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5/5、29/6、27/7、31/8、28/9、26/10、30/11、28/12)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二零一零年五月份會員月報
本月頭條：
＊本會成立三十年聯歡晚會，已經卜定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星期日)假座香
港北角英皇道 438 號新都會大酒樓舉行，敬請各會友屆時撥冗光臨。
＊由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之 “騰龍 古勞龍舟，水鄉映荷、腐竹
製作、五金廠房采風兩天遊”定於 6 月 12 日至 13 日舉行，詳情請參閱附帶單張。
＊本會會員大優惠,，Sandisk 產品及 OPTECH USA CAMERA STRAPS (美國
減磅帶及配件)。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全港專題攝影比賽，日前已經評選，獲獎作品已
上載本會網頁。
＿＿＿＿＿＿＿＿＿＿＿＿＿＿＿＿＿＿＿＿＿＿＿＿＿＿＿＿＿＿＿＿＿＿＿＿＿＿＿＿＿＿＿＿＿＿＿

2010 年 5 月份月會：定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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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港島線上環站永樂街Ａ2 出口上環文娛中心對面）舉行，歡迎會員携伴或親友出席。餐劵每位
八十元，當晚即售。比賽部消息：本月份會員月賽專題賽：四月：自然(不得加减合成) (Nature)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員－吳國材。
普通會員－。
◆本會成立三十年聯歡晚會，已經卜定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星期日)假座香港北角英皇道 438 號
新都會大酒樓舉行，古云：三十而立，本會歷年來在各位理事默默耕耘，而更蒙各位會友不離不棄，
鼎力支持，並時錫南針，以匡不逮；除聯歡晚會外，一切籌備工作已開展，敬請留意日後報導。
◆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全港專題攝影比賽，已於 5 月 2 日評選，由洪聖誕籌備委員會羅家麒秘
書長主持，由該會評選代表鍾賜佳先生、譚健康先生、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劉自良經理、本會永
遠榮譽會長陳銘燊先生及會長左思賦醫生，在近 600 張合規格之遞交作品中，依章進行公平，細緻的
評審工程，獲獎芳名如下：（所有獲獎者，主辦單位將會個別通知頒獎事宜。）
冠軍：譚少明（龍門鬥）亞軍：彭子峰（皆大歡喜）季軍：杜尚源（祝願）。優異：麥耀東（與你共
舞）鄭進德（醒獅賀節）李家偉（動感一刻滑水）黃浩權（祝願）馮進濤（無題）
。入圍：蘇學新（明
燈照耀梅窩、大展身手）李艾倫（金獅雪獅謝神恩）李鑑泉（小戲迷）楊華興（好奇一看）嚴鎮波（銀
河夜色）梁永健（矚目入球、水燈連城）袁浩安（衝上雲霄）陳佐銘（普天同慶）譚少明（搶點、幸
福快樂、放燈）林玉卿（武術表演之三、護花者）李業福（爭先恐後）譚桂標（與花爭嬌）杜子勝（金
龍獻瑞、醒獅獻瑞國泰民安）林達泉（笑佛迎醒獅）郭 淼（放孔明燈、粵劇表演）王健恆（天燈）
黃少蘭（無題）陳蔚妍（水燈照亮我）麥耀東（滑水特技）謝青松（願望水燈）張偉文（迷幻水燈之
六）庚妙雲（無題）李秀珍（戲棚偶拾）。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201004.asp
◆本年度第一次名銜考試定於六月卅日截止, 有意投考者請準備作品，並於該日前交至名銜主席李漢
光先生收，查詢電話(96742403)；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份修訂後，考試組別增加數碼影像組及費用調整：
碩學會士AGPC(HK$300)，博學會士FGPC(HK$500)。凡投考碩學會士者，必需參加本會月賽連續六
個月之或以上之紀錄方可投考，在考獲碩學會士後方可投考博學會士。會員亦可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
(RPS)，美國攝影學會(PSA)及國際影藝協會(FIAP)名銜申請本會同等資歷名銜，可登入以下網址下載
有關章程：http://www.gpc-hk.org/html/honours.asp及表格：http://www.gpc-hk.org/html/download.asp

