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攝影學會恩典攝影學會恩典攝影學會恩典攝影學會歷年頒授名銜紀錄（直至 2016年 1月止）

年

度

榮譽博學會士 Hon.FGPC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算)

博學會士 F.GPC
(投考/申請年份計算)

碩學會士 A.GPC
(投考/申請年份計算)

榮譽會員 MH.GPC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計

算)

名譽會員

Hon.GPC
(頒授名銜證書

年份計算)

榮譽理事

Hon.CMGPC
(頒授名銜證書年份

計算)

1982
梁其正 鍾賜佳 劉發樑

潘 炳 謝國志 張耀偉

1983

李文光 盧淑琼 梁其正 鍾賜佳 黃麗珍

朱麗英 張耀偉 馮浩佳

黃宜坤 蘇啟賢 謝國志

黎榮安 陳偉超 李志強

1984 潘 炳 顏百龍 李天保 蕭日成

吳國鴻 周纘遠 陳國榮

漢旺球

李文光 何樹容

1985 羅禮森 麥偉雄

1986 謝健邦 莫 光 梁其正 朱玉清 鄭鈞濤 許福倫 葉健全 莫金鳳 黎熾培

1987 鍾賜佳 譚栢新 呂栢棠 劉善良 鄺煒利 黃德安 梁建中

劉華泰

羅禮森

1988

張淑歡 陳紹榮 羅志標 陳偉超 左豐宜

伍榮新 朱文敬 余偉雄

曾錦源 葉 華 樊德森

鄧錦誠 陳廣耀 崔漢文

陳炳洪

陳國榮 李明球 漢旺球

陳群中

1989
陳銘燊 吳國鴻, 黃超鴻 麥肇樑 馬志信

鄭淇忠 羅偉桓 趙澤民

孫 權 陳金順 萬麗珠

1990 黎熾培 陳燦光 關景怡 任 適 鄭淇忠 譚達強 鄧滿榮 梁建中 李志新

1991
吳連城 朱麗英 漢旺球 楊冰雯

黎榮安 陳群中

謝國志 羅秋森 葉 華

1992 陳偉超 林群基 張 平 葉健全 蔡嘉彥 鄧 紅 何根強

林世光 詹克彬 楊忠豪

1993
張伯根 張淑歡 馮浩佳 張遠明 陳日勝 凌玉蓮 冼傳強

鄧炎堂 梁永強 吳章茂

梁德新

崔漢文 麥肇樑

1994

何節全 李文光 謝國志 李鳳顏 梁淑芬 黎文光 左豐宜 霍笑娟 陳日勝

梁步安



1995
容紹新 梁建中 林仲賢 葉炳權 梁步安

黃強

梁永強 冼傳強 鄧紅

朱敏初

1996 郭 南 麥肇樑 蔡嘉彥 談劍球 林志權 蕭坤漢

1997 何根強 張有發 余國興 何作明 蘇木成 林國榮

1998
陳日勝 葉炳權 談劍球 潘 倫 李炳輝 阮潤培 林國榮 黃卓儉 談劍球

鄧炎堂 宋榮耀
饒炳雄

陳霖

1999
鄧 紅 范伯成 麥 穩 陳栢健 鄧 紅

胡耀富 馬志信

陳凌雲 鄧滿榮 徐中庸 陳凌雲 余國興

2000 麥柱發 陳 海 饒炳雄 潘 倫 李漢光 丘志明 李 杰

2001
梁步安 談劍球 林健璋 梁順圍 馮慶超 杜寶珊 羅培海 吳達權 楊志華

林壽炳

2002
顏震東 李公劍 梁 波 麥肇樑 羅培海 張鈞良 譚惠寧 靳子森 陳健枝 彭滿全 陳錦波 錢均墀

2003 馮敏如 孔德輝 李國光

2004 黃貴權 陳凌雲 胡世光 唐旭清 陳運鴻

2005
秦宗良 林綿森 梁啟雄

蕭國雄 陸天石 梁福喜

李景仰 晉 琳 劉瑞卿

楊銘銓 吳錦津

2006

李國光 陳紹榮 彭德貞 張德勝 林鉅津

楊啟源 陳炳忠 樂嘉成

左思賦

李景仰 孔德輝 左思賦

劉仕樑

吳震峰 鄧滿榮 羅培海 潘

倫 黃麗珍 霍笑娟

萬麗珠 李 杰 梁

順圍 楊志華 吳達

權 羅禮森 莫金鳳

蘇啟賢 李志強 李

志華 丘志明

2007
連登良 王健材 廖 群 何德全 陸天石 楊少銓

馮慶超

何德全 黃健華 葉明欣

譚漢榮 林達泉

陳威基 秦宗良 李漢光 陳世龍 孔德輝

2008 李漢光 杜寶珊 余炳有

譚健康 李炳輝 張鈞良
彭德貞 葉明欣 梁福喜 杜寶珊

2009
左思賦 靳子森 陳凌雲 秦宗良

唐旭清

周小龍 黃健明 張德勝 曾慶旻 劉仕樑

2010

潘德昌 王麗珠 黃健明

廖麗珊 孔德輝

麥耀東 廖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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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旭清 譚健康 陳子汶

謝理

李漢光 李景仰 彭

德貞 秦宗良 陳威

基



李可勳 鄧俊成 劉 玲

李 康

2011 孔德輝 杜寶珊 何寶甜 彭德貞 黃碧茜 鄧俊成 陳子汶 黃仲鵬 劉偉忠

李志明 李承祐 李兆漢

何淑佩 韋約翰 葉展華

錢浩程 郭 淼

黃棟樑 蘇嘉富 李志明

劉偉忠 張偉文

唐旭清 梁福喜

2012
嚴子安 張偉文 衛永輝

黎金滿

鄒頌文 劉自良 張德勝

2013 陳紹文 張德勝 李漢光 郭 淼 謝繼鴻 梁耀光 鄭康偉

何信球 李燕鴻 胡明林

李兆漢 譚寶朝 譚健康 陳子汶

2014
黎金滿 何信球 胡明林

馮紹雄 鄧啟倫 鄭康偉

陳立明 黎俊明 謝國驥

李鑑泉 許國偉 吳榮輝

曾港存

鄺綺雯 張偉文 劉偉忠

李志明

2015 莫松強 鄺錦迪 羅兆光 謝凱婷

2016 秦宗良 曾兆中 彭麗雯

劉自良

許國偉 李健生 鄭愛琼 周炳榮 簡鳳琼 張馥芳 趙偉雄 李兆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