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7/2、27/3、24/4、29/5、26/6、31/7、28/8、18/9、30/10、27/11、18/12)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2017 年度各組相皇大賽本月份月會舉行，詳細名單見附頁，敬請留意

2018 年 1 份會員月報

訃告:本會前名銜主席莊耀家先生於 2017 年 12 月 9 日辭世,於本年 1 月 28 日設靈於紅磡世界殯儀館,並於當晚
7:30 舉行公祭,莊耀家先生為人古道熱腸,熱心會務.扶掖後進,不遺餘力,影界均表惋惜,謹致其家眷,深切慰問。
2018 年 1 份月會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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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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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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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新一屆理事會依會章選出，名單如下-會長:孔德輝 副會長:唐旭清 陳偉超 秘書長:漢旺球 司庫:黃麗珍
國際沙龍主席:鄺綺雯 名銜審議主席:梁其正 會員部主任:劉偉忠 學術部主任:謝啟年 總務部主任:鄧滿榮 展覽
部主任:秦宗良 杜寶珊 活動推廣部主任:張馥芳 李兆漢 比賽部主任:吳敬芳 劉仕樑 簡鳳琼 資訊統籌部主任:高
思聰 幹事委員:高思明 理事:羅禮森 王舜怡 王詠怡 財務稽核:萬麗珠
2018 年度名譽會長:祝乾松先生 2018 年度榮譽會長:陳紹榮 陳偉超 漢旺球 孔德輝 李文光 李漢光 唐旭清。
榮譽會員(MH.GPC)謝啟年；會員大會亦通過頒授下列榮銜:榮譽博學會士(Hon.FGPC)翁蓮芬女士、蘇嘉富先生、
唐旭清先生。名譽會員(Hon.GPC): 陳澤榮先生 新任名譽顧問(2018 年度): 陳炳忠先生 李卓能醫生 梁家輝先
生 呂廣林先生
2017 度名銜審議，經名銜主席提請理事會通過考試合格頒發下列名銜:博學會士(FGPC)吳敬芳 碩學會士(AGPC)
姚李美玲 陳麗玲。
展覽部消息: 2017 度考獲名銜作品展覽，地點：香港滙美數碼製作中心
博學會士(FGPC)吳敬芳-2018 年 2 月 1-7 日 碩學會士(AGPC)姚李美玲 2 月 8 日-14 日 陳麗玲 2 月 26 日-3
月3日
比賽部佈告：2017 年月賽全年總成績：網上數碼組：(金獎)姚李美玲 (銀獎)梁子光 (銅獎)梁金英 一星證書：
姚李美玲 鄭慧敏 黃達強， 二星證書：阮輝春 ，三星證書：梁子光
照片組甲級：全年最高積分：陳麗玲 全年最高點數：陳麗玲 乙級：全年最高積分：梁金英 全年最高積點：
梅世廉
全勤獎：陳麗玲 梁子光 阮輝春 梁金英 梅世廉
乙組升甲組：梁金英 鄭慧敏 梅世廉 譚文基
*恩典攝影學會 facebook 專頁『手機攝影』大賽，本於一月份舉辦，由於贊助商籌劃獎品需時，詳情請留意＂
恩典攝影學會 facebook 專頁”及日後月報報導。
2017 年 12 月份月賽 邀請：鍾賜佳，唐旭清，陳偉超評選，成績如下：
照片組甲級：冠軍何蕙妹(蝶之戀)亞軍 陳麗玲(向日埕)季軍 阮輝春 美食在口 優異:陳麗玲(雞童鴨趕 以愛擁抱)
照片組乙級：冠,亞軍梅世廉(睇我打千秋 夠水未呀!) 季軍 譚文基(粉層佳人)優異 鄭慧敏(女孩與小鴨) 梁金英
幻彩漁港)
網上數碼組：冠軍 梅世廉(理髮店的一刻) 亞軍 周炳華(津津有味) 季軍 鄭慧敏(甜姐兒)優異 姚李美玲(萬牛
奔騰)黃達強 (日出晨霧)
滙美盃 1236 旅遊達人初賽：冠軍 周振業(穿雲透霧照門徒) 亞軍
劉海惠(雪鄉初夜) 季軍 黃達強(日出雲
霧)入選 何倩鳴 (霧鎖山群 紅葉滿座園 湖中倒影)
恩典攝影學會 大埔攝影會 鏡花緣攝影旅情
連平桃花、新豐櫻花裕三天攝影團:一、創作時間:2018 年 3 月 3-3 月 5 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櫻花需要看天氣）
二、創作行程：
第一天：8：00 分於羅湖口岸華僑酒店門口集合出發，乘車前往新豐縣（車程約 4 小時），午餐後前往【櫻花
峪】拍攝櫻花，區內的櫻花品種以八重櫻和寒緋櫻居多，八重櫻也叫關山櫻，花色白色至深粉紅色，由於有八
重花瓣，稱之為八重櫻。寒緋櫻花色為鮮紅色，適合溫暖地區。每年春季的櫻花峪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櫻花盛