2010 年 4 月份月賽，邀請：梁波先生，陳海先生，陸天石先生，評選成績如下：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 名
甲 冠軍
葉嘉榮
鹽田作業
乙 冠軍 廖麗珊
潑得精彩
組 亞軍
組 亞軍 麥耀東
鄧國華
頑童理髮
分甘同味
照 季軍
照
葉嘉榮
玩沙樂
季軍 黎金滿
攔截去路
片
片 優異 黄偉民
咪食住
優異 嚴子安
趕歸途
冠軍
劉仕樑
夢幻之旅
４ 冠軍 張馥芳
專 亞軍
Ｒ 亞軍 廖麗珊
廖麗珊
彩
蝶
題 季軍
專 季軍 麥耀東
麥耀東
迷人夜色
組 優異
題 優異 黄仲文
廖麗珊
星空幻影
優異
程寶芝
風中勁草
黄仲文
29 週年會慶燈光專題賽已於 4 月 18 日當晚：由梁其正，張德勝，李漢光即場評選：成績如下：
冠軍：陳錦棠；亞軍：譚靖邦；季軍：黄穎婷；優異：陳志強、鄧德健、梁啓雄、劉偉忠。所有獲獎作品已上
載本會網頁：所有獲獎作品已上載本會網頁：http://www.gpc-hk.org/html/monthComp_3.asp#Fest
恩典攝影學會會員大優惠(請閱附件)1.)SANDISK 記憶卡及 Cruzer USB 2.0;2.)OP/TECH USA CAMERA STRAPS
(美國減磅帶及配件) www.optechusa.com 所有貨品均為行貨。
所有貨品必須以本會名義團體訂購,請將欲購買之貨品種類,數量連同姓名,聯絡電話及所需款項之銀行入數
紙,(香港恒生銀行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傳真至 24022377:或電郵至本郵址
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司庫：黃麗珍;收到覆實後。待通知在下月月會取貨查詢:鍾賜佳(92030293)

OP/TECH USA CAMERA STRAPS (美國減磅帶及配件)
Web : www.optechusa.com

List Price

恩典會優惠

HK$

HK$

Classic Strap fits Camera & Binoculars

180.00

100.00

Compact Strap Trio includes a Mini Loop Strap +Cam Strap +Finger uff

200.00

120.00

Pro Strap f its professional cameras,non slip grip

200.00

120.00

Super Pro Strap-A for Bronica,Hasselblad,Pentax-LX

240.00

140.00

Super Pro Strap-B for Mamiya,Olympus,Pentax, & Rollei

240.00

140.00

SOS Strap for camera bags, luggage & carrying case

240.00

140.00

Tripod Strap fits professional tripods

240.00

140.00

Soft Wrap 19" Provided protection to your equipments

200.00

120.00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TAMRON 騰龍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
承辦：錦豐旅遊有限公司

