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4/11、29/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3/2、29/3、26/4、31/5、28/6、26/7、30/8、27/9、25/10、29/11、28/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二零一六年一份會員月報 

溫馨提示: 2015年度會員月賽全年最佳作品(相皇)本月份月會舉行，敬請準時交相。 
   2016 年度 1 份月會定於 26 日(星期二)，晚上七時正在香港滙美數碼製作中心舉行：九龍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

場 1512 室，各組比賽會於下午七時四十五分正開始，各位參賽會友，務請將作品於下午七時十五分截件前交至比

賽部工作人員，而網上數碼組參加會友，請於 1 月 22 日凌晨 12 時前，將作品電郵至以下收件郵址：

gpchk.mc@gmail.com 敬請合作。 
如首次參加月賽照片組而欲位列甲級者，可於月賽前將６幅合符甲級規格的作品交予比賽部以作考核，如合格可即
時參加甲級比賽(此項規定只適用於每年度之一月份)。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藉-王舜怡 王詠怡 李卓能，普通轉永遠 江炎輝；普通會藉-陳穎。 
2016 年新一屆理事會名單如下-會長:唐旭清 副會長:孔德輝 陳偉超 秘書長:漢旺球 司庫:黃麗珍 
國際沙龍主席:陳日勝 名銜審議主席:李志明 會員部主任:劉偉忠 學術部主任:陳威基 謝啟年  
總務部主任:鄧滿榮 展覽部主任:杜寶珊 秦宗良 推廣部主任:李景仰 陳世龍 活動部主任:李兆漢 張馥芳 
比賽部主任:鄺綺雯 劉仕樑 簡鳳琼 網頁主任:陳子汶 檔案管理主任:趙偉雄 當然理事:李漢光 理事:梁步安  
陳凌雲 萬麗珠 張德勝 財務稽核:謝凱婷。 
會員大會亦通過頒授下列榮銜:榮譽博學會士(Hon.FGPC)彭麗雯醫生、曾兆中醫生、劉自良顧問及秦宗良。 
榮譽理事(Hon.CMGPC):李兆漢 榮譽會員(MH.GPC)：簡鳳琼 張馥芳 趙偉雄  
2016-2017 年度新任榮譽會長:漢旺球 李漢光 孔德輝。及新任名譽顧問：張鈞良 陸天石 曾慶旻 鄧少鳳。 
中醫顧問：王樹棠博士 陳玉瑜博士。 
2015 年度名銜審議，經名銜主席提請理事會通過頒發下列名銜:博學會士(FGPC)許國偉 碩學會士(AGPC) 
李健生 鄭愛琼 周炳榮 黃榮生。 

【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五週年作品展覽暨山蝴影集首發儀式】已於 1 月 19 日至 21 日於銅鑼灣高士威道香港

中央圖書館地下 4-5 號展覽廳舉行，感謝下列機構餽贈花籃賀詞致賀，寵賜多珍，謹此鳴謝： 

花 籃:滙美數碼集團祝乾松 吳益勝、滙富有限公司 黃棟樑、美行攝影俱樂部 曾慶旻、騰龍攝影會、香港攝影

學會、沙龍影友協會 譚健康 尹德勝 藍寶慶 陳凌雲、香港中華攝影學會、香港卅五攝影研究會、香港大眾攝影

會、香港影藝文化協會 馮敏如 方凱欣、大埔攝影會、中苑攝影學會、海鷗攝影會、影聯攝影學會、香港醫學會

攝影會彭麗雯主席、香港創藝攝影學會 廖麗珊 杜寶珊 麥耀東 陳海、中國(香港)華僑攝影學會、香港油麻地攝

影學會何應文 鄭華玉、港鐵攝影會朱健康、中國香港民俗攝影協會仝人、香港長洲影藝會仝人、香港聯合攝影

家協會、香港藝群攝影學會、政府人員協會攝影學會、何錦雄先生及專業攝影會、何振威旅遊攝影會，香港中文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呂廣林、好世界影音器材有限公司、陳烘相機、林鉅津、王樹棠博士陳玉瑜博士。菓籃:施鴛

鴦 常綠艷 蔡雙華 唐明惠。賀詞：饒炳雄視覺藝術研究會、陳樹人影藝同學會、屯青攝影組、圖現社、耀東之

友攝影會（排名不分先後，如有紕漏，尚祈指正）。 
                1２月份月賽邀請：李漢光，孔德輝，漢旺球，評選成績如下：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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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吳榮輝 打到落地 網 
上
數
碼
組 

