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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術書畫班創作情況

孫衍軍

治安警察局 美術書畫班導師

   澳門治安警察局美術書畫班成立於2008年，最初是為了參加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

門警察書畫作品展】。當時時間非常短暫，只有兩個月，在治安警察局警察學校找到我時，我

有些緊張，因為對警察真是很不瞭解『他們會畫畫嗎?』，我有些猶豫不決，但學校給了我很

大的信心『我們的警察隊伍裡有很多藝術人才……』，受到這樣的鼓勵，我走入了美術書畫班

……在短短兩個月的繪畫創作中，驗證了學校的話，的確讓我對警察另眼相看，他們不但具有

藝術創作的天賦，還有警察應具備的嚴謹、守時、努力、積極及強烈的責任感等美德，我深為

感動。學員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近五十幅書畫作品，最終挑選出近十幅作品代表澳門警察

參加【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為澳門治安警察局贏得了榮譽。

   在這次畫展結束後，美術書畫班得到局方及警察學校的大力支持，給美術書畫班的學員們

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為警界注入藝術氣息，鼓勵警察公餘研習藝文風氣。

   自2010年開始，每一年的警察周年紀念開放日，在局方及警察學校的大力支持下，美術書

畫班的學員們都會向廣大市民呈現出他們精心創作的藝術作品，為警察周年紀念開放日增添了

人文藝術的氣息，受到市民讚賞。這也成為美術書畫班學員們藝術創作的目標，有了這樣的目

標，學員在平時的練習中更加努力和刻苦，他們經常一起探討繪畫方法、創作技法及運用媒材

方式等，且互相鼓勵及幫助，過程融洽而愉快，讓我又看到了警察團隊的精神和具積極進取的

人生目標，使我深深愛上了這個團隊。

   2011年8月3日，由澳門仁慈堂婆仔屋提供場地及協助，舉辦了澳門首屆關於警務人員的藝

術作品展，藉此平臺，加強廣大市民與警務人員的溝通與認識，讓更多本地以至海內外人士深

入瞭解澳門警隊具有文化內涵的一面，別具意義。作品展反應熱烈，好評如潮。

   目前，美術書畫班的學員們正在為2013年的畫展，密鑼緊鼓的創作和籌備，作品的藝術表

現形式將會更多元化，平面作品，包括油畫、中國畫、書法、水彩畫、丙稀及素描，立體作品

，包括雕塑、陶瓷玻璃彩繪及紮染服裝等。作品將會把警察特色突顯，且與藝術融合統一。警

察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既有廣義文化的諸多特點，又具有鮮明的職業特徵。警察是一

支特殊的隊伍，必須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美術

書畫班在警察學校的帶領下致力引導學員們樹立正確的人文藝術觀，創作出具有時代特徵和鮮

明警察特色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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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書畫班學員介紹

陳玉群-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素描、丙烯及陶瓷彩繪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王誼華-副警長編號205951

隸屬警察學校

美術專長:素描、油畫及陶瓷彩繪

於1990年曾修讀影視藝術培訓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鄭麗娟-警長編號151840

隸屬辦事處

美術專長:陶瓷彩繪及紮染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萬德民-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林志恆-警員編號153951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雕塑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教育專業學士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2年夏利豪雕塑比賽展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陳偉東-警員編號297091

隸屬特警隊

美術專長:素描、油畫、丙烯、水彩及陶瓷

曾修讀藝術管理培訓課程

2002年美術作品獲世界性比賽和平獎季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全澳書畫聯展

梁文達 丙烯彩繪
VERONICA

鄭麗娟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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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喜康-警員編號263991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素描及丙烯

澳門理工學院綜合設計高等專科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蕭翠英-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油畫及水彩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楊國清-警員編號157980

隸屬資源管理廳

美術專長:水彩、油畫及素描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陳志勇-首席警員編號244981

隸屬澳門警務廳

美術專長:素描

澳門理工學院綜合設計學士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黃敏華-首席警員編號251960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油畫及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梁文達-警員編號316931

隸屬辦事處

美術專長:素描、丙烯及噴畫

曾修生產力促進局電腦時裝設計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民政總署美化環境美術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1年馬若龍和朋友們的創意彩燈展