旅行社牌照號碼 : 353269 活動安排：中國深圳攝影藝術創作網 www.czwphoto.com、中國深圳旅遊攝影俱樂

騰龍＂古勞龍舟，水鄉映荷、腐竹製作、五金廠房采風兩天遊
一、舉辦日期：2010 年 06 月 12 日至 13 日(星期六、日)
二、集合：上午 8 時 30 分深圳華僑酒店門外(出羅湖口岸左轉上電動梯直行到盡右落天橋腳)，務必準時， 遲到不候。
三、創作行程： 第一天（6 月 12 日）乘旅遊車前往鶴山，午餐後前往古勞水鄉，拍攝水鄉風光風情，荷花，龍舟競賽（農
曆五月初一至初三有龍舟競賽）。古勞水鄉是珠江三角地區最典型的水鄉，一條長長的大堤把水鄉與美麗西江分隔，堤內
有一個個大小不一的魚塘，有一片片種滿或金燦燦或青翠欲滴莊稼的農田，一條條由青石板鋪砌的田基蜿蜒圍繞著整個水
鄉。水鄉間或點綴著一座座斑駁小石橋和濃密的榕樹，特別傍晚時份炊煙從農舍鳧鳧升起的景色，正讓人心神簇蕩，悠然
嚮往。住：鶴山椰林酒店或同級（四星）景點網址：http://www.yaku.com/hebi_heshan/jindian-info-12004-26183
椰林酒店：http://travel.heshan.gov.cn/html/2009/10/20091019171609-1.htm
第二天（6 月 13 日）早餐後乘車前往小村莊拍攝腐竹製作，後到五金廠攝影創作。午餐後乘車返回深圳，結束愉快的創
作之旅！
凡參加是次鶴山＂騰龍＂古勞龍舟，水鄉映荷、腐竹製作五金廠房采風兩天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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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吋裁放度) 彩色照片活動專題比賽，獎項如下：
冠軍一名:騰龍 A14NII AF18-200mm/F3.5-6.3XR Di II ASPH(IF)微距變焦鏡壹枝價值$5,660.00 及獎杯壹座。
亞軍一名:騰龍 A17NII AF70-300mm/ F4-5.6 ASPH(IF)超級變焦鏡頭壹枝價值$2,250.00 及獎杯壹座。
季軍一名:騰龍 A15N AF 55-200mm/ F/4-5.6 超級變焦鏡頭壹枝價值$1,800.00 及獎杯壹座。
優異二十名: 每名各得 TAMRON 騰龍外影袋壹個價值$300.00 及獎牌乙面。
參賽作品數量不限，可使用任何品牌的攝影器材及沖曬服務。為求公平參賽，只接受一次性拍攝下來的影像，所有作品在
拍攝後，只可以製作時作除塵，適當修改反差及合理調較色彩。但不接受經過後期加工處理的作品，違規者將會被取消資
格。主辦單位及贊助商有權徵求得獎者借出該獲獎作品之光碟檔案或原裝底片，以供驗證或放大作展覽及由贊助商用作宣
傳、商業廣告或其它之用途，不另付酬。
參加費用：港幣 800.00，恩典會會員：港幣 750.00。費用包括：全程攝影線路、行程內車費、高速公路費、住宿費、餐費、
旅行社責任險及導攝兩天服務費。承辦旅社為團友提供『香港旅遊業議會』印花及 10 萬元平安保險。凡患有不適合出行
的疾病者，應遵從醫生意見，隱瞞病情者責任自負；出發前務必攜帶身份證及其他有效證件，因個人原因不能隨團出行所
造成的損失由自己承擔，已繳團費不予退還；如出現單男、單女，而未能配對房間或需單人房者，敬請自補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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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同下列報名表格（香港私隱條例規定，
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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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程之十萬元平安
傳真 24022377 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本會司庫黃麗珍小姐；收到後通知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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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旅行安全保險，中國線兩天保費五十
一元正，可連團費一併繳付）。
聲明: 主辦單位只負責組織此次行程，行程上一切之食往交通及節目安排，均交由有關旅遊單位負責，如遇有改變行程食
住交通等，即視當時情況靈活處理，本行程之參加者應對自身及財物之安全負責，主辦單位及贊助商號不會負上有關是次
行程之任何責任及並不會作出任何形式之賠償，凡參加此次旅遊攝影團者，即自動同意本項聲明，不得異議。
為免向隅，報名請早，額滿即止

◆ 學術部消息：
張鈞良 PHOTOSHOP 高階課程
主辦:

恩典攝影學會

適合對 PHOTOSHOP CS3 軟件處理有充分認識的人士，本課程教授如何將一幀平淡的照片，利用 PHOTOSHOP CS3
軟件，化腐朽為神奇，創製出一幀更具亮點的精美作品，使學員利用此技法運用於新的思維上，以期達至活學活用。
融會貫通的目的。
課程要求：對 PHOTOSHOP CS3 軟件處理有充分認識，及必須於上課時自備已安裝好課程
有關軟件的手提電腦。
上課時間：2010 年 6 月 17 日 起逢星期四下午 8 時正至 9 時半（共六課）
。
上課地點：九龍旺角塘尾道 54-58 號永利工業大廈 7 樓 701 室
費

