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恩典攝影學會成立已三十五年，歲月的沖刷，洗滌了青春年華的浪漫，卻洗不掉我

們的情誼及對攝影藝術的熱忱。

	 三十五個寒暑，跨越了兩個世紀，也跨越了我們從少年到中年的步伐；承載了各位

朋友給我們的恩典，也記錄了我們成功時的喜悅和失意時的憂傷；無論如何，境遇的得

失與順逆，我們總得承擔著大家的期望和囑咐。

		 “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詞聖蘇

東坡，詩聖杜甫將“山光水色，蜓蝶嬉萍”	的詩情畫意在歲月的時空裡飛舞輕揚；作為藝

術工作者，嘗懷喚醒人們尊敬及愛護自然生態創作情懷；是以“山蝴”影集作為恩典攝影

學會三十五週年獻禮。

　　我們握不住流逝的青春，韶華難再；願我們搭起攝影藝術界傳播友誼的橋樑，促進

彼此之聯繫，天長地久，永固如昨。

會長			唐旭清

二零一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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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嶺奇峰 (黃山) 王健材 (三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主席、永遠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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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福島 胡世光 (名譽顧問)



25

枕戈待發 胡世光 (名譽顧問)



26

仙人晒靴 孔德輝 (榮譽會長)



27

冬日黃山 孔德輝 (榮譽會長)



28

北極光 王樹棠博士 (名譽中醫顧問)



29

艷麗極光 王樹棠博士 (名譽中醫顧問)



30

古堡偶拾 吳連城 MH (名譽顧問)



31

湖畔風光 吳連城 MH (名譽顧問)



32

水波盪漾花燦爛 李文光 (榮譽會長)



33

藍寶石之戀 李文光 (榮譽會長)



34

平民百姓 Common Citizen 李漢光 (榮譽會長)



35

沉默的洗滌 Silent Dawn 李漢光 (榮譽會長)



36

學府 (普林斯頓大學) 祝乾松 (名譽會長)



37

豐碑 (美國獨立紀念碑) 祝乾松 (名譽會長)



38

比翼雙飛 秦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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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山城 漢旺球 (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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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 劉自良 (名譽顧問)



54

生生不息 劉錦麟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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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叢林 1 譚健康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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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king Butterfly 李國光 (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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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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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春色 陳海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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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行追疾風 曾慶旻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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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界 蘇文郁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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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裳蝶影-心留倩影 (斜斑彩灰蝶 Heliophorus Phoenicoparyphus) 余國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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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裳蝶影-心影花痴 (曲紋紫灰蝶 Chilades Pandava) 余國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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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房子 (意大利南部) 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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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相傳 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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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靜怡人 (土耳其．古皇宮) 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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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長瀑 李兆賢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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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島冰川 李兆賢



81

藍湖鐵漢 李兆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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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甜橙 阮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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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風情 阮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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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山城伊亞 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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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鎖東江湖 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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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泛舟 (長江三峽) 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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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葉情 饒炳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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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 何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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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楓情 何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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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 (耶路撒冷) 吳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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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 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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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麗湖晨曦 邱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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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憩息 邱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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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之晨 徐雄



117

高原夕照 徐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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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食 馬志信



119

蘭花 馬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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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令箭 張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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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華若夢 張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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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楓夾道 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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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曳楓姿 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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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繭一刻 張德勝



125

蝶戀花 張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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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餘暉 梁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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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后海灣之美 梁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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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澗小瀑 梁詠兒



129

潮浪如幻 梁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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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鳥捕魚 1 莊耀家



131

翠鳥捕魚 2 莊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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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中等你 許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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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翱翔 許國偉



134

花落 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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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 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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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荷吐艷 陳威基



137

飄搖的一顆心 陳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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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 陳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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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 陳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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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彩 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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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 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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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到拿來 黃卓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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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鳥拉龜 黃卓儉



144

山川小景 黃英松



145

田園晨霧 黃英松



146

團隊精神 黃麗珍



147

春城花蹤 黃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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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 靳子森



149

泛舟 靳子森



150

櫻花 趙福生



151

似水流年 趙福生



152

雲中奇峰 劉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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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嶺晨光 劉海惠



154

天與海一霧之隔 劉偉忠



155

海灣一色 劉偉忠



156

雨後殘荷 鄧廣生



157

爭妍鬥麗 鄧廣生



158

捕虫 一 短耳鴞 藍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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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伴侶 一 疣鼻天鵝 藍寶慶



160

大地飛烟 王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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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夜色 江炎輝醫生



162

麵包樹 何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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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ing Leisure 何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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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水長流 何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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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秋色 余積信



