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會員聯展,定於 9 月 4 -6 日假尖
沙咀香港文化中心 E3 展覽大堂舉行, 展
覽部今年定出展覽專題 ”走過旅遊的天
地”,由於製作場刊，截件日期定 8 月 13
日, 參加者只交作品檔案, 由展覽部統一
製作。參加費用$200.00 詳情留意下月
報導。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 26/6、31/7、28/8、18/9、30/10、27/11、18/12)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2018 年５月份會員月報

2018 年 5 份月會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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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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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籍-陳國豪，梁活彬，文淑嫻。
恩典攝影學會第廿七屆 2018 年度國際攝影沙龍，公開評選，歡迎參觀，詳細時間及地點如下：
彩色數碼投射影像組：(評選委員:彭麗雯醫生，陸天石先生，陳炳忠先生，黃碧茜小姐，鄺煒利先生)。
評選日期：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正
黑白數碼投射影像組：(評選委員:譚健康先生。何寶甜先生。鄧少鳳女士，曾兆中醫生，呂廣林先生)。
評選日期：2018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正
自然生態投射影像組：(評選委員:馬志信先生，翁蓮芬女士，余國強博士，吳民權先生，陳澤榮先生)。
評選日期：2018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正
評選地點：香港滙美數碼製作中心(九龍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512 室)。
查詢：沙龍主席 鄺綺雯 Amy 9011 2916
活動消息：由於今年湖南小東江，不派漁翁擺拍撒網造像，故於 7 月 6-8 日舉辦 沙龍仙境，霧漫小東江，人文風情，美模
古村三天攝影團取銷，原活動更改如下：
恩典攝影學會 大埔攝影會合辦；清遠古老打鐵，豆豉作坊，手工製陶兩天攝影創作團
一，創作時間：2018 年 7 月 7 日-8 日（星期六，日）
二，創作行程：第一天：深圳 - 清遠【豆豉作坊】，【打鐵鋪】早上 8:00 於指定的時間地點集合出發，乘車前往清遠（車
程約 3 小時）。午餐後前往“非文化遺產”的【傳統豆豉作坊】拍攝，後前往拍攝點【打鐵鋪】創作，適時前往北江邊拍攝
日落，晚餐後入住酒店。宿：清遠四星級酒店
第二天：清遠【手工製陶】---深圳早餐後乘車前往非文化遺產的【陶瓷廠手工製陶】拍攝，午餐後乘車返回深圳
祝各位影友旅途愉快，創作豐收！費用：(港幣) 會員 $1250 非會員 $1350 單房差 $250 （一人兩座位)*
【費用不含】行程以外個人消費、單人房差等。
報名及查詢：Whatsapp 手機－張馥芳(54924180) 李兆漢(97508966)-。
——————————————————————————————————————————————————
恩典攝影學會 大埔攝影會合辦
佛山荷花仙境、古村美女模特兩天攝影團
日期：2018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已成團) 團費：$1190.00 恩典 大埔兩會會員$1090.00 單人房差$200
【費用不含】行程以外個人消費、單人房差等。報名及查詢：Whatsapp 手機－張馥芳(54924180) 李兆漢(97508966)會慶獻詞
會長 孔德輝
尊敬大會主席 祝乾松名譽會長 各大攝影學會會長領導 攝影界前輩 影友 會友們
晚上好！今日乃二十四氣節的"立夏"，就是夏天正式的來臨。衷心感謝各位在這炎熱的節氣。蒞臨恩典攝影學會成立 37
周年晚會。
在這漫長的 37 個年頭歲月裡，大家見證著恩典會的成長，與各個友會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携手邁向康莊的成長大
道，倍覺感恩。
攝影由菲林進化到數碼世代，隨著科網信息，影像無遠弗屆，人人不分性別，年齡均成為攝影師。恩典會迎著這股洪
流，不敢自滿，除每年舉辦的多項活動⋯例如本年 7 月初國際沙龍，9 月初會員作品聯展，近每個月舉辦學術講座，及不定期
的班組培訓，外影團隊。信念只有一個，就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對影藝稍盡綿力，以相會友。
手提電話的資訊普及，例如 WhatsApp, Facebook 及微信 等的通信系統，提供資訊無疆界平台，恩典會緊貼時代的步
伐，利用上述通信系統，與器材商戶合作舉辦講座，分享最新的資訊，亦得到攝影界名師主持專題講座，每次都迅速爆滿。
最難忘是其中一次攝影講座，個多小時內 100 個座位全數滿額。
今晚，非常榮幸，承蒙祝乾松名譽會長出任大會主席，亦非常感謝祝會長年來給予本會支持與訓勉，使會務穩步前進。
在此，再次要感謝各位嘉賓對恩典攝影會支持，高誼隆情，銘記在心。
最後，今次晚會，亦感謝台前幕後的本會理事會兄弟姐妹，出錢出力，為恩典會無私奉獻。
今晚高朋滿座，迎著五月花開，祝願各位來賓，身體健康，藝精研美，福澤家庭！
2018 年４月份會員月賽,邀請張鈞良，劉自良。漢旺球三位評選。
照片組甲級－冠，亞軍 黃達強(三輪車佻) (興高采烈)季軍 梁金英 (火龍獻
瑞)
優異 劉仕樑 (跨越)
照片組乙級－冠軍 何漢明(養殖埸) 亞軍 陳晶晶 (虔心禮佛) 季軍 林永圗
(晨作) 優異 何漢明 (爭鬥) 馮樹德 (絲帶舞)
網上數碼組－冠軍 何漢明(爭先) 亞軍 廖潔貞(龍舟競渡) 季軍陳晶晶 (雪
域奔馳) 優異-嚴鎮波(節節領先) 黃達強(搬運)。

