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6/2、26/3、30/4、28/5、25/6、30/7、27/8、24/9、29/10、26/11、

17/12)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2018 年度各組相皇大賽本月份月會舉行，敬請留意 
2019 年 1 份會員月報 

2019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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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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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會員:永遠會藉_庾妙雲 普通會藉_馬和生 

2019 年度理事委員會已於 2018 年 12 月 11 日會員大會委出如下:     

會長:漢旺球 副會長:唐旭清 陳偉超 秘書長:鄧焯華 司庫:黃麗珍 沙龍主席:鄺綺雯 名銜主席:梁其正   

學術部:王舜怡 王詠怡 會員部:劉偉忠 展覽部:秦宗良 杜寶珊 總務部:鄧滿榮 活動推廣部:張馥芳 李兆漢   

比賽部:吳敬芳 簡鳳琼 劉仕樑 資訊統籌部:高思聰 謝啟年 高思明 理事:羅禮森 梁子光 財務稽核:莫金鳳  

永遠榮譽會長: 梁其正 (創會會長) 鍾賜佳 陳銘燊  

2019-2020 年度榮譽會長: 陳紹榮 陳偉超 漢旺球 李文光 李漢光 唐旭清 

永遠名譽顧問: (排名不分先後):黃貴權醫生(BBS)  連登良先生  王健材先生     

2019-2020 年度名譽顧問 (按英文姓氏排序):芳名下設橫線者乃新任名譽顧問     

區源欽先生 陳海先生 陳炳忠先生 陳玉瑜博士 張鈞良先生 張伯根先生 鄒頌文先生 何節全先生 何寶甜先生  

李卓能醫生 林健璋先生 林群基先生 劉自良先生 劉錦麟先生 梁家輝先生 梁波先生 廖群先生 李玉蘭女士 

李樹強先生 呂廣林先生 陸天石先生 馬志信先生 麥柱發先生 吳連城先生(MH) 彭麗雯醫生 蘇文郁先生  

蘇嘉富先生 譚健康先生 鄧少鳳女士 曾兆中醫生 王樹棠博士 翁蓮芬女士 胡世光先生 任適先生 曾慶旻先生

2018 度名銜審議，經名銜主席依章提請理事會通過頒發下列名銜: 

博學會士(FGPC)劉海惠 姚李美玲(以上 2 位以考試成績及格申請) 

碩學會士(AGPC) 梁金英 江炎輝 黃達強 麥霞 (以上 4 位以考試成績及格申請)。梁子光(以本會網上數碼組 3

星證書申請) 練達之(以 PPSA 5 星證書申請) 庾妙雲(以 ARPS 證書申請) 

會員大會亦依章通過頒授下列人士本會名銜: 榮譽博學會士 Hon.FGPC-陸天石先生  

名譽會員 Hon.GPC-高思明先生 榮譽會員 MH.GPC-吳敬芳女士 

榮譽理事 Hon.CMGPC-張馥芳女士 簡鳳琼女士。 

展覽部消息: 2018度考獲名銜作品展覽，地點：香港滙美展覽廊 

碩學會士(AGPC)梁金英 1 月 14-19 日 江炎輝 2 月 11-16 日 黃達強 2 月 18-23 日 麥霞 2 月 25-3 月 2 日 

博學會士(FGPC)劉海惠 1 月 21-26 日姚李美玲 1 月 28-2 月 2 日 

比賽部佈告：2018 年會員月賽全年總成績： 

照片組甲級：全年最高積分：黃達強 386 分 全年最高點數：黃達強 62 點 

全勤獎：梁子光 黃達強 梁金英 劉仕樑 

照片組乙級：全年最高積分：陳晶晶 358 分 全年最高點數：陳晶晶 46 點 

全勤獎：陳晶晶 廖潔貞 林永圖 周炳華    乙組升甲組：陳晶晶 廖潔貞 

網上數碼組：全年最高積分-金獎:陳晶晶 445 分 銀獎:黃達強 434 分 銅獎:嚴鎮波 425 分 

一星證書: 陳晶晶 廖潔貞 周炳華 二星證書:  阮輝春 黃達強 

2017 年 12 月份月賽 邀請：孔德輝，唐旭清，秦宗良評選，成績如下： 

照片組甲級：冠軍梁金英(變出銀河) 亞軍劉仕樑(林中飛舞) 季軍黃達強(煤場一角) 優異劉仕樑(雙龍出海) 

照片組乙級：冠,季軍陳晶晶(叨羊比賽,少年守衛) 亞軍,優異陳國豪(金龍戲珠,風馳電制) 優異歐陽漢森(劍舞) 