166

石榴 吳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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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秋 李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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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日落 李飛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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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掖地貌 杜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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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位置 冼培安



171

坐看雲起時 周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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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古石林 林健璋



173

彎河秋色 林鉅津醫生 JP



174

花團錦簇迎國慶 姜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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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與白 袁旭崧



176

黃山雲海 區源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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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哺 張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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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相依 張馥芳



179

遠遠高飛 梁步安



180

相敬如賓 莫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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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 陳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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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花 陳世龍



183

冬日蘆花 陳炳忠



184

荷影．蜓影 陳栢健



185

對望 陳偉超



186

採蜜忙 陳澤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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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變幻 彭滿全



188

荷塘之友 曾港存



189

生機勃勃 楊銘銓



190

彩光-貓頭鷹 廖麗珊



191

金秋放牧 劉仕樑



192

新苗 劉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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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夜色 劉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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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初升群塔中 劉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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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 鄧滿榮



196

雙雙對對 Finalize 鄭愛琼



197

與林共舞 鍾志強



198

紅葉影金秋 譚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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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食 鄺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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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黃花 鍾賜佳 (永遠榮譽會長)



201

珊瑚．山蝴 鍾賜佳 (永遠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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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愛伴侶－疣鼻天鵝 159
 王貴光 大地飛烟 160
 江炎輝醫生 山城夜色 161
 何倩鳴 麵包樹 162
 何根強 Evening Leisure 163
 何錦雄 細水長流 164
 余積信 紅葉秋色 165
 吳民權 石榴 166
 李兆漢 賞秋 167
 李飛熊 大埔日落 168
 杜寶珊 張掖地貌 169
 冼培安 最佳位置 170
 周振業 坐看雲起時 171
 林健璋 黃河古石林 172
 林鉅津醫生 JP 彎河秋色 173
 姜錫祥 花團錦簇迎國慶 174
 袁旭崧 藍與白 175
 區源欽 黃山雲海 176
 張煥發 餵哺 177
 張馥芳 倆相依 178
 梁步安 遠遠高飛 179
 莫松強 相敬如賓 180
 陳日勝 湖光山色 181
 陳世龍 戀花 182
 陳炳忠 冬日蘆花 183
 陳栢健 荷影．蜓影 184
 陳偉超 對望 185
 陳澤榮 採蜜忙 186
 彭滿全 風雲變幻 187
 曾港存 荷塘之友 188
 楊銘銓 生機勃勃 189
 廖麗珊 彩光-貓頭鷹 190
 劉仕樑 金秋放牧 191
 劉健光 新苗 192
 劉華泰 維港夜色 193
 劉鳳仙 旭日初升群塔中 194
 鄧滿榮 盛放 195
 鄭愛琼 雙雙對對 Finalize 196
 鍾志強 與林共舞 197
 譚寶朝 紅葉影金秋 198
 鄺綺雯 覓食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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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歷屆正副會長及沙龍主席芳名