冠軍 梁耀光 壩上的黎明 

亞軍 吳榮輝 火龍追珠 亞軍 梁耀光 壩上的晨光 

季軍 楊曉雲 歡樂童年 季軍 李健生 水花四濺 
優異 吳榮輝 擬入仙境中 優異 何蕙妹 華麗的舞姿 

優異 劉仕樑 衝出重圍 優異 曾耀文 尋覓伴侶 

乙
組 
照 
片 

冠軍 鄭愛琼 火花四濺 滙 

美

盃 

雙 

月 

賽 

冠軍 何倩鳴 白川鄉 

亞軍 謝啟年 拾荒者 亞軍 黃達強 壩上初雪 

季軍 黃達強 湖光泛影 季軍 梁炳權 晚歸 

優異 嚴鎮波 節節領先 優異 黃達強 壩上初冬 

優異 張煥發 濠江煙花夜 優異 

優異 
何倩鳴 
許有達 

下龍灣日出 
古城新貌 

 
活動部消息：桃花度春風 連平兩天賞花攝影團，2016 年３月５日至６日 詳情請閱附頁。 



 
桃花度春風 連平兩天古村賞花攝影團 
日期：2016年３月５日至６日 
第一天：早上08：00分於指定地點集合，乘車（車程约4小時）前往連平縣用午餐後乘車前往【鹰嘴蜜桃之鄉---
上坪中村】，上坪位於105國道邊，距縣城25公里，每年二三月間，廣東河源連平的桃花，就會迎春怒放。漫山 
遍野的桃花，在春風中散發出陣陣的輕香......桃花的花語：桃花盛開於農曆三月，一般稱為桃月。桃花姿態優美，
花朵豐腴，色彩艷麗，盛開時明媚如畫，尤如仙境。“十里桃花，萬畝果園”。“二月賞花，七月品果”給遊客 
予奇趣、異趣、野趣、賞趣。再望望山下牧童騎在牛背悠閒地吹着竹笛，這或許就是陶淵明筆下“落英繽纷”、 
“雞犬相聞”的桃花源了。晚餐後入住酒店，晚上自由活動。(請注意，花期可能會受天氣等因素而影响)宿:連平縣
城（三星） 
第二天：早餐後再次乘車前往上坪村拍摄桃花，午餐後乘車前往古村拍摄，後乘车返回深圳，结束愉快的創作之旅！ 

報名：張馥芳(54924180) 或李兆漢( 9750 8966 )報名後：填妥下列參加表格，連同銀行入數紙(香港恒生銀行戶

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電郵：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或傳真: 24022377

或亦可(個人資料只作是次旅行用途，絕對保密)，收到後通知覆實。 

中文姓名：   
性別：  聯絡(手提)電話： 

1 指定同房姓名：(必須雙方同意) 
 
 
2 無法配對團友同房，敬請附加單人
房附加費：人民幣￥150.00 

回鄉卡號碼： 
 
 
屆滿日期： 

 
非會員：港幣 HKD$1090  □ 
 
會 員：港幣 HKD$990   □ 
(請在 □ 加上 × 以資識別) 

電郵地址：(出行通知用) 單人房：不需要 / 需要 
(另加人民幣￥150.00) 
請於活動日交至本會負責人 

香港緊急支援人姓名及電話(如有)： 
 
 

參加者須應自行購買旅行保險，亦可於報名時，由本會代安排旅行安全保險，中國線兩天保費港幣 HK$53.00，

可連團費一併繳付）。如需要旅行安全保險 請填上下列資料：                                            

英文姓名 :                   香港身分證 :                    (   )  出生 :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只作是次旅行用途，絕對保密)                                                                                        
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五週年作品展覽開幕典禮暨山蝴影集首發儀式                 

                                                 
會長 唐旭清先生致詞: 

  東區民政事務處銅鑼灣區聯絡主管陳潔明主任 香港各友好攝影會來賓 梁珍會長 吳民權會長 余天麒會長  
藍寶慶副會長 楊少銓會長 MH 鄺煒利會長  何耀東會長  陳栢健會長  祝乾松名譽會長 攝影前輩及志同道合
的影友： 
  歡迎大家抽出寶貴時間，出席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五周年紀念作品聯展開幕典禮，同時並首發＂山蝴—恩
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五周年紀念攝影集＂，承蒙各位會長長久愛護與支持，以及攝影界好友不吝賜教和鼓勵，使
恩典攝影學會得以蓬勃發展，我在此謹代表本會衷心致謝！ 
  今年35周年作品聯展，參加人數計，有顧問、會員及影友112人，作品198幅。是歷屆參加人數最多，
題材豐富多變；我們更將作品編成＂山蝴＂紀念影冊，以作為會員及影友交流的平台。希望各界人士給予批
評和指正。並借此機會，多謝香港康文署中央圖書館資助展覽場地，使本會三十五周年作品展覽順利舉行。 

最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影藝進步，身體健康！ 

 
 

創會永遠榮譽會長 梁其正先生致詞: 
      尊敬 的主禮嘉賓陳潔明主任 梁珍會長 吳民權會長 余天麒會長 藍寶慶副會長 楊少銓會長 MH                       

鄺煒利會長  何耀東會長  陳栢健會長  祝乾松名譽會長 各位 名譽顧問 親愛各位理事 會友 女士們先生們； 
     晚上好！ 多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光臨＂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五周年作品聯展展場，在此致以無限    

   感激及熱烈的歡迎。 
     三十五年了，腦海浮現出當年恩典攝影學會成立的片斷，記得 1981 年的一個仲夏夜課餘，謝健邦老師向
我和鍾賜佳提出，想成立一個以拍攝相片為主的攝影學會，並以＂以相會友＂為學會的宗旨；他說已聯絡了德輔
道西的恩典堂，可以提供聚會及開展會務的地方，並說，因為借用人家的地方，不如學會就命名＂恩典攝影學會
＂而英文 GRACE 亦取其中譯為"優美"的意思，而在攝影藝術方面亦覺合適。在 1981 年 8 月，第一次籌備會議，
推選小弟為創會會長，這樣＂恩典攝影學會＂就誕生了。 
     這些年來，令我感恩和敬重的，是恩典會歷屆的理事會，三十五年來，緣來緣去，有些理事因家事或公事
而離去，亦有些貫徹始終，堅守崗位，從不間斷出心出力為學會服務。 

    ＂恩典攝影學會＂已經是由當年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由青年步入成熟的中年，如"倒啖甘蔗，漸入佳境"。 
感恩的是，今晚得到香港具有三十五年以上歷史的攝影會會長蒞臨主禮，展場眾多參展者琳瑯滿目的佳作及

這麽多的好朋友光臨指導，應該是＂恩典攝影學會＂＂以相會友＂為宗旨的最佳回報。 
    最後 謹代表＂恩典攝影學會＂祝各位新年進步，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