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0月份會員月報 餘下之月會日期－－－(   27/10. 24/11 ,  29/12 )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10月份月會： 定於27日 (星期二)，  晚上七時假座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一樓中源中心嘉豪酒家(港鐵港島線上環

永遠榮譽會長陳銘燊 站永樂街Ａ2出口 上環文娛中心對面）, 歡迎會員携伴或親友出席，暢談影事。餐劵每位八十元，當晚即售。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歡迎新會友：普通會員--麥耀東, 廖麗珊,曾自強,黎錦達,余可欣,鄭敏鏇,方偉文,詹銳明,梁偉光,陳德先,黃偉民,李國明。

鍾賜佳                    永遠會員…黎金滿, 轉永遠會員鄧國華。

李文光 本會舉辦2009年度國際攝影沙龍，開幕典禮定於11月3日下午6時30分於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Ｅ3及E4展覽區

李國光 ，主禮嘉賓：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永遠會長楊少銓先生MH，本會名譽顧問廖群先生， 吳連城先生MH，王健材先生

陳紹榮  沙龍贊助人蘇嘉富先生 ，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先生；展出日期：11 月3日下午4時至9時， 4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2009年理事會  5日上午9時至下午7時。查詢：沙龍主席 彭德貞女士（9234 6787）。本展覽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租資助計劃予以

會　  　長： 陳凌雲  補助 謹此鳴謝。

副  會  長： 左思賦 TAMRON騰龍·大鵬灣涼果廠．南澳三門島漁村風情兩天攝影采風團於十一月七日至八日舉行，

　　　　　：孔德輝 集    合：上午8時30分深圳皇崗口岸社會停車場(過關後上天橋直行過公交車站後直落樓梯)，務必準時，遲到不候。

杜寶珊 創作行程：第一天（11月7日）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出發，乘車前往大鵬灣華泰興涼菓廠，抵達後安排拍攝在秋日

秘　書  長： 漢旺球 艷陽下，工人們晒場作業，廠房面積龐大，圖案線條，人物特寫，各色其式，實為參加沙龍不可多得佳作；午飯後前

譚健康 往有「深圳最後的桃花源」之稱南澳漁村創作，恬靜地停泊在月亮灣畔的漁船和小艇，有點類似大澳漁村的風味，均

司　    庫： 黃麗珍 堪入鏡；稍後到達碼頭乘快艇前往三門島，入住酒店後，步往拍攝黃昏日落，漁民撒網作活美景。晚飯後團友自由活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動，晚上特別安排燒烤晚會。晚宿三門島。第二天（11月8日）早餐後出發，前往海邊拍攝漁船歸航熱鬧情景，而漁

名 銜 主席： 李漢光 民們收集漁獲，劏魚﹑晒魚及補網等題材,午飯後進入村落拍攝後，乘快艇返回，如時間許可，或增遊大鵬所城後回程

學術部主任：陳威基  張德勝 深圳，結束愉快的攝影之旅！預祝創作豐收！攝影指導：陳紹榮，陳凌雲。參加費用：港幣650.00，恩典會會員：        
會員部主任：萬麗珠 港幣590.00。必須以電話報名落實團位：鍾賜佳 ( 9203 0293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報名後：填妥背面參加表（全部

展覽部主任：秦宗良 李志明 個人資料只作旅行社用途，均會保密），連同銀行入數紙 (香港恒生銀行戶口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郵展覽部主任：秦宗良 李志明 個人資料只作旅行社用途，均會保密），連同銀行入數紙 (香港恒生銀行戶口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郵

總務部主任：鄧滿榮 劉仕樑 恩典司庫：黃麗珍小姐(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7322 號)或傳真 24022377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亦可，收到

推廣部主任：唐旭清 李景仰 通知覆實。（本行程之十萬元平安保險乃由『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保障，參加者可於報名時由承辦旅行社代購藍十

活動部主任：陳世龍 字旅行安全保險，中國線兩天保費五十五元正，可連團費一併繳付）。凡參加是次TAMRON 騰龍.大鵬灣涼果廠．南

謝    理 楊啟源 澳三門島漁村風情兩天攝影采風團者，均可參加由TAMRON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之8R，12R射印度(含8x10

比賽部主任：梁福喜 或8X12吋裁放度) 彩色照片活動專題比賽；詳情請登入：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326

