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度餘下之月會日期－－－( 24/2 , 31/3 , 29/4 , 26/5 , 30/6 , 28/7 , 25/8 , 29/9 , 27/10. 24/11 ,  29/12 )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     金牛獻瑞                  萬事勝意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之東莞牛市活動專題比賽頒獎典禮

鍾賜佳  定於本月月會舉行頒獎典禮並展出相關作品，各得獎者請依時出席。
李文光  2009年1月份月會, 定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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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

李國光 上環站, 上環文娛中心對面）, 歡迎會員依時出席。特邀 饒炳雄老師 為到場人士, 即席揮毫書寫賀

陳紹榮 歲揮春, 謹此鳴謝﹗恭祝各位會友牛年行好運, 財源廣進, 出入平安, 週年旺"相"。

  2009年理事會 名銜委員會消息:本會08年度第二次名銜申請，通過以考試成績合格獲博學會士 (F.GPC) 譚健康會友。

會　  　長： 陳凌雲 杜寶珊會友以國際影藝協會EFIAP、李炳輝會友以美國攝影學五星名家(PSA 5 Star Exhibitor)榮銜申請本會

副  會  長： 左思賦 博學會士(FGPC)，可喜可賀。2008年度會員大會又依章通過頒授本會各項名銜： 榮譽博學會士

　　　　　： 孔德輝 (Hon. FGPC) 左思賦會友、榮譽理事(Hon.CMGPC) 劉仕樑會友、榮譽會員(MH.GPC) 張德勝會友。

杜寶珊 活動部消息：2009年2月20日辦紅梅爭春‧湖北武漢東湖梅花四天攝影創作火車團請參閱附頁單張。

秘　書  長： 漢旺球 展覽部消息：香港情懷《2009年度會員作品聯展》，請及早準備大作，詳情請參閱附頁單張。

譚健康 比賽部消息：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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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庫： 黃麗珍 均可獲獎：騰龍高速變焦廣角鏡頭AF17-35mm F/2.8-4 Di LD Aspherical [IF](Model A05) 尼康接環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及騰龍盃乙座；請各組每月之冠、亞、季軍之作品於一月份月會當晚交至比賽部。而欲位列甲級

名 銜 主席： 李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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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甲級水平評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  張德勝 核；詳情及章程可參閱08年11月份月報附件或登入本會網頁瀏覽：www.gpc-hk.org/html/monthComp.asp
會員部主任： 萬麗珠 查閱。經核實2008年度各組會員月賽全年度成績如後：最高積分獎－照片組甲級：邱偉強(359分)、
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 李志明 照片組乙級：葉嘉榮(353分)、幻燈片組：秦宗良( 325分)；最高點數獎：照片組甲級：邱偉強(25點)、
總務部主任： 鄧滿榮 劉仕樑 照片組乙級：陳國雄(39 點)、幻燈片組：劉仕樑( 35點) 。照片組乙級升甲級： 葉嘉榮，陳國雄。

推廣部主任： 唐旭清 李景仰 全勤獎－甲級：林鉅津，黄健華，唐旭清，劉仕樑，邱偉強，李飛熊，秦宗良；乙級－程寶芝，程柱光

活動部主任： 陳世龍 周小龍，陳國志，葉嘉榮；幻燈片組－ 秦宗良，劉仕樑。又本年度會員月賽以專題組別代替幻燈片組。

謝    理 楊啟源 一月份專題題目： (人物及人像)，呎度為 8R(8X10) 至 8RL(8X12)，須以硬卡裝裱，敬請留意。

比賽部主任：梁福喜 會慶消息：本會成立28週年會慶定於2009年4月26日假座北角英皇道新都會大酒家舉行，請留日後報導。

程少芝  劉繼明 會員喜訊：彭德貞考獲香港攝影學會高級會士(FHKPS)，周小龍考獲會士(APSHK)名銜。

網  頁 主  任：陳子汶 攝影班組：陳燦光師生攝影組影沖放班有黑房實習及風景人像外影，開課日期：2月17日

理　 　事： 梁步安 李　杰 （逄星二晚上八時）；上課地點：紅磡差館里街坊會圖書館二樓，查詢：陳燦光老師（電話：2362 6746
                       張偉文 劉偉忠 大埔攝影會攝影課程，開課日期：1月12日下午8時正，導師：鍾賜佳先生，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財  務 稽  核：葉明欣 http://www.tppc-hk.org/view_new.asp?id=308 報名及查詢：陳運鴻　(9496 6427)。
攝影展覽：黑白情懷 攝影展於2009年2月13日至15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永遠名譽顧問： http://www.35photo.net/2008web/2009activity/feb/13feb.php
 黃貴權醫生 　連登良先生 『光影神韻 ━ 攝影大師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攝影展』香港文化博物館主辦，

 日期：2009年3月29日至10月26日；地點：沙田，文林路一號『專題展覽館一、二』。

名譽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12月份月賽，邀請陳凌雲，孔德輝，左思賦三位會長評選，成績如下 　　　產品信息：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姓   名 　題　名   姓   名     題　  名 本會榮任其中專業評審團之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照 冠軍 黄文華 雨中的浪漫  照 冠軍 周小龍 晨霧繞山莊 《DiGi數碼雙周》舉辦的第

何節全  何寶甜  范伯成醫生 片 亞軍 黃建華 小屋之晨  片 亞軍 陳國雄 與馬同樂 五屆最優秀數碼攝影產品大

李公劍  梁    波  林群基 甲 季軍 黄文華 分甘同味  乙 季軍 周小龍 你追我趕 賞,業已公佈結果：Tamron SP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組 優異 黃建華 雪鄉之晨  組 優異 陳國雄 衝出火海  AF 70-200mm  f/2.8 Di LD [IF] �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優異 秦宗良 霧淞島 優異 陳國雄 分工合作 Macro 榮獲最優秀遠攝變焦鏡

容紹新 幻 冠軍 劉仕樑 牛車水 4 冠軍 鄧國華 頭; 最優秀全片幅D-SLR  Nikon D700 ;最優秀定 
義務法律顧問: 燈 亞軍 黄文華 愛的奉獻 R 亞軍 周小龍 焦鏡頭Sigma 50mm f/1.4 EX DG HSM ,最優秀

陳啟球律師 片 專 季軍 夏澤禮 防潮櫃品牌 收藏家;最優秀記憶卡品牌 SanDisk
嗚謝 組 題 優異 夏澤禮 頒獎典禮定於1月14日於美麗華酒店舉行，詳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優異 陳國志 情以下網頁：www.chillimedia.com.hk/ 及刊

贊助 2009 年度會務經費； 鳴　謝:蔡克健先生於1月9日為本會主持(四川藏區風光人文風 登《DiGi數碼雙周》2009年1月9日(168期）。

2009年度月賽獎品贊助人: 情)攝影講座，備極詳盡  　厚蒙 永遠名譽顧問 連登良先生贊助 2009 年度會務經費；

名譽顧問 廖   群先生 到會者反應熱烈，獲益    　  名譽顧問 廖   群先生、譚健康先生及 張德勝先生，

譚健康先生   張德勝先生 良多，至深銘感。       　  贊助2009年度月賽獎品，嘉惠隆情，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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