孫衍軍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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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心-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陶瓷彩繪及紮染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郭銀彩-警員編號181050

隸屬情報廳

美術專長:水彩、油畫及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羅薇嘉-首席警員編號160940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油畫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林鳳珊-首席警員編號132970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素描及油畫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蘇元應-副警長編號123921

隸屬交通廳

美術專長:素描、水彩、油畫、中國畫及板畫

曾修讀澳門理工學院視覺藝術課程

馬寶珠-副警長編號184920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書法及國畫

於國內修讀書法及國畫培訓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民政總署書畫聯展

孫衍軍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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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書畫班展覽歷程

治安警察局美術書畫班於2008年成立

學員作品參與下列展覽及活動

2008年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婆仔屋)

馬若龍和朋友們的創意彩燈展

2012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2013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羅薇嘉 玻璃彩繪

王誼華 玻璃彩繪

冬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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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紀念開放日展覽作品   
馬寶珠 書法作品

學以正法
馮喜康 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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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寶珠 書法作品

森林女神
孫衍軍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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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
陳玉群 丙烯

童話世界
陳玉群 丙烯

光影
郭銀彩 丙烯

春意
郭銀彩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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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壹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期待
蕭翠英 油畫

人像貳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望
蕭翠英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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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肆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森林
楊國清 油畫

人像叁
陳志勇 電腦繪圖

百合花
楊國清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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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
陳偉東 丙烯

拉丁小街
萬德民 油畫

日落科學館
萬德民 丙烯

原野
林鳳珊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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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
梁文達 丙烯

希望
萬德民 丙烯

玫瑰
林鳳珊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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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羅薇嘉 油畫

法國南部
蘇元應 丙烯

秋
羅薇嘉 油畫

混合靜物
蘇元應 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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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羅薇嘉 油畫

法國南部
蘇元應 丙烯

秋
羅薇嘉 油畫

混合靜物
蘇元應 丙烯



18 15

風格
梁文達 丙烯

希望
萬德民 丙烯

玫瑰
林鳳珊 油畫



14 19

極端
陳偉東 丙烯

拉丁小街
萬德民 油畫

日落科學館
萬德民 丙烯

原野
林鳳珊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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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肆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森林
楊國清 油畫

人像叁
陳志勇 電腦繪圖

百合花
楊國清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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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壹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期待
蕭翠英 油畫

人像貳
陳志勇 電腦繪圖

望
蕭翠英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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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
陳玉群 丙烯

童話世界
陳玉群 丙烯

光影
郭銀彩 丙烯

春意
郭銀彩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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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寶珠 書法作品

森林女神
孫衍軍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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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紀念開放日展覽作品   
馬寶珠 書法作品

學以正法
馮喜康 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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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書畫班展覽歷程

治安警察局美術書畫班於2008年成立

學員作品參與下列展覽及活動

2008年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婆仔屋)

馬若龍和朋友們的創意彩燈展

2012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2013年

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羅薇嘉 玻璃彩繪

王誼華 玻璃彩繪

冬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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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心-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陶瓷彩繪及紮染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郭銀彩-警員編號181050

隸屬情報廳

美術專長:水彩、油畫及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羅薇嘉-首席警員編號160940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油畫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林鳳珊-首席警員編號132970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素描及油畫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蘇元應-副警長編號123921

隸屬交通廳

美術專長:素描、水彩、油畫、中國畫及板畫

曾修讀澳門理工學院視覺藝術課程

馬寶珠-副警長編號184920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書法及國畫

於國內修讀書法及國畫培訓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民政總署書畫聯展

孫衍軍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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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喜康-警員編號263991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素描及丙烯

澳門理工學院綜合設計高等專科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蕭翠英-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油畫及水彩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楊國清-警員編號157980

隸屬資源管理廳

美術專長:水彩、油畫及素描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陳志勇-首席警員編號244981

隸屬澳門警務廳

美術專長:素描

澳門理工學院綜合設計學士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黃敏華-首席警員編號251960

