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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七月份會員月報 

 
 
 
 
 
 
 
 
 
 
 
 
 
 ※201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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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水(Water)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員－潘德昌 王麗珠 甄國富 龍振宇 黃碧茜 張志強 黃冠翹 廖志明 鮑帝雄 區松貴  
  馮紹雄 何駿彥 劉 玲 李 康 鄧俊成 黃英松 韋約翰 錢浩程 葉展華。 
 普通會員－鄧贊堯 張麗珊 黃志嘉 陳志雄 林大衛 簡永良 陳錦成 馮樹基 張錦誠。  
◆本年度第一次名銜審議，由名銜審議委員會審核提交七月份理事通過，芳名如下： 
 博學會士(FGPC)：潘德昌 王麗珠(以上 EFIAP 同等資歷申請通過) 
  碩學會士(AGPC)：甄國富 龍振宇 黃碧茜 張志強 黃冠翹 廖志明 鮑帝雄 區松貴 馮紹雄 何駿彥 劉 玲  
  李 康 鄧俊成 (以上 AFIAP 同等資歷申請通過)；麥耀東 廖麗珊 (以上以考試成績合格通過) 兩位考試作品已   
  上載本會網頁:-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asp                 
◆”騰龍”古勞龍舟，水鄉映荷、腐竹製作、五金廠房采風兩天遊專題攝影比賽評選結果 
本會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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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攝影比賽，已於六月廿九日舉行之恩典攝影學會六月份月會中舉行，邀請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劉自良經

理、陳紹榮先生、陳凌雲先生、譚健康先生及恩典攝影學會會長左思賦醫生評選，比賽成績如下： 
冠 軍：黃仲鵬 亞 軍：劉偉忠 季 軍：秦宗良 優異獎二十名：李景仰(2 幀)，羅仲賢(2 幀)，譚桂標(2 幀)，
陳月冰(2 幀)，劉偉忠，楊華興，高笑英，黃智冰，張金培，杜寶珊，黃麗珍，柯福澤，呂堅成，陳佐銘，吳國材，

李漢光。頒獎禮定於本(七)月 27 日 7 月份月會中舉行，各獲獎者請依時出席領獎，根據本會比賽章則規定：所有

比賽得獎獎品，如不出席領取或委託他人代領者，即當棄權論，將由會方處理；敬請留意。又得獎作品已上載本

會網頁:-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20100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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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學術部主辦學術講座：PHOTOSHOP 系列:不一般的 PHOTOSHOP 攝影講座 PHOTOSHOP  
主講嘉賓 : 張鈞良先生(恩典攝影學會博學會士  沙龍影友協會高級會士 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  
           廣東省攝影家協會高級會士 國際影藝聯盟高級會士 美國攝影學會五星攝影家.....等) 
日    期：7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 45 分至 10 時 地    點：香港大會堂八樓演奏廳  
免費入場 不設留座 座滿即止 為免向隅 請早進場。查  詢：學術部主任 陳凌雲先生（9629 0113） 
講座內容：張鈞良先生，超人氣沙龍攝影家，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開始涉足國際沙龍，後因私人事務，暫息

影壇；至世紀末，因經商於廣東省，因緣際會，再度投身攝影創作，憑藉其個人深厚修養，參加國內外攝影比賽

及再度投寄國際沙龍，獲獎項如探囊取物；尤其近年來巧用PHOTOSHOP軟件作神乎其技的畫面處理，令出色的

作品更創意盎然，站穩位於國際攝影沙龍十傑之前列，蜚聲環宇。  
 是次講座，張鈞良先生會講解其創作心得外，並將即場示範，利用PHOTOSHOP軟件，將照片由平凡蛻變成亮麗，

或超越時空思維，創作出更可堪玩味的作品。相信無論是初試啼聲的攝影愛好者，或者是造詣已登堂入室的攝影

人，定必不容錯過。講座作品示範: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master_17.asp 
本節目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租資助計劃予以補助 謹此鳴謝＊  
◆學術部主辦張鈞良 PHOTOSHOP 高階課程 第二波：課程定於 8 月 3 日展開，業已亦告滿額，如有意報讀者，