年份 會長 副會長 沙龍主席

1981-82 梁其正 謝國志　　朱麗英

1983 梁其正 鍾賜佳　　陳銘燊

1984 蘇啟賢 鍾賜佳　　陳偉超

1985 鍾賜佳 陳銘燊　　黎榮安

1986 陳銘燊 鍾賜佳　　黎熾培

1987 陳銘燊 黎熾培　　陳偉超

1988 黎熾培 陳銘燊　　陳偉超

1989 黎熾培 陳偉超　　漢旺球

1990 陳偉超 黎熾培　　謝國志

1991 陳偉超 陳群中　　梁建中

1992 漢旺球 謝國志　　李文光 陳偉超

1993 漢旺球 謝國志　　李文光 陳偉超

1994 李文光 謝國志　　陳群中　　陳日勝 漢旺球

1995 李文光 陳群中　　陳日勝 鍾賜佳

1996 陳偉超 陳日勝　　梁步安 梁建中

1997 李文光 陳日勝　　梁步安 梁建中

1998 李文光 梁步安　　談劍球 鍾賜佳

1999 梁步安 談劍球　　鄧　紅 鍾賜佳

2000 梁步安 鄧　紅　　李文光 陳凌雲

2001 鍾賜佳 鄧　紅　　談劍球 陳凌雲

2002 李文光 陳紹榮　　陳凌雲 李國光

2003 李文光 陳紹榮　　陳凌雲 李國光

2004 李國光 陳紹榮　　陳凌雲 梁順圍

2005 李國光 陳紹榮　　陳凌雲 梁順圍

2006 陳紹榮 李國光　　陳凌雲 孔德輝

2007 陳紹榮 李文光　　左思賦 孔德輝

2008 陳凌雲 左思賦　　孔德輝 彭德貞

2009 陳凌雲 左思賦　　孔德輝　　杜寶珊 彭德貞

2010 左思賦 孔德輝　　杜寶珊　　張德勝 譚健康

2011 左思賦 孔德輝　　杜寶珊　　張德勝 李漢光

2012 孔德輝 杜寶珊　　張德勝 李漢光

2013 孔德輝 杜寶珊　　張德勝 李漢光

2014 李漢光 孔德輝　　秦宗良 李文光

2015 李漢光 孔德輝　　秦宗良 陳日勝

2016 唐旭清 孔德輝　　陳偉超 陳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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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頒授名銜紀錄（一）
（直至2016年1月止）

年　度
榮譽博學會士
Hon. F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博學會士
F.GPC

( 投考 / 申請年份計算 )

碩學會士
A.GPC

( 投考 / 申請年份計算 )

榮譽會員
MH.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名譽會員
Hon. 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榮譽理事
Hon.CM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1982
梁其正　鍾賜佳　劉發樑
潘　炳　謝國志　張耀偉

1983

李文光　盧淑琼 梁其正　鍾賜佳　黃麗珍
朱麗英　張耀偉　馮浩佳
黃宜坤　蘇啟賢　謝國志
黎榮安　陳偉超　李志強

	

1984
潘　炳 顏百龍　李天保　蕭日成

吳國鴻　周纘遠　陳國榮	
漢旺球

李文光　何樹容

1985 羅禮森　麥偉雄

1986 謝健邦　莫　光　梁其正 朱玉清　鄭鈞濤 許福倫　葉健全 莫金鳳　黎熾培

1987 鍾賜佳 譚栢新　呂栢棠　劉善良 鄺煒利　黃德安　梁建中
劉華泰

羅禮森

1988

張淑歡　陳紹榮 羅志標　陳偉超　左豐宜	
伍榮新　朱文敬　余偉雄	
曾錦源　葉　華　樊德森	
鄧錦誠　陳廣耀　崔漢文
陳炳洪

陳國榮　李明球　漢旺球	
陳群中

1989 陳銘燊 吳國鴻 黃超鴻　麥肇樑　馬志信	
鄭淇忠　羅偉桓　趙澤民

孫　權　陳金順　萬麗珠

1990 黎熾培　陳燦光　關景怡	
任　適

鄭淇忠	 譚達強 鄧滿榮　梁建中　李志新

1991 吳連城　朱麗英　漢旺球	
楊冰雯　黎榮安　陳群中

謝國志 羅秋深 葉　	華

1992 陳偉超　林群基　張　平 葉健全 蔡嘉彥　鄧　紅　何根強	
林世光　詹克彬　楊忠豪

1993
張伯根　張淑歡　馮浩佳 張遠明 陳日勝　凌玉蓮　冼傳強	

鄧炎堂　梁永強　吳章茂	
梁德新

崔漢文　麥肇樑

1994
何節全　李文光　謝國志 李鳳顏　梁淑芬　黎文光 左豐宜　霍笑娟　陳日勝	

梁步安

1995 容紹新　梁建中 林仲賢　葉炳權　梁步安	
黃　強

梁永強　冼傳強　鄧　紅	
朱敏初

1996 郭　南 麥肇樑　蔡嘉彥 談劍球　林志權 蕭坤漢

1997 何根強　張有發 余國興　何作明　蘇木成 林國榮

1998 陳日勝	 葉炳權　談劍球 潘　倫　李炳輝　阮潤培 林國榮　黃卓儉　談劍球	
鄧炎堂　宋榮耀

饒炳雄　陳　霖

1999 鄧　紅　范伯成 麥　穩　陳栢健　鄧　紅
胡耀富　馬志信

陳凌雲　鄧滿榮　徐中庸 陳凌雲　余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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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榮譽博學會士
Hon. F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博學會士
F.GPC

( 投考 / 申請年份計算 )

碩學會士
A.GPC

( 投考 / 申請年份計算 )

榮譽會員
MH.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名譽會員
Hon. 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榮譽理事
Hon.CMGPC