放景象！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住：新豐縣皇天星悅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二天：早餐後乘車前往【鷹嘴蜜桃之鄉---上坪中村】拍攝桃花（車程約 1.5 小時），全天拍攝桃花、美女模
特人像等。晚上品嘗客家特色菜肴，入住酒店後自由活動。 住：連平縣南方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三天：早起繼續前往【上坪中村】拍攝桃花，上午自由創作。午餐後返回深圳（車程約 4 小時），結束愉快
的攝影創作之旅。祝各位影友旅途愉快，創作豐收！
【費用】港幣 1900 元/人 會員 1800 (單人房全程港幣 440 元）（16 人以上成團，）
【費用包含】全程旅遊巴士、景點第一大門票、住宿費（雙人間）、模特费、餐費、旅遊意外險及導攝服務費
等。【費用不含】個人消費、等。
恩典攝影學會 鏡花緣攝影旅情
樂昌桃花、梨花、李花、翁源桃花三天攝影團
2018 年 3 月 16-18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創作行程：
第一天：早上 8：00 分於羅湖口岸華僑酒店門口集合，搭乘旅遊大巴前往樂昌九峰鎮（約 6 小時車程)下午適時
拍攝【桃花、梨花、李花】等。九峰鎮十萬畝桃花、李花爭相怒放，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桃紅
的、淺紅的桃花經過雪白的李花跟黃澄澄的油菜花襯托，別有一番景色，美不勝收。晚餐後入住酒店。
九峰鎮十萬畝桃花、李花爭相怒放，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桃紅的、淺紅的桃花經過雪白的李花
跟黃澄澄的油菜花襯托，別有一番景色，美不勝收。
第二天：早起繼續拍攝【桃花、梨花、梨花】，午餐後乘車前往【翁源】（3 小時車程）到達後適時拍攝桃花，
翁源桃林主要集中在龍仙鎮李洞村桃花谷和江尾鎮九仙村。李洞村的桃樹生長在山谷之中，依著兩邊山坡向上
生長，望眼看去，整個山谷都被櫻紅的桃花所覆蓋。九仙村的桃林大多生長在平地之上，連片幾百畝，一望無
際花的海洋，地面上滿是飄落的桃花，如仙境一般。
第三天：早起拍攝桃花，午餐後返回深圳，結束愉快的攝影創作之旅。【注：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當地
實際情況為準，花期亦受天氣等環境影響】
活動費用：港幣$1900 會員 1800 單房差全程港幣 440 元（16 人以上成團，）
報名及查詢:活動推廣部: Whatsapp 手機－張馥芳(54924180) 李兆漢(97508966)重要聲明: 主辦單位只負責組織此次行程，行程上一切之食往交通及節目安排，均交由有關國內旅遊單位辦理，
如遇有改變行程食住交通等，即視當時情況靈活處理，本行程之參加者應對自身及財物之安全負責，主辦單位
不會負上有關是次行程之任何責任及並不會作出任何形式之賠償，凡參加此次旅遊攝影團者，即自動同意本項
聲明，不得異議。
溫馨提示 :由於國內旅行保險條例，參者必須提供正確中文姓名﹅性別﹅回鄉卡號碼﹅出生日期（年齡超 80 歲
以上不包含於旅行社團隊保險，敬請諒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本 6 天花卉攝影之旅 承辦：風情萬里遊有限公司
出行日期:2018 年 5 月 6 日 按客人行程 15 人成團,包團，(如夠人再跟旅行社覆實)
全包價,會員每位港幣$11900 元 非會員$12200 單人房全程$3000
以上收費包來回機票及行程住宿及餐費及 22 座用車，包景點大門票(內園如有不包)，服務費，機場稅已包，
天數
D1

參 考 行 程
香港-東京成田機場 CX 往酒店

早

午

晚

X

✓

酒 店
Mito(水戶) Daiwa
Roynet Hotel 或同級

D2

茨城日立海濱公園(Hitachi Seaside Park) 拍攝藍粉蝶花，鬱金香等。

D3

太田芝櫻公園-栃木縣足利公園(Ashikaga Flower Park) 拍攝紫藤花

✓ ✓ ✓ 熊谷 Sunroute Hotel or
✓ ✓ ✓ Sunroute Hotel
Garden Palace 或同級

D4

赤阪山王稻荷神社 - 東久米竹林公園

✓ ✓ ✓ SHINJUKU WASHINGTON
HOTEL 或同級

D5

富士山芝櫻公園 - 樹林中的杜鵑花 (視乎時間而定)

✓ X

✓

富の湖 HOTEL
或同級

D6

富士山湖中倒影及晨曦風光 東京成田機場 - 香港 CX
***行程完滿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查詢及報名：鍾賜佳 9203 0293(Whatsapp)

✓ 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