滙美盃旅遊達人(1236)攝影大賽總決賽，邀
請：祝乾松, 譚健康, 蘇文郁, 余國強, 陳炳
忠, 區源欽, 孔德輝 評選, 成繢如下:
冠軍：何倩鳴 亞軍：黃達強 季軍：劉海惠
優異：何倩鳴(x2) 林秋基(x2) 黃達強(x2) 梁
炳權(x2) 周振業 楊曉雲

本會成立三十七週年晚會，厚蒙下列商號及人士，寵賜多珍，謹此鳴謝。如有錯漏 懇祈指正 請電 漢旺球 9288 6347 更正
機構及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項目

贊助代金芳名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滙美數碼影像有限公司

全場參加者 18R 沖晒贈劵

Nikon Hong Kong Ltd

Nikon USB 記憶手指 30 隻

黃貴權醫生 BBS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譚健康先生 陸天石先生 林群基先生

貴登有限公司

騰龍 AF70-300mm(Model A17)1 枝及運動
毛巾 30 條
相機背包 1 個及器材工作 Pad 30 份

Nissin Marketing Ltd.

Nissin DI866 MK2 閃燈兩支

中山立信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吉尼佛相機包兩個梳洗包一個衣物包 25 個

適馬香港有限公司

SigmaCB-31 相機袋一個

鉅發源有限公司

金鳳初發茅黑米 1kgX36 包

于加實業有限公司

OP/TECH GRIP STRAP 5 套

興隆科技有限公司.

SanDisk extreme 32GB 記憶卡 3 件手機
防水套 30 份
Lagos Action 150 Black Bag 1 個

捷成消費品有限公司
倍視能光學有限公司

陳烘相機

Bushnell Voyager (With Sky Tour) 壹具
Bushnell 小型望遠鏡六具
Fuji instax mini 25 紅色相機布旬狗 mini
film 2 盒
金鐘 EX-630 腳架一支

Siu Siu Style Company Limited

DOUGHNUT 旅行背囊 5 個

Vitec Imaging Distribution HK Ltd.

Lowepro Flipsize 400AW II

好世界影音器材有限公司

Rollei 雲台兩套

李玉蘭女士

全場宴會紅酒及紅酒禮盒

陳玉瑜博士

現金獎 500 元 超市禮劵 500 元

吳敬芳女士

現金獎 500 元

簡鳳琼女士

現金獎 500 元

蘇文郁先生

現金獎 500 元

朱健康先生

現金獎 500 元

林篤之先生

名貴紅酒兩支

廖群先生

名貴手錶 3 隻

區源欽先生

Sigma 50mm MARCO 鏡頭一具

陳紹榮先生

名荼 30 袋

孔德輝先生

唐旭清先生

Digital Tripod TR-303DS 腳架一支．
Smartmicro 放大器(for I phone 用)．
Rommaster 相機袋．折疊式藍牙鍵盤．
Pro J 雲台一個紅酒 30 支

张耀偉先生

超市及購物禮券共 1000 元

李飛熊先生

充電電筒 25 套

張馥芳小姐

護腰椎墊一具

何振威先生

韓楓入夢攝影集五冊

陳海先生

坐枱風扇一具及相機帶兩條

梁継堯先生

相機袋一個

漢旺球先生

超市禮卷 500 元

鍾賜佳先生
何根強先生

防蚊手帶 300 條，電腦手提包 1 個，健康禮
品兩份。
電飯煲一個

黃麗珍女士

丹麥藍罐曲奇兩合，微形喇叭一具

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藍寶慶先生 翁蓮芬女士
楊銘銓先生
唐旭清先生
胡世光先生
蘇嘉富先生
曾兆中醫生
陳炳忠先生
鍾賜佳先生

黃棟樑先生
陳澤榮先生
吳敬芳女士
陳愷令女士
江炎輝醫生

林秋基先生
藍志光先生
王樹棠博士
呂廣林先生
漢旺球先生

蔡嘉彥先生 葉英強先生 陳紹榮伉儷
吳錫洲先生
鄧少鳳女士
簡鳳琼女士
鄒頌文先生
蘇振顯先生
張馥芳小姐
林達泉先生
陳栢健先生
張鈞良先生
溫辰生先生
陳樹才先生
陳世龍先生
林健璋先生
陳鷹揚先生
黃卓儉先生
庾妙雲女士
鄭華廷先生

任 適先生 梁栢權先生
邱國雄先生 何煥卿女士
陳凌雲先生 孔德輝先生
鄺綺雯女士 劉偉忠先生
梁詠兒小姐 陳偉超先生
李漢光先生 譚寶朝先生
張傑輝先生 湯觀山先生
黃英松先生 馮敏如先生
專業攝影會 張錦帆先生
王貴光先生 梁順圍先生
李景仰先生 葉建生先生
黃碧茜小姐 馬志信先生
周振業先生 鄧滿榮先生
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
梁 珍小姐 李兆漢先生

李玉蘭女士
謝啟年先生
李 標先生
林惠端先生
陳體根先生
何應文先生
區永全先生
劉海惠先生

彭德貞女士
李 杰先生
羅偉雄先生
黃錦雄先生
梁惠波先生
余天麒先生
高美蓮小姐
黃勝基先生

海鷗攝影會
楊志榮先生
趙福生先生
吳婉儀小姐

香港創藝攝影學會
陸栢根先生
黃小華小姐 李許榆先生
林鉅津醫生

謝凱婷女士
杜寶珊先生
謝國驥先生
劉健光先生
鄭華玉小姐
饒炳雄博士
盧冠煌先生
呂國慶先生

支持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汇美影像
香港滙美數碼影像有限公司梁其正先生
大埔攝影會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
香港大眾攝影會
一攝傾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