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度第二次名銜申請 以考試成績合格考獲 (F GPC) 以國際影藝協會(E FIAP)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    　  2008年1月份會員月報     本會網址 http ://www.gpc-hk.org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2008年1月份月會，定1月29日 (星期二)， 晚上七時假座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一樓

            : 鍾賜佳 嘉豪酒家中源中心 (地鐵上環站，上環文娛中心對面，歡迎會員依時出席。）

  2008年理事會 如有查詢請電漢旺球(9288 6347) 歡迎新會員： 永遠會員 李飛熊。

會　  　長： 陳凌雲 比賽部特別通知：二零零七年度TAMRON騰龍盃相皇大賽:(全年最佳作品獎)亦於當晚評選

副  會  長： 左思賦 根據恩典攝影學會會員比賽條例規定，於每年各組月賽中，分別於每月獲獎冠、亞、季軍之作品，

孔德輝 均可於翌年壹月份，參加全年最佳作品評審(俗稱相皇大賽)；選出照片組甲級、照片組乙級及

秘　書  長：  漢旺球 幻燈片組之最佳作品，獲獎者頒以獎品及獎盃，(參加是項賽事者,必須於該參賽組別依章遞交超過

司　    庫： 黃麗珍 六個月之比賽作品)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2007年度TAMRON騰龍盃相皇大賽獎品: (照片組甲級)(照片組乙級)(彩色幻燈片組)均可獲獎下列:
名 銜 主席： 李文光 騰龍變焦鏡頭AF28-300mm F/3.5-6.3 XR Di LD Aspherical [IF] MACRO (Model A061) 尼康接環及騰龍盃乙座。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 欲位列甲級比賽者(俗稱考組）,可於壹月份月賽截相前,將六幀符合甲級規定之照片交至比賽部,進行

會員部主任： 葉明欣 甲級水平評核；詳情及月賽章程可登入本會網頁瀏覽：http://www.gpc-hk.org/html/monthComp.asp查閱。

總務部主任： 鄧滿榮 名銜審議委員會經核實下列人士並依章分別提交2007年度會員大會及2008年1月份理事會通過本會各項

　　　　　： 劉仕樑 名銜：永遠名譽顧問( Honarable Life Adviser)連登良先生；名譽顧問(Honarable Adviser) 鄒頌文先生

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 榮譽理事(Hon.CMGPC) 陳世龍會友、孔德輝會友 榮譽會員(MH.GPC)彭德貞會友 、葉明欣會友、

推廣部主任： 李漢光 梁福喜會友。

：　　　　　： 杜寶珊杜寶珊 本年度第二次名銜申請 以考試成績合格考獲博學會士 (F GPC)何德全會友 以國際影藝協會(E FIAP)， 博學會士 . 何德全會友， .
　　　　　： 唐旭清 名銜資歷申請通過 馮慶超會友。

活動部主任： 陳世龍 以考試成績合格考獲碩學會士 (A.GPC)黃健華會友，葉明欣會友，譚漢榮會友；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

　　　　　： 李景仰 (ARPS)名銜資歷申請通過 林達泉會友 　(本月份月會將展出以考試申請通過各項名銜之合格作品)。

　　　　　： 梁步安 會員喜訊:副會長孔德輝考獲香港攝影學會高級會士(FPSHK)名銜並獲邀接受相機世界 (368期)專題訪問。

比賽部主任：　　　梁福喜 比賽部主任謝理先生與會友李雪卿小姐，業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下旬共諧連理，理事會仝人謹代表

　　　　　： 譚漢榮 本會祝賀謝理先生夫人，新婚快樂，永結同心。

　　　　　： 李　杰 攝影班消息：師生攝影組開辦沖放班有實習及人像外影課程，由陳燦光主理，開課日期：3月18日晚上

　　　　　： 謝  理 八時正；上課地點紅磡差館里街坊會圖書館弍樓，費用：400元 聯絡：陳燦光老師（2362 6746）。

網 頁 主任: 陳子汶 活動部通報：由於今年天氣反常，根據惠東攝影協會通知，該地拍攝點梁化鎮禦景峰國家森林公園梅

理　　　事： 陳紹榮 花已經於十二月下旬盛放，故1月12至13日之惠東梅花風光風情兩天攝影創作團被迫取銷及退還所有

　　　　　： 李國光 款項，特向已報名參加近七十多位影友致歉！又萬眾期待豐順元宵節舞火龍采風創作團於2月21日至

　　　　　： 潘  倫 23日舉行，承蒙 SIGMA、SanDisk、KATA冠名贊助專題比賽獎品，詳情請參閱附件及瀏覽本會網頁：

　　　　　： 張德勝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22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200712.asp
　　　　　： 譚健康 2008『黑白情懷』攝影作品聯展及攝影講座
財務稽核  ： 萬麗珠 展覽日期：2008年1月25日至27日 展覽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廳一至三號展覽館

專題攝影講座：1：黑白影沖放主講 : 翟偉良先生  2：漫談黑白藝術攝影主講 ：麥柱發先生

永遠名譽顧問： 日期：2008年1月27日星期日下午6:30至9:45 地點：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黃貴權醫生  2007年12月份月賽:邀請 : 陳紹榮先生、李文光先生、左思賦先生評選，成績如下：

連登良先生 名次  姓   名 　題　名 名次  姓   名  題　  名 繳交會費辦法：

名譽顧問:(按姓氏英文排序) 照 冠軍 劉仕樑 林中比試 照 冠軍 程寶之 一覽荷塘萬事休 普通會員如接獲會員部通知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片 亞軍 林綿森 小小牛兒要回家 片 亞軍  黄健華 寒冬泛舟 續會繳費者,可郵寄抬頭支票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甲 季軍 林綿森 誠心上香 乙 季軍  邱偉強 回民美食 [ 恩典攝影學會] 或

何節全  何寶甜 林群基 組 優異 林鉅津 準備下山 組 優異  邱偉強 秋意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范伯成醫生 李公劍 梁  波 優異 唐旭清 火龍迎佳節 優異 周小龍 斜陽撒網 或入數本會交通銀行戶口: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幻 冠軍 何德全 追 4 冠軍 陳國志 027-532-00092505 將入數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燈 亞軍 林達泉 好奇的孩子 R 亞軍 嚴幗娟 紙註上姓名及會員證號碼，

容紹新 片 季軍 何德全 勇者無惧 專 季軍 周小龍 郵寄香港郵政總局信箱7322號

義務法律顧問: 組 題 優異 張偉文 或傳真2402 2377或電郵

陳啟球律師 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鳴　　　謝：承蒙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贊助二零零八年度會務經費；

　譚健康先生，張德勝先生贊助 2008 年度會員月賽獎品，隆誼寵錫，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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