(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

2000 麥柱發　陳　海　饒炳雄 潘　倫 李漢光 丘志明　李　杰

2001
梁步安　談劍球 林健璋 梁順圍　馮慶超　杜寶珊 羅培海　吳達權　楊志華	

林壽炳

2002 顏震東　李公劍　梁　波	
麥肇樑

羅培海 張鈞良　譚惠寧　靳子森 陳健枝　彭滿全 陳錦波　錢均墀	

2003 馮敏如 孔德輝 李國光
2004 黃貴權　陳凌雲　胡世光 唐旭清 陳運鴻	
2005 秦宗良　林綿森　梁啟雄	

蕭國雄　陸天石　梁福喜	
李景仰　晉　琳　劉瑞卿

楊銘銓 吳錦津

2006 李國光　陳紹榮 彭德貞　張德勝　林鉅津
楊啟源　陳炳忠　樂嘉成	
左思賦

李景仰　孔德輝　左思賦	
劉仕樑						

吳震峰 鄧滿榮　羅培海　潘　倫
黃麗珍　霍笑娟　萬麗珠
李　杰　梁順圍　楊志華
吳達權　羅禮森　莫金鳳
蘇啟賢　李志強　李志華
丘志明

2007 連登良　王健材　廖　群 何德全　陸天石　楊少銓	
馮慶超

何德全　黃健華　葉明欣	
譚漢榮　林達泉

陳威基　秦宗良　李漢光	 陳世龍　孔德輝

2008 李漢光　杜寶珊　余炳有
譚健康　李炳輝　張鈞良

彭德貞　葉明欣　梁福喜 杜寶珊

2009 左思賦 靳子森　陳凌雲　秦宗良	
唐旭清

周小龍　黃健明 張德勝 曾慶旻 劉仕樑

2010 潘德昌　王麗珠　黃健明	
廖麗珊　孔德輝

麥耀東　廖麗珊　甄國富	
龍振宇　黃碧茜　張志強	
黃冠翹　廖志明　鮑帝雄	
區松貴　馮紹雄　何駿彥
劉　玲　李　康　鄧俊成
李可勳

唐旭清　譚健康　陳子汶	
謝　理

李漢光　李景仰　彭德貞
秦宗良　陳威基

2011 孔德輝　杜寶珊　何寶甜 彭德貞　黃碧茜　鄧俊成 陳子汶　黃仲鵬　劉偉忠
李志明　李承祐　李兆漢
何淑佩　韋約翰　葉展華
錢浩程　郭　淼

黃棟樑　蘇嘉富　李志明	
劉偉忠　張偉文

唐旭清　梁福喜

2012 嚴子安　張偉文　衛永輝
黎金滿

鄒頌文　劉自良 張德勝

2013 陳紹文　張德勝　李漢光 郭　淼 謝繼鴻　梁耀光　鄭康偉
何信球　李燕鴻　胡明林

李兆漢 譚寶朝 譚健康　陳子汶

2014 黎金滿　何信球　胡明林
馮紹雄　鄧啟倫　鄭康偉

陳立明　黎俊明　謝國驥
李鑑泉　許國偉　吳榮輝
曾港存

鄺綺雯 張偉文　劉偉忠　李志明

2015 莫松強　鄺錦迪　羅兆光
文浩添

謝凱婷

2016 秦宗良　曾兆中　彭麗雯
劉自良

許國偉 李健生　鄭愛琼　周炳榮
黃榮生

簡鳳琼　張馥芳　趙偉雄 李兆漢

歷年頒授名銜紀錄（二）
（直至2016年1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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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黃貴權醫生	BBS

連登良先生

王健材先生

李玉蘭女士

陸天石先生

陳銘燊先生

張錫疇先生

張淑歡小姐

山蝴影集諸位作者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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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隨著恩典攝影學會走過三十五個寒暑，真是別有一番感觸！

　　花開花落，物換星移，人事嘗新，打不破大自然的規律；感恩的是上蒼賜予的“恩

典”，「隨心、隨意、隨緣」走過這段時光；感恩的是一路走來，陪伴著的是一群“相濡以

沫”的理事兄弟姊妹，感恩的是三十五年來，陪著我們一起成長，“耳提面命”的名譽顧

問，當然感恩的是一直以來默默地支持與愛護我們的會友及眾多的朋友。

　　“山蝴”影集得以順利完成，在編採整合的工作上，感謝書法家楊銘銓老師的題字，

專業設計師陳子汶先生的封面及三十五周年的標識設計，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惠登

廣告，任偉思小姐提供印刷上的寶貴意見，影集資助者的慷慨支持；當然惠贈佳作，增

光篇幅的攝影夥伴，更是由衷感激，但礙於篇幅，恐有遺珠之憾，在此表達萬分歉意。

　　三十五年，在宇宙的長河中，彈指即逝，轉瞬塵煙；但在我輩凡夫俗子，三十五個

年頭，實在漫漫長路，我們更應珍惜每一個年頭，趕上每一個機遇，迎難而上，“厚德載

物，自強不息”；懷著謙卑的心，感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跨越這個年代，再向前邁進。

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鍾賜佳　謹誌

二零一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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