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7/9、25/10、29/11、20/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二零一一年九月份會員月報
★201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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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劵每位九十元正，當晚即售，歡迎會員或親友出席。
★二零一一年度國際攝影沙龍：已於本年 9 月 15 日至 17 於香港香港大會堂展覽館展出，承黃貴權醫生 BBS、
廖群先生、彭麗雯醫生、曾兆中醫生、陸天石先生、蘇嘉富醫生及陳銘燊先生蒞臨主持開幕。
★本屆沙龍已完滿結束，本月月會將退回參加作品，由於參加者眾多，請致電或電郵至沙龍主席李漢光先生
(9674 2403)郵址：bootchaiko@yahoo.com.hk。會否出席月會或由他人代取，以便安排退件事宜；敬請配合。
★恩典攝影學會三十週年呈獻「東方之珠落玉盤 香港之夜攝影大賽」於於十月十五日截件，務請大力支持，惠
賜作品參加，詳情及參加表格，可於下列網頁下載：http://www.gpc-hk.org/html/news/form2011.jpg
★2011 年 10 月 28 至 30 日(星期五、六、日)與騰龍攝影會合辦[騰龍莽山風光三天高鐵攝影創作團] 全程高鐵來
回，參加費用：港幣 2300.00 會 員：港幣 2200.00，（行程請先閱背頁）專題比賽獎品正在洽談中，詳情請留意
本會網頁，及於下月月報刊出，敬請留意。我會會員優先留位，報名請電：鍾賜佳(92030293)。
★“雅影廊” 深水埗欽州街 37K 西九龍中心(長沙龍政府合署隔鄰)1 樓 138 號；繼於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展出香港潛
水攝影家一輯“聚焦珊瑚”作品後，於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五日，展出《“疏影斜橫”陳銘燊梅花作品》，歡
迎參觀，查詢請電梁先生(2476 2129)。又各會友欲租用該展覽藝廊，可聯絡展覽部主任秦宗良（91471637）唐旭
清(91671586)兩位，本（2011）年度使用者，優惠費用暫為兩星期（14 天）港幣 HK$300 三至四星期(21-30
天) ，港幣 HK$500（費用不包括宣傳，橫幅海報等事宜）所有使用條件以本會理事會的解釋為準，不得異議。
★【色彩管理下的數碼黑房】專題講座:主辦機構：恩典攝影學會 協作單位：北光系統有限公司
日 期：20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45 分 地點：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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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威基先生（9416 4357）
科技日新月異，攝影除了技巧外，還要對 "顏色" 有更多的概念，相片數碼化，攝影人能控制相對更多，好的色
彩管理對作品的形態的構建有很大的幫助..... 由專業人士所帶出一系列【色彩管理下的數碼黑房】概念，不容錯
過。講座內容： 1.色彩管理對數碼攝影的重要性 2.數碼黑房的設置與運用 (Mr. Joey Pong, Technical & Training
Manager, Datacolor Asia Pacific (HK) Ltd) 3.Phase One 最新產品介紹及示範 (Mr. Charles Chan Sales & Marketing
Manager, Northlight Digital Imaging Systems Ltd.) 4.Capture One 最新軟件介紹及示範 (Mr. Fai Chan ,Service
Manager,Phase One Asia Pacific Ltd)5.Media PRO One 最新軟件介紹及示範 (Mr. Fai Chan) 6.其他產品介紹. (Mr.
Charles Chan)
下圖:國際沙龍開幕典禮眾嘉賓及理事合照
八月份月賽邀請：陳海，黃卓儉，李國光 評選，
成績如下：
甲 名次
冠軍
組 亞軍
原 冠軍
創 亞軍
組 季軍
優異
數 冠軍
碼 亞軍
組 季軍

