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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六份會員月報
2016年度6份月會定於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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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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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藉-尹炎堅 普通會藉-張國明。(各普通會員繳付續會會費，存人恒生銀行帳戶: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收據寫上姓名 寄回 GPO BOX 7322 Hong Kong 或 Whatsapp 6230 2388 )
名銜條例修訂：二零一六年度名銜條例，名銜審議委員會已於六月份提交理事會通過，並即時執行，詳細章則請瀏
覽以下連結: http://www.gpc-hk.org/html/honours.asp 如需索取印刷文本，請付回郵信封：寄 GPO BOX
7322 Hong Kong，信封註明索取”名銜條例章則＂。[節錄部份見於背頁]
根據二零一六年度名銜修訂條例，本會名銜申請及考試，每年只設一次，日期由名銜審議委員訂定，本年度截止申
請及考試日期：2016 年 11 月 30 日；敬請留意。

黄卓儉師傅影雀打魚樂無窮講座業已滿額，本會經常舉辦的活動及學術講座，會上載 facebook 敬請留意。
國際沙龍消息：由於國際沙龍辦理已趨網絡化，本會
國際沙龍已於兩年前(2014)開創本港沙龍先河，全面
蛻變成數碼影像投射組別，由於辨理完善，深獲讚賞；
而各友會沙龍爭相仿效，故以網絡收件已是國際沙龍
大氣候；本會及格會員亦可免收參加費參加本會各組
別沙龍。由於要區分參加資格，各會員在網絡交件
(上載）必須具備下列資料，方可登記會員身份：
［英文輸入必須細楷］
1. 電郵郵址 (email address)
2. 姓氏 (surname) 英文輸入必須細楷
3. 有效會員証號碼全大楷，不用空位例如
(OM101)(LM101) 會員証號碼顯示在每月寄出月
報信封收件人旁。 如不清楚個人會員証號碼，請
發電郵至秘書部查詢：honwongkau@yahoo.com.hk
4.
2016 年 5 月份月賽 邀請：陳 海，陳紹榮，邱國雄，評選成績如下：
Ｍanfrotto 恩典攝影學會,大埔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名
攝影會合辦，花開曼富圖攝影比
賽，亦於５月份月賽一併評選，
李健生
水中樂園
莫松強
孤軍作戰
甲 冠軍
網 冠軍
成績如下：
衝出重圍
劉仕樑
出水芙蓉
組 亞軍 梁子光
上 亞軍
冠軍: TANG Chin Chiu
劉仕樑
滑浪小子
黃榮生
策馬奔馳
照 季軍
數 季軍
亞軍: 溫志能
季軍: 許有達
節節領先
嚴鎮波
勇往直前
片 優異 梁子光
碼 優異
優異: TANG Chin Chiu 梁子光
組 優異
劉仕樑
晨 光
陳淑蘭 黃仁述 許有達
各 獎 項 由 贊 助 商 Manfrotto
遲來一步
滙 冠軍
吳敬芳
晚鳳凰
乙 冠軍 謝啟年
Distribution HK Limited 頒發
美
天后寶誕
黃達強
燦爛維港
組 亞軍 何蕙妹
亞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補遺:
阮輝春
兩小無猜
何倩鳴
光之路軌
照 季軍
2 季軍
上月月報鳴謝本會 35 周年贊助
3 入選
相親相愛
楊曉雲
越南風光
片 優異 嚴鎮波
商號，漏植＂貴登有限公司贊助
6
冀 望
鄺綺雯
鳳凰夜色
名廠相機帶共 30 套，特此嗚謝。
優異 吳敬芳
入選
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梁炳權
立山地標
題 入選
賽

恩典攝影學會 名銜考試/申請及頒授章則

(節錄)

