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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份會員月報      http://www.gpc-hk.org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  2009年4月份月會, 定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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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上環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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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惠儀、柯福澤。

李文光 會慶消息：2009年度28週年會慶定4月26日 (星期日)，假座北角新都會酒樓舉行，當晚頒發各項名銜證書、月賽全年獎

李國光 品，08年度國際沙龍香港區獎品，攝影器材展覽，幸運抽獎、燈光攝影及遊戲助慶，席劵每位二百八十元正($280)。
陳紹榮 留位訂票會長：陳凌雲(96290113) 副會長:孔德輝(60126210)左思賦( 92626389)杜寶珊(90513808) 秘書長：漢旺球( 92886347)。

  2009年理事會 鳴  謝：北光系統有限公司借出BALCAR 保佳電子閃光燈系統最新產品，供會場燈光人像拍攝。

會　  　長： 陳凌雲 “開心攝影精讀班”: 2009年4月29日（逢星期三）共八堂。下午七時卅分至九時正。上課地點 ： 佐敦道37號統

副  會  長： 左思賦 一大廈6/F. A4(電梯按7字(香港洋酒食品超級市場職員協會)。會員:HK$480.00 非會員: :HK$680.00 (已包含人像

　　　　　： 孔德輝 模特兒費用)。課程內容：本課程適合對攝影有基本認識的人士，邀請不同風格的老師主持，結合理論與實際經驗，

杜寶珊 並以輕鬆開放的互動方法，使學員享受攝影的樂趣：1. 從力的聚散談構圖的美學：何寶甜先生；2. 數碼單反相機改

秘　書  長： 漢旺球 裝名鏡的樂趣：葉滿枝先生 (Mount葉)；繽紛的花卉：陳紹榮先生；4. 國畫蜻蜓：饒炳雄先生；5. Snapshot下的瞬間

譚健康 ：鍾賜佳先生；6. 燈光人像基本概論 ；7. 燈光人像拍攝實習：陳凌雲先生；8. 紅外線數碼攝影：李文光先生。報 名
司　    庫： 黃麗珍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先生（9416 4357）。相關網址 ：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95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香港情懷《2009年度會員作品聯展 》：請各會友最遲於二零零九四月廿八日，本會四月份月會中交至展覽部。

名 銜 主席： 李漢光 查詢：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9137 1637）李志明(9102 9329)。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85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  張德勝 活動部消息：本會主辦、香港中國旅行社有限公司協辦,香港攝影器材商會贊助,黃山
會員部主任： 萬麗珠 風光、徽州古民居、新安江畫廊六天攝影雙飛團；日期：2009年5月28日至6月2日;（端
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 李志明 午節假期出發），詳細行情請參閱附頁。專題賽獎品正表列中,請留意本會網頁。
總務部主任： 鄧滿榮 劉仕樑 浙江麗水、溫州楠溪江獅子岩風光風情六天團，未能成團，已退回已繳團費予參加團友。

推廣部主任： 唐旭清 李景仰 香港藝術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國慶大匯展：攝影部份於5月20日至5月24日假座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

活動部主任： 陳世龍 展覽廳全廳舉行，本會亦有十多位會友應邀展出，除攝影作品外並展出西畫、雕塑及陶藝藝術界別作品，萬勿錯過。

謝    理 楊啟源 展覽消息：顏震東攝影同學會會員作品展覽：日期：4月17日至19日，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

比賽部主任： 梁福喜 《奧運健兒寫真》攝影展：日期：18/4–24/5 11:00AM – 7:00PM(星期一休館)地點：光影作坊石硤尾白田街30
程少芝  劉繼明 號 二樓 10號室（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旺角街坊會主辦：第五屆大角咀廟會攝影比賽展覽，5月1日，尖沙咀

網  頁 主  任：陳子汶 香港文化中心大堂。http://www.tkttemplefair.org.hk；青年會攝影學會：「鄭佳德先生純攝影作品展《光影鎖春秋》」