隸屬行動廳

美術專長:油畫及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梁文達-警員編號316931

隸屬辦事處

美術專長:素描、丙烯及噴畫

曾修生產力促進局電腦時裝設計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民政總署美化環境美術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1年馬若龍和朋友們的創意彩燈展

孫衍軍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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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群-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素描、丙烯及陶瓷彩繪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2012年澳門女公務員才藝展

王誼華-副警長編號205951

隸屬警察學校

美術專長:素描、油畫及陶瓷彩繪

於1990年曾修讀影視藝術培訓課程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2012年第二屆澳門、珠海警務論壇

鄭麗娟-警長編號151840

隸屬辦事處

美術專長:陶瓷彩繪及紮染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萬德民-退休警務人員

美術專長:丙烯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林志恆-警員編號153951

隸屬出入境事務廳

美術專長:雕塑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教育專業學士學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2002年夏利豪雕塑比賽展

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

2010、2011及2012年度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開放日

2011年治安警察局警務人員藝術作品展

陳偉東-警員編號297091

隸屬特警隊

美術專長:素描、油畫、丙烯、水彩及陶瓷

曾修讀藝術管理培訓課程

2002年美術作品獲世界性比賽和平獎季軍

美術作品曾於以下活動展覽

全澳書畫聯展

梁文達 丙烯彩繪
VERONICA

鄭麗娟 玻璃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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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衍軍

治安警察局 美術書畫班導師

   澳門治安警察局美術書畫班成立於2008年，最初是為了參加2008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

門警察書畫作品展】。當時時間非常短暫，只有兩個月，在治安警察局警察學校找到我時，我

有些緊張，因為對警察真是很不瞭解『他們會畫畫嗎?』，我有些猶豫不決，但學校給了我很

大的信心『我們的警察隊伍裡有很多藝術人才……』，受到這樣的鼓勵，我走入了美術書畫班

……在短短兩個月的繪畫創作中，驗證了學校的話，的確讓我對警察另眼相看，他們不但具有

藝術創作的天賦，還有警察應具備的嚴謹、守時、努力、積極及強烈的責任感等美德，我深為

感動。學員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近五十幅書畫作品，最終挑選出近十幅作品代表澳門警察

參加【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察書畫作品展】，為澳門治安警察局贏得了榮譽。

   在這次畫展結束後，美術書畫班得到局方及警察學校的大力支持，給美術書畫班的學員們

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為警界注入藝術氣息，鼓勵警察公餘研習藝文風氣。

   自2010年開始，每一年的警察周年紀念開放日，在局方及警察學校的大力支持下，美術書

畫班的學員們都會向廣大市民呈現出他們精心創作的藝術作品，為警察周年紀念開放日增添了

人文藝術的氣息，受到市民讚賞。這也成為美術書畫班學員們藝術創作的目標，有了這樣的目

標，學員在平時的練習中更加努力和刻苦，他們經常一起探討繪畫方法、創作技法及運用媒材

方式等，且互相鼓勵及幫助，過程融洽而愉快，讓我又看到了警察團隊的精神和具積極進取的

人生目標，使我深深愛上了這個團隊。

   2011年8月3日，由澳門仁慈堂婆仔屋提供場地及協助，舉辦了澳門首屆關於警務人員的藝

術作品展，藉此平臺，加強廣大市民與警務人員的溝通與認識，讓更多本地以至海內外人士深

入瞭解澳門警隊具有文化內涵的一面，別具意義。作品展反應熱烈，好評如潮。

   目前，美術書畫班的學員們正在為2013年的畫展，密鑼緊鼓的創作和籌備，作品的藝術表

現形式將會更多元化，平面作品，包括油畫、中國畫、書法、水彩畫、丙稀及素描，立體作品

，包括雕塑、陶瓷玻璃彩繪及紮染服裝等。作品將會把警察特色突顯，且與藝術融合統一。警

察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既有廣義文化的諸多特點，又具有鮮明的職業特徵。警察是一

支特殊的隊伍，必須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美術

書畫班在警察學校的帶領下致力引導學員們樹立正確的人文藝術觀，創作出具有時代特徵和鮮

明警察特色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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