2016 修訂/節錄部份…………………..
3.. 考試作品之規格：
A. 碩學會士(A.GPC):
a) 照片組i) 需要提交 15 張黑白或彩色照片。
ii) 提交的照片尺寸最小不得小於為 12x18 吋，最大不得大於 16x20 吋，作品必須裝裱於 16x20 吋之硬咭紙上(香港地區以外
之會員應考作品可豁免裝裱)。
iii) 應考作品背面必須填上與申請表格上相符之編號及題名，但不可寫上姓名。
iv) 照片上如有任何顯示有關應試人資料者(如簽名、印章等)亦須加以掩蓋，以表公允。
v) 應考者遞交應考作品時（數碼影像組除外）
，必須連同一隻已燒錄所有應考作品的光碟(CD)一隻（作品檔案像素必須最闊一
邊為 640 pixels 及解像度為 150 dpi）
；以便考試合格之後，本會可將合格作品上傳本會網站作展覽之用，送交的 CD 不予發
還。如應考作品不獲通過，有關的 CD，將連同應考作品發還應考者。
b) 數碼影像組i) 需提交 20 張作品光碟(CD)一隻，每幅應試作品檔案像素為最闊一邊為 2650pixels 及解像度為 300 dpi，存放檔案 5MB 或
以上（每影像計）
。
ii) 每幅作品之檔案編號、影像題名必須清楚編寫於每個影像檔案上並與參加表格上填寫之資料相同。在影像上不得顯示任何
有關應試人資料者(如簽名、印章等)；除事先要求外，數碼影像組並不作退件，考試合格者，作本會紀存檔，而不合格者在通
知應考者函件發出後一個月後，予以銷毀。
B. 博學會士考試
i) 照片組應考者需提交黑白或彩色照片 20 張，而數碼影像組則需提交作品 25 張，呎度及裝裱規格與碩學會士考試相同。唯
必須提交闡述其應考作品有關之簡述（Statement of Intent）一份。
C 應考作品必須為應考者之個人創作作品，及個人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方可申請考試。
4. 費用：
ａ) 香港地區會員參加碩學會士名銜考試費用 HK$400，而博學會士名銜考試費用 HK$600。
ｂ) 香港地區以外會員除上列考試費用外，如需退回照片，須另加退件回郵費用(按當時郵政費用收取)。
ｃ) 考試費用可以等值外幣繳付(如 paypal)，惟該等外幣必須為在香港可以自由兌換之貨幣。(按當時香港銀行所定匯率收取，
並由應考者繳付有關機構所應付之滙兌費用) 。
5 . 合格標準：(評審委員會成員必須為單數組成)：
A ) 碩學會士考試
每張應考作品最少獲得評審成績不少於滿百分之七十五(75%)為合格；及全套作品張數有三分之二(2/3)獲得合格。方得通過考
試為合格。
B) 博學會士考試
全套應考作品由個別評審委員於每張應考作品個別評分(評定作品質素)，並作整體投票，而每張應考作品及整體投票兩項評
定，必須有三分之二(2/3)以上通過則視為合格作品。
C) 作品通過考試成績合格，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有權考慮各項因素後，才正式提交理事會通過正式考試結果，而名銜頒授名
單，經理事會議決通過及於月報刊登方得頒授應考者名銜證書。
8. 附則：
A)凡申請人之應考作品或考試資格不符合規定者，名銜審委委員會主席得退還其申請書及應考作品，而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及考試無論合格與否，考試費用，例不發還。
B) 應考作品一經遞交，不論任何原因，均不得更換。
C)本會對交來之應考作品定當盡力保護，倘有意外遺失或損壞，本會不負任何責任。
D) 凡考試合格及獲頒授名銜之作品，會方有權作公開展覽、放映、上載網頁或刊登於報刊或任何展覽媒介，而無需給予作者
任何報酬。
第三章：名銜申請
1. 凡本會永遠會員可依下列條款申請：
A) 碩學會士銜(A.GPC)
i)
凡考獲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士名銜(A.RPS)；
ii)
根據美國攝影學會(PSA)承認之計分國際沙龍，於同中一組別，入選成績達 5 星(5 STAR EXHIBITOR)者；
iii) 凡考獲國際影藝聯會優秀級別藝術家(銀標)名銜(E.FIAP/S)
iv) 凡參加本會網上數碼組月賽達 4 星資格(累計入選 128 張次)
(附注:凡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名列於本會網上數碼組者，可依舊例達 3 星資格累計入選 96 張次依章申請)。
B) 博學會士銜(F.GPC)
i)
凡考獲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名銜(F.RPS)；
ii)
凡考獲國際影藝聯會優秀級別藝術家(金標)名銜(E.FIAP/G)或以上
iii) 凡參加本會網上數碼組月賽達６星資格(累計入選 220 張次)。
(附注:凡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名列於本會網上數碼組者，可依舊例達５星資格累計入選 180 張次依章申請)。
2 . 手續及費用：
A) 凡根據上述第三章第 1 項所述資格申請本會名銜者，請將申請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副兩份，及應
繳的申請費用，遞交予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
i)
申請碩學會士銜(A.GPC) 名銜，費用為 HK$400。
ii)
申請博學會士銜(F.GPC) 名銜，費用為 HK$600。
iii) 如並未擁有本會碩學會士(A.GPC)名銜，而直接申請博學會士銜(F.GPC)名銜者，必須補足申請碩學會士銜(A.GPC) 名銜
費用，合共為 HK$1,000。
3. 由名銜審議委員會審核提交的資格無訛後，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向理事會提交名銜頒授名單，經理事會議決通過，會於月
報刊登方得頒發名銜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