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部主任：李漢光 杜寶珊 （ ， ）

本年度餘下之月會日期－－－(   30/9,  28/10,  25/11 ,  30/12 )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2008年8月份會員月報       http://www.gpc-hk.org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  2008年8月份月會，定8月26日 (星期二)， 晚上假座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一樓 中源中心嘉豪酒家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地鐵上環站，上環文娛中心對面，歡迎會員依時出席。）

鍾賜佳 歡迎新會員：普通會員 林永然，普通轉永遠何敏玲。

  2008年理事會 本會名譽顧問何節全先生攝影展『影蹤留痕』

會　  　長： 陳凌雲 日　　期：定於2008年8月28日至30日 地　　點：香港高士威道中央圖書館三至五號展覽館

副  會  長： 左思賦 何節全先生為資深攝影家，造詣極深，樂於扶掖後進，並積極推動攝影團體的活動及組織工作，曾擔

　　　　　： 孔德輝 任多間攝影學會之實際職位，於海內外攝影圈，都具一定知名度，目前仍然獲得本港及其他地區十多

秘　書  長： 漢旺球 個攝影團體邀請為顧問；是次展出，由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沙龍影友協會及香港35攝影研究會合辦

司　    庫： 黃麗珍 ，展出作品，美不勝收，不容錯過。 www.gpc-hk.org/html/gallery_master_8.asp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燈光人像實驗課程（二）

名 銜 主席： 李文光 舉辦日期 ： 2008年8月29日（逢星期五）共五課模特兒實習拍攝。時間 :下午8時至9時30分。上課地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 點 ： 香港上環永樂街163號豐樂大廈2樓(上環文娛中心斜對面)。費 用:會員：HK$500 非會員：HK$700.00
會員部主任： 葉明欣 (含模特兒費用)。 課程主理：陳凌雲。 課程如下： 燈光器具的認識，光源、光質、光比的運用，人

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 像拍攝的基本技巧及佈光要點，三角光林布蘭燈法、蝴蝶光的技法。由導師安排模特兒實習，使學員

總務部主任：鄧滿榮  劉仕樑 掌握燈光人像的應用。報名：陳凌雲(9629 0113)名額：15 人。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64
推廣部主任：李漢光 杜寶珊  清涼水世界攝影假期（增城白水寨，大豐門天池）兩天團清涼水世界攝影假期 增城白水寨 大豐門天池 兩天團

　　　　　：唐旭清 出發日期：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星期六、日)，尚餘少量名額，如參加者，請電鍾賜佳

活動部主任：陳世龍  李景仰 (9203 0293) 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58
　　　　　：梁步安 「香港電腦通訊節2008」，將於2008年8月22至2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號廳舉行。本年度出售展

比賽部主任：梁福喜  譚漢榮 位超過590個，8月22日開幕禮頒發於8月17日評選之奧之光攝影比賽得獎者獎品及在展場中展出獲獎及

　　　　　：李　杰  謝    理 入選作品，萬勿錯過。http://www.hkccfexpo.com
理　　　事：李國光  陳紹榮 永遠名譽顧問黃貴權醫生＜春花頌＞講座，主辦：中苑攝影學會，日期：8月21日下午7時9時，

　　　　　：潘    倫  張德勝 領取入場劵及查詢何德全先生（9460 8081)。
　　　　　：譚健康 器材新知：Tamron騰龍防手震大砲 B003，日前發表最新款AF18-270mm F/3.5-6.3 Di II VC LD Aspherical
網  頁 主  任：陳子汶 [IF] MACRO（Model B003），新鏡打破了 A18 的紀錄，成為目前全球最大變焦倍率的 APS DSLR 專
財  務 稽  核：萬麗珠 用鏡，變焦倍率達到了 15X。並擁有 VC（Vibration Compensation）防手震機制，讓長焦時的拍攝更具

永遠名譽顧問： 實用性。B003 一鏡，焦段範圍涵蓋了相當於 35mm 相機的 28mm - 419mm 。從廣角至超望遠，一支鏡

 黃貴權醫生 　連登良先生 頭即全部囊括，相當適合於旅遊時的用途。B003 的重量將只有 550g，大小為 101.0mm＊φ 79.6mm( 預
 預計，以最終設計為準 )，使用濾鏡口徑加大為φ 72mm。由於是開發發表，價格及上市日期仍然未確

名譽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認。 www.dcview.com.tw/article/newreadarticle.asp?id=6882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處女星號攝影比賽: 已於8月8日於麗星郵輪處女星號上評選，評選團由運通假期代表黃炳生先生，麗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代表朱嘉慧小姐，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劉自良經理各主辦學會會代表陳銘燊先生，何寶甜先生，

何節全  何寶甜  范伯成醫生 廖群先生，徐棠先生，梁繼堯先生組成；成績如下：

李公劍  梁    波  林群基 冠軍：漢旺球；亞軍：Chan Tat Choi；季軍：陳運鴻。傑出優異獎：譚振耀(I Win)，劉敏驤(浪漫之船)，李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漢光，黃詠思(日落伴我游)，何維義。優異獎：Ng Hoi Lam Priscilla，何峻碩(Party at Super Star Virgo)，羅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敬波，何兆昌(佳麗)，李國光(佈陣)。　http://tppc.no-ip.org/discuz/viewthread.php?tid=923&extra=page%3D1
容紹新 2008年7月份月賽成績:邀請劉華泰、鄺煒利、李漢光評選，成績如下： 花月佳期:
義務法律顧問:  姓   名 　題　名   姓   名  題　  名 本會理事(前任會長)
陳啟球律師 照 冠軍 黃文華 捕獲小魚 照 冠軍 陳國雄 打掃 李國光先生與曾佩儀

嗚謝 片 亞軍 邱偉強 沙戰 片 亞軍 葉嘉榮 牧羊踏雪 小姐結束愛情長跑，有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甲 季軍 黄健華 噴火龍追魚 乙 季軍 周小龍 比翼雙飛 情人終成眷屬，訂於本

贊助 2008 年度會務經費； 組 優異 黃文華 飛得快有蟲吃 組 優異 葉嘉榮 晨曦作業 年八月廿八日舉行結

譚健康 先生 張德勝 先生贊助 優異 樂嘉成 奮不顧身 優異 陳國雄 傾聽 婚典禮，並於九月五日

 2008 年度會員月賽獎品； 設宴款待親朋好友！

騰龍工業( )香港 有限公司贊助 幻 冠軍 秦宗良 大草原 4 冠軍 程寶芝 本會理事會及會友仝

2008 年度會員月賽相皇獎品 燈 亞軍 劉繼明 劃破餘輝 R 亞軍 嚴幗娟 人，衷心祝賀李國光先

片 季軍 劉繼明 金色的早晨 專 季軍 周小龍 生伉儷，新婚快樂，百
組 題 優異 嚴幗娟 年好合，永遠幸福。

優異 鄧國華 　　 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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