姓名
黃仲鵬
黎金滿
李兆漢
黃仲文
李兆漢
劉艷玲
黃仲鵬
黃仲鵬
黃仲鵬

題名
翠鳥班魚狗
搶食
星空舞姿
翩翩起舞
綠野輕舟
入鄉隨俗
先到先得
晨霧漁歌
炸獅子

恩典攝影學會 騰龍攝影會聯合主辦
TAMRON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
錦豐旅行社承辦 旅行社牌照號碼 : 353269

中國深圳旅遊攝影俱樂部 協辦

騰龍莽山風光三天高鐵攝影創作團
一、創作時間：10 月 28 至 30 日(星期五、六、日)
二、創作行程：
第一天：早上08：30於羅湖華僑酒店門口集合，乘旅遊車往深圳北站，乘高鐵往郴州，午餐後乘車前往莽山
森林公園，抵達後拍攝【猴王寨瀑布群風景區】在原始森林中潺潺溪流穿行于峽谷林海之間，時而浪花飛濺、
時而柔靜不語，沿著一公里的棧道行走，可看到十瀑六潭，其中孔雀瀑、九疊泉等景點更是令人心醉，讓你
真正深入大自然。後安排入住酒店，晚餐後客人自由活動。

住 宿：莽山天沅大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二天：早餐後前往拍攝【天臺山風景區】，天臺山風景區主要以奇石，奇峰，險崖為主，是莽山山峰雄偉
奇險景觀的薈萃之處和精華所在因酷似張家界，而被遊客稱為湖南第二張家界，為莽山最漂亮的景區。中餐
後拍攝【鬼子寨風景區】：這裡氣候宜人，夏無酷暑，冬有冰雪。7 月份平均氣溫 22.7°C，1 月份平均氣溫
5.2°C。園內空氣清新、每立方釐米負厘子含量高達 106900 個，是最好的天然氧吧。配有齊全的旅遊服務設
施，是旅遊觀光、避暑休閒、登高探險、科學考察的理想勝地。來莽山探原始森林，賞山花爛漫，觀瀑布碧
潭，登高峰險崖，看雲海日出，享山鄉野趣，尋佛教文化，識瑤家風情，返樸歸真，回歸自然，觀原始森林
、珍稀植物、將軍石、鬼子寨瀑布大峽穀等。晚餐後入住酒店。

住 宿：莽山天沅大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三天：早餐後乘園內環保車 40 分鐘前往廣東第一峰【猛坑石風景區】約 90 分鐘，廣東第一峰海拔 1902 米
，為湖南、廣東兩省的交界處，立馬第一峰,望湘 粵大地,展人生偉圖，體會登高踏雲，一腳踏兩省跨三市的
感覺。午餐後乘車返郴州，乘高鐵返深圳北站，後乘車返羅湖口岸，結束愉快的創作之旅！預祝創作豐收！
參加費用：港幣 2300.00 會員：港幣 2200.00 費用包括：全程攝影線路、行程內車費、景點第一度門票，高速
公路費、住宿費、三正餐一早餐及燒烤晚會、擺拍甫士費；旅行社責任險及導遊兩天服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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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補房差兩晚共港幣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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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下列參加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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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交司庫：黃麗珍小姐傳真 24022377 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亦可，收到後通知覆實
（本行程之十萬元平安保險乃『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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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連團費一併繳付）。

參加表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聯絡(手提)電話：

性別：
身份証號碼：

回鄉卡號碼及屆滿日期：

出生年/月/日：

會 員 / 非會員
(請刪去不適用項)

香港緊急支援人姓名:

香港緊急支援人電話：

單人房：不需要 / 需要(另加 HK$400)
(請刪去不適用項) 如需要請連同參加
費用一同存入本會下列銀行戶口

指定同房姓名：

電郵地址：

藍十字旅行安全保險：不需要 / 需要
(中國線 3 天保費 HK$56.00)
(請刪去不適用項) 如需要請連同參加費用一同存入本會下列銀行戶口:香港恒生銀行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