用： HK$850.00 恩典攝影學會會員：HK$650.00

註：非會員可於報名即時申請加入恩典攝影學會，普通會藉年費壹佰伍拾圓及基金伍拾圓，合共二佰圓正，可享有
該會會員之各項利益。
入會表格下載：http://www.gpc-hk.org/html/download/GPC_Applications.pdf
導

師：張鈞良先生 FGPC, EPSEA, FGDPS, SAWIEP, EFIAP, ARPS, PSA5(PPD.COLOUR), PSA...etc,

張鈞良先生影齡達四十年，攝影技術臻至化境，近年來利用 PHOTOSHOP 軟件處理其作品，憑藉其高超精藝，如虎
添翼，在國際沙龍及國內外各大比賽中，獲得之獎項如恆河沙數，在世界沙龍攝影十傑的排名，總是都在前 5 名之
內，譽滿中外。
張鈞良先生作品網址：http://cy.ceepa.cn/show_more.php?doc_id=17521
報

名：學術部主任陳凌雲 9629 0113。

名

額：10 名

報名後：請將姓名,聯繫電話,會員証號碼(如適用)，連同銀行入數紙 (香港恒生銀行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或傳真至：24022377 司庫：黃麗珍小姐，收到後通知覆實
上課。

其他消息：
綠塘搖灩 -- 黃貴權醫生攝影展

主辦︰信和集團「香港藝術」

日期：四月廿二日至五月卅一日 地點：灣仔，港灣道，中環廣場一樓。

“鷺鳥王國”何德全先生，嚴幗娟女士攝影作品展 主辦: 中苑攝影學會
日期:5 月 15 日-17 日 地點：尖沙咀香港化中心大堂 E3 及 E4

動感--陳平先生攝影講座

主辦:沙龍影友協會

日期:五月卅日 (星期日) 晚上七時卅分至九時卅分 地點: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66 號「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大眾攝影會第四十屆國際攝影沙龍 主辦:香港大眾攝影會 截稿日期:6 月 28 日
參加表下載：http://www.hongkongcameraclub.com/ 查詢：葉先生(91203534)

YMCAPS 第三十五屆國際攝影沙龍 2010

主辦:青年會攝影學會 截稿日期:7 月 15 日

參加表下載：http://sites.google.com/site/ymcaps/home/english

查詢：鄺先生(97001603)

海鷗攝影會會員聯展 主辦: 海鷗攝影會
日期: 5 月 22 日至 25 日 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E3 及 E4 展覽廳)

王健材–「高空鏡頭下的黃山」攝影講座

主辦: 中苑攝影學會

日期: 5 月 27 日 晚上 7:30 至 9:30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 409–415 中銀灣仔商業中心 8 字樓
索取入場劵: http://www.zypa.net/index.php?option=com_facileforms&Itemid=14 或電：2838 3263

馬來西亞仙本那海洋公園七天四飛攝影創作活動 主辦: 中國深圳旅遊攝影俱樂部
日期:2010 年 7 月 10 日-16 日 收費￥7880 元/人 詳情可登入: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369
http://www.czwphoto.com/sycz_show.asp?NEWSID=3153&CLASS_NAME

＂騰龍＂古勞龍舟，水鄉映荷、腐竹製作、五金廠房采風兩天遊
參加表格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TAMRON 騰龍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
日
期：2010 年 6 月 12 日至 13 日
中文姓名：

性別：

身份証號碼：

英文姓名：
通行證號碼：

聯絡(手提)電話：

出生年/月/日：

(即回鄉證)
會員證號碼：

緊急支援人姓名:

緊急支援人電話：

指定同房姓名：

電郵地址：

(如有)
單人房：不需要 / 需要

在以下空格，請貼上恒生銀行入數紙：

香港恒生銀行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填妥表格（香港私隱條例規定，全部個人資料只作是次旅行社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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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交恩典會司庫：黃麗珍女士；傳真 2402 2377 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亦可，敬請
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