程少芝  劉繼明 本會舉辦數碼攝影進階課程 〔六課 〕: 1. 燈光人像 - 光源技術處理 2. 燈光人像 – 實習拍攝 3. 畫意創作 / 鑑相方式

網  頁 主  任 陳子汶  4. 動感拍攝外影 – 欖球比賽 5. 夜景拍攝手法 6. PhotoShop – 中階修相技巧;上課時間：11月20日 逢星期五下午7 時半

理　 　事： 梁步安 李　杰 至9時半，上課地點：九龍紅磡馬頭圍道民裕街36號榮業大廈 11 樓 H 室，導師：譚健康先生。費用：HK$700.00

                       張偉文 劉偉忠 ，HK$ 600.00 (恩典會會員)，報名：學術部主任陳威基9416 4357。報名後：請將姓名,聯繫電話,會員証號碼(如適用)

財  務 稽  核 葉明欣 連同銀行入數紙 (香港恒生銀行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郵寄司庫 ：黃麗珍小姐(香港郵政總

局信箱 7322 號)或傳真至： 24022377 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收到後通知覆實上課。

永遠名譽顧問： 攝影比賽：元朗區攝影比賽：比賽主題(古蹟文物)(濕地生態與風景)(文化及動感生活)，所有參賽作為必須於本年9月

 黃貴權醫生 　連登良先生 1日後在元朗區內拍攝，截止日期：10月31日。詳細下列網址：www.yuenlongphoto.com，獎品豐富，萬勿錯過。

 香港電腦商會主辦，新界數碼生活嘉年華「影像。荃灣2009」比賽主題：影像。荃灣2009，內容可拍攝荃灣的特色景

名譽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點，突顯荃灣區的歷史和變化。截止日期：2009年10月30日晚上11時59分。詳細下列網址：http://www.chkci.org.hk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本會2009年最新修訂之名銜章則及申請表格，已上載本會網頁，如有意申請本年度第二次名銜者，可登入下列網址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http://www.gpc-hk.org/html/honours.asp

何節全  何寶甜  范伯成醫生 攝影展覽：『香港大眾攝影會45週年會員作品展覽』11月14日至16日假尖沙咀文化中心E3和E4場地舉行。

李公劍  梁    波  林群基 《純影．純感覺》馮敏如黑白及紅外線攝影作品展覽，11月13日至15日假尖沙咀文化中心E3和E4場地舉行。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9月份月賽，邀請杜寶珊，黃超鴻，劉健光--三位評選，成績如下:- 代郵：中國深圳旅遊攝影俱樂部主

容紹新  姓   名 　題　名   姓   名 題　名 2009年度11月及12月行程：

義務法律顧問: 照 冠軍 陳國雄 衝呀  照 冠軍 黃振添 七彩鹽田 福建霞浦攝影采風五天攝影團

陳啟球律師 片 亞軍 秦宗良 海草  片 亞軍 鄧國華 晨捕 日期:11月14日—11月18日
嗚謝 甲 季軍 秦宗良 影友天地  乙 季軍 黎金滿 全神貫注 冬日向海鶴舞飛翔、吉林霧凇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組 優異 李飛熊 下雨天  組 優異 程柱光 耀眼生輝 長白山、中國第一雪鄉、哈爾濱

贊助 2009 年度會務經費； 優異 李飛熊 後有追兵 優異 黎金滿 開開心心放風箏 冰燈11天攝影團;日期:12月22日
2009年度月賽獎品贊助人: 8 冠軍 秦宗良 手中球 4 冠軍 廖麗珊 燈 冠軍 黃偉民 至1月1日；婺源、古徽州金秋八

譚健康先生 張德勝先生 R 亞軍 劉仕樑 滑水雄姿 R 亞軍 張馥芳 光 亞軍 莫秀珍 八天攝影團，日期11月14日-21日
專 季軍 黃文華 捕獲小魚 專 季軍 麥耀東 專 季軍 方偉民 香港區報名及查詢，可致電鍾賜佳專 季軍 黃文華 捕獲小魚 專 季軍 麥耀東 專 季軍 方偉民 香港區報名及查詢 可致電鍾賜佳

騰龍盃相皇大賽： 題 優異 鍾明麗 飛越動感 題 優異 陳偉展 題 優異 莫秀珍 (92030293)電郵索取行程及有關資料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 鄧國華 衡出重圍 優異 李兆漢 優異 鍾明麗 ：chungchikai@y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