理　 　事： 梁步安 李　杰 5月1至3日，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大堂。香港勁松攝影社：「勁松之友攝影作品展覽」5月2至4日，地點同上。

                       張偉文 劉偉忠 公開攝影比賽：由於版面所限，請登下各網頁獲取詳細資料－

財  務 稽  核：葉明欣 第二屆香港運動會(活力動感攝影比賽)：http://www.lcsd.gov.hk/specials/hkg/b5/dynamic.php
土木工程拓展署五周年紀念攝影比賽：http://www.cedd.gov.hk/tc/photo_competition/index.htm

永遠名譽顧問： 明智投資，學「問」為先 攝影比賽：http://www.invested.hk/invested/tc/html/section/prom/photo_mar09.html
 黃貴權醫生 　連登良先生 器材新知：配備 F/2.0 大光圈Tamron騰龍 SP AF60mm F/2，除了高倍變焦鏡頭，Tamron 的另一專長便是開發微距鏡

 頭，趁著 PIE 大展舉行，Tamrom 便發表了一支專為 APS-C 片幅而設的新鏡：SP AF60mm F/2 DiII LD [IF] MACRO 1:1
名譽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Model G005）。作為一支 APS-C 片幅的微距鏡頭，SP AF60mm F/2 Di II 不單擁有 1：1 的放大率，更配備比原廠同級足足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大了一級的F/2.0 大光圈，雖然大光圈於一般微距拍攝相對少用，不過利用大光圈的淺景深優勢，鏡頭即可搖身一變成為一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支定焦人像鏡，實行一鏡多用。為了提高操控，鏡頭特別用上 IF 內對焦設計，並針對近距生態拍攝提供了同級之中最遠的

何節全  何寶甜  范伯成醫生 100mm工作距離（鏡頭前組跟目標距離）。而利用全時手動設計，用家則可隨時進行手動對焦，以便對焦點作更精準

李公劍  梁    波  林群基 的控制。於光學方面，SP AF60mm F/2Di II 則特別於 10 組 14 片的鏡組中，用上了 2 片大型 LD 低色散鏡片，以修正各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種像差，鏡頭並改用了全新的 BBAR(Broad-Band Anti-Reflection) 鍍膜，以減少鬼影等問題，推出日期及售價待定。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3月份月賽，邀請陳澤榮，謝錦雨，譚寶朝三位評選。 騰龍 SP AF 60mm F/2.0 (資料以廠方公佈作準)

容紹新  姓   名 　題　名   姓   名 　題　名 焦距 60mm 
義務法律顧問: 照 冠軍 陳國雄 醉龍  照 冠軍 鄧國華 火龍戲魚 光圈 F2.0 
陳啟球律師 片 亞軍 葉嘉榮 同心合力  片 亞軍 鄧國華 爭食 規 視角 27° 
嗚謝 甲 季軍 陳國雄 無懼風雪  乙 季軍 黃振添 日出而作 鏡片組 14 片 / 10 組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組 優異 黃文華 哭  組 優異 夏澤禮 霧鎖孤舟 光圈葉片數 7
贊助 2009 年度會務經費； 優異 葉嘉榮 好味道 優異 夏澤禮 北村晨曦 格 最小光圈 F22 
2009年度月賽獎品贊助人: 冠軍 鄧國華 塞外悠情 4 冠軍 嚴幗娟 最近對焦距離0.23m 
譚健康先生 張德勝先生 8R 亞軍 程寶芝 秋之晨光 R 亞軍 鄧國華 放大倍率 1:1
騰龍盃相皇大賽： 專 季軍 黃文華 石灘黃昏 專 季軍 程寶芝 表 濾光鏡尺寸 55mm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題 優異 程寶芝 疊彩雲霞伴青馬 題 直徑 x 鏡長 73mm x 80mm 

優異 鍾明麗 煙水寒 重量 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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