請留意本會日後報導。又本會第一手資訊，會以電郵通知會友，如欲獲悉最新資訊，而又未有（或更新）將電郵

郵址載入會員電郵通訊者，可將閣下姓名，電郵郵址發至：gracephotographic@yahoo.com.hk 秘書處即可。 
              2010 年 6 月份月賽 邀請：陳日勝，梁步安，譚寶朝，評選成績如下：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名 
甲

組

照

片 

冠軍 黄振添 大地牧歌 乙

組

照

片 

冠軍 黎金滿 舞醉龍 
亞軍 葉嘉榮 駿馬踏雪 亞軍 黄偉民 火龍戲珠 
季軍 鄧國華 金秋放牧 季軍 麥耀東 炸獅賀元宵 
   優異 麥耀東 奪群而出 
   優異 黎金滿 晒佛 

專

題

組 

 

冠軍 嚴子安 世博中國館 ４

Ｒ

組 

冠軍 黄仲文  
亞軍 劉仕樑 炮仗賀端陽 亞軍 黄仲文  
季軍 鄧國華 天地同輝 季軍 何淑佩  
優異 劉仕樑 夕照田園 優異 李兆漢  
優異 廖麗珊 紅棉撒網 優異 程寶芝  

                 各獲獎作品可登入下列網址觀看:- http://www.gpc-hk.org/html/monthComp_3.asp 

◆上月份月報名銜審議委員會刊登本會歷年頒授名銜紀錄（直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止）;由於有提議將列出之名冊，

由證書頒授日更改為名銜考獲日期，名銜審議委員會從善如流，已作調 節；如有查 詢，請電：李漢光主席（96742403) 
或電郵：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本會主辦 2010 年度國際攝影沙龍：定於本年十月二日至十月四日於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館展出。 
 除原有組別彩色數碼組及彩色幻燈片組外，本屆沙龍將再展新猷，將原有之彩色照片Ｂ組，更新為黑白照片組 
 (16X20 吋)及彩色照片組(16X20 吋)大相組，以配合參加國際沙龍者之要求，即取消原有之彩色照片Ｂ細相組， 
 而該組別之入選成績順延至本年度之大相組，以便計入“卓越展覽者 EE.GPC”資格。 
 各組別之截件及交件地點如下： 

  黑白照片組 彩色照片組 彩色幻燈片組 彩色數碼影像組 

  Monochrome Prints  
Division 

Colour Prints  
Division 

Colour Slides 
Division 

Colour Digital  
Image Division 

Closing Date (截件日期) 01/08/2010 01/08/2010 08/08/2010 08/08/2010 

Judging Date (作品評選) 15/08/2010 15/08/2010 22/08/2010 22/08/2010 

Notification Sent(寄出成績通知咭) 25/08/2010 25/08/2010 01/09/2010 01/09/2010 

Exhibition (展覽) 02 - 04/10/2010 02 - 04/10/2010 02 - 04/10/2010 02 - 04/10/2010 

Return of Entries (退回作品) 01/11/2010 01/11/2010 07/11/2010 07/11/2010 

Awards Sent (寄出獎項) 01/11/2010 01/11/2010 07/11/2010 07/11/2010 

Catalogue Sent (寄出沙龍目錄) 01/11/2010 01/11/2010 07/11/2010 07/11/2010 

交件:可於 7 月 27 日月會中交至沙龍主席譚健康先生(電話:90367066)；或於截件日期前交至下列地點：－ 
1.九龍區：紅磡民裕街 36 號榮業街 11 樓 H 及 I 座 2.香港區：中環機利文新街 8 號地下 好世界影音有限公司 
 ＊香港區參加費每組 HK$100.00，恩典攝影學會及大埔攝影會合格會員，免收參加費，（請自行取回退件）＊ 
參加表格下載：http://www.gpc-hk.org/html/download/GPC_Entry_Form_2010.pdf或郵寄上列(1.)之收件地址索取。 
◆2010 年 7 月開始訂購台灣“收藏家”各型號電子防潮箱，均可獲贈：PANASONIC 樂聲牌 HJF5 鋯石耳筒一只 
送完即止，詳情請參閱六月份會員月報: http://www.gpc-hk.org/html/newsletter/2010_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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