，攜手構建良好親民的警隊文化。 

經過了兩個多月的作品徵集階段，報名人數共 433 名，反應熱烈。中文徵文比賽：

專上組共收到 27 篇作品、高中組共收到 221 篇作品，內部組共收到 103 篇作品。

攝影比賽：公開組共收到 62 幅作品，內部組共收到 103 幅作品。 

徵文比賽評審團由澳門寫作學會張卓夫理事長、葉錦添監事長、劉居上副監事

長、程祥徽名譽會長和許鈞銓副秘書長組成；攝影比賽評審團由治安警察局吳錦

華副局長、司法警察局杜淑森副局長、消防局鄺逸富副消防總長、澳門影友協進

會朱劍波會長、澳門數碼攝影學會張梅芝理事長、澳門攝影學會馬志信會員大會

副主席和澳門沙龍影藝會鄧少鳯副理事長組成。 

透過多輪的評審階段，終於由眾多優秀的作品中選出各組別得獎作品。中文徵文

比賽專上組冠軍為陳慧玄（華南師範大學），高中組冠軍為潘凌子（培正中學），

內部組冠軍為楊世安（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攝影比賽公開組冠軍為麥慶堅，

內部組冠軍為劉德強（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主辦單位將於稍後另行通知各得奬者比賽結果，而頒奬禮定於 2016 年 2 月 5 日

（星期五）上午 11 時假本校禮堂舉行，並將邀請各評審共同出席。有關上述比

賽之結果，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fsm.gov.mo/esfsm。如有查詢，可於辦公

時間內致電 88990360 與本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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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民合作”中文徵文比賽 
結果 

 
專上組 

獎項 得獎者 學校 作品名稱 

冠軍 陳慧玄 華南師範大學 唇齒相依 

亞軍 黃煒程 澳門科技大學 過關 

季軍 林永俊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的好處 

優異獎 望洋君子 中山大学 鐡骨柔情 

優異獎 甄亦豪 澳門大學 警民合作源於信任 

優異獎 黎嘉韻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與警同行，繼往開來 

入圍獎 鄺子欣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互信，防罪滅罪 

入圍獎 張艷嬋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論警民關係之 

合作關係的重要性 

入圍獎 李梓豪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一心 

入圍獎 陳雅玲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之我見 

入圍獎 施朝興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 

 

高中組 

獎項 得獎者 學校 作品名稱 

冠軍 潘凌子 培正中學 致意．致敬 

亞軍 陳善軒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警察與消防》 

季軍 張晶晶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警民合作之我見 

優異獎 葉沛賢 培正中學 升旗禮的遐想 

優異獎 劉伊慈 培正中學 熟悉的身影 

優異獎 劉嘉琪 濠江中學 《警民合作 擁抱成功》 

入圍獎 關芷恩 培正中學 警民合作 

入圍獎 譚禧睿 培正中學 警民合作為澳門 

入圍獎 曾浩倫 培正中學 
金風玉露一相逢 

－澳門警民合作之我見 



入圍獎 劉鏵輝 粵華中學 人和 

入圍獎 黃添雅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警民合作 

入圍獎 劉柏麟 培正中學 警民合作，生活安樂 

入圍獎 張雅雪 培正中學 警與民，合作 

入圍獎 鄧慧敏 培正中學 警與民 

入圍獎 黃俊諺 培正中學 論警民合作的重要性 

入圍獎 王詩綸 濠江中學 警民合作 凝聚一心 

入圍獎 蔡珊妮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可敬可愛的人》 

入圍獎 鄧煒澄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有警察叔叔，我不怕 

入圍獎 江心悅 培正中學 維繫社會治安，你我有責 

入圍獎 甘思琪 培正中學 警與民 

入圍獎 馮君蕎 培正中學 我看警民合作 

入圍獎 賴安妮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警民一家親 

入圍獎 徐心暘 培正中學 蓮城之衛 

入圍獎 陳詠詩 培正中學 警民合作 

入圍獎 林文浩 培正中學 警民．同心 

入圍獎 劉嘉嘉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距離感 親切感 期待感 

入圍獎 麥詩敏 同善堂中學 治安靠大家 

入圍獎 黃詩平 同善堂中學 偉大的「他」 

入圍獎 梁雅婷 同善堂中學 維繫和平社會 

入圍獎 張艷 新華學校 論警民合作的重要性 

 

內部組 

獎項 得獎者 部門 作品名稱 

冠軍 楊世安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救護車上 

亞軍 洪偉峰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察夢 

季軍 陳耀文 消防局 警察與巿民 

優異獎 陸錦珊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下， 
從民到警的角式轉變 

優異獎 包杭雲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 



優異獎 卓高弛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和平之路，任重道遠 

入圍獎 馬俊輝 治安警察局 
警民合作共建美好家園 
－“警民同心”在心理學 
視角下對“心”的演繹 

入圍獎 林華慶 司法警察局 屬於澳門巿民的幸福 

入圍獎 郭偉龍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合作的力量 

入圍獎 陳佩婷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隱形的翅膀 

入圍獎 梁金玉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如何加強警民合作的力量 

入圍獎 李樂宜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關係 

入圍獎 吳婷燕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論警民同心合力對 
澳門社區的重要性 

入圍獎 伍嘉莉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 

入圍獎 黃富誠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人人有責 

入圍獎 關偉業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警民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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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民合作”攝影比賽 
結果 

 
公開組 

獎項 得獎者 作品名稱 

冠軍 麥慶堅 扶持 

亞軍 陳小燕 關懷 

季軍 張依文 警民同心 

優異獎 何尉 警學合作 

優異獎 潘偉華 救護傷者 

優異獎 陸偉強 悉心照顧 

入圍獎 陳光忠 花車大巡遊 

入圍獎 陳小燕 致敬 

入圍獎 張艷嬋 警民合作之 有禮儘責, 樂於助人 

 

內部組 

獎項 得獎者 部門 作品名稱 

冠軍 劉德強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守護巿民 

亞軍 龔浩然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盡忠職守 

季軍 余勝超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親民大使 

優異獎 鮑凱威 司法警察局 深入社區 

優異獎 歐陽健豪 司法警察局 關懷 

優異獎 周家樂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生命無界限 

入圍獎 鮑凱威 司法警察局 警民一心 

入圍獎 黎健民 司法警察局 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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