網上數碼組：冠軍黃達強(車水馬龍) 亞軍廖潔貞(舞火龍) 季軍劉仕樑(美點當前)優異 陳晶晶(叨羊比賽)嚴鎮波 

(滑浪好手)。 

河源陶瓷廠,鐵鍋廠,曬腐竹兩天人文攝影團專題比大賽（12／1-2／2018） 鳴謝：李玉蘭女土贊助全部獎項 

冠軍:譚阜基 亞軍:梁麗愛 季軍:歐陽漢森 優異:李潤輝 許國偉 黃卓儉 黃達強 _蔡惠霞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康藝創意坊協辦 幻影之都-譚健康攝影作品展：感謝下列機構及人士餽贈花籃賀詞致賀，寵

賜多珍，謹此鳴謝：(排名不分先後，如有紕漏，尚祈指正）。 

花籃：香港攝影學會、香港大眾攝影會、沙龍影友協會仝人、海鷗攝影會、香港油麻地攝影學會會長何應文副

會長鄭華玉、政府人員協會攝影學會、香港長洲影藝會、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呂廣林、香港醫學會攝影

會主席彭麗雯醫生，麥煒輝 姚泓君 姚蘇文倩。 

果籃：孔德輝 唐旭清 梁福喜 賀詞：影聯攝影學會、攝影藝術協會、大埔攝影會、陳樹人影藝同學會、耀東

之友社攝影會、香港攝影家文化交流協會、屯青攝影組、林偉群攝影學會。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愛情戀曲主題攝影比賽 名譽贊助人:譚健康先生 

參賽資格 : 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18 歲或以上合法居民皆可參加，同一參賽者，可同時參加一組或兩組。 

作品組別:  

A.數碼組: 只接受電子檔案，像素為 1980 pixels x 1980 pixels 及最高解像度為 300dpi，不超過 5Mb.JPEG 檔案，可以

後製創意效果。(但必須存有原始檔案，以作驗證)。 

B.手機組: 任何牌子手機拍攝的原裝檔案，可以使用合法安裝於手機內 Apps 增加創意效果，於手機附加鏡頭及濾鏡均准

予使用。參賽照片必須最少保存原廠尺寸之檔案，(其高度及寬度皆不少於 1000 像素)，以作驗證。    

 參賽規則: 單張(以一幅照片計)、套相 -1 單元 4 張(以拚貼方式成一幅照片)每位參加者每組可遞交單張 6 幅 (套相

以 1 單元為一幅計，以單張 或 1 單元作一獎項計算) 

參加方法:可於恩典攝影學會 Facebook 或網頁下載參加表格 http.//www.gpc-hk.org，並連同參賽作品檔案一併遞交。 

      作品收件郵址: gracephotoclub@gmail.com 

      收件日期: 2018 年 10 月 20 日        截止日期: 2019 年 2月 20日 

      獎項: 兩組總冠軍-PHASE ONE Capture One Pro 11 專業軟件 (一套) (價值$2,380) 

A.數碼組: 冠軍 1 名:現金獎港幣$3,000，Tamron 現金劵 $2,000，PRO.J 25626 專業球形雲台-黑色-壹具(價值

$2,000)。 

亞軍 1 名:現金獎港幣$2,000，Tamron 現金劵 $1,500，JENOVA41154 專業雙肩攝影包-綠色-壹具(價值$760)。 

季軍 1 名:現金獎港幣$1,000，Tamron 現金劵 $1,000，JENOVA11334 單肩攝影包-牛仔藍-壹具(價值$560)。  

優異 10 名:各獲 Tamron 現金劵 $500，Samyang 鏡頭現金劵 $300，JENOVA 吉尼佛 76916 濾鏡袋一套。獲獎者各

獲頒紀念獎狀。 

   B.手機組: 冠軍 1 名:現金獎港幣$2,000，SNAPFUN (SFC-IX-04,SFL-IF-200,SFL-ITC-44 各一，適用於 iphoneX 價值

$660)Kenko Aosta Interceptor Tote Bag(黃色-價值$1,120)。 

亞軍 1 名:現金獎港幣$1,500，SNAPFUN (SFC-IX-04,SFL-IF-200,各一，適用於 iphoneX 價值$300)  

Kenko Aosta Interceptor Messenger Bag(黑色-價值$1,000)。  

季軍 1 名:現金獎港幣$1,000，SNAPFUN (SFC-IX-04 一具，適用於 iphoneX 價值$150) Kenko Aosta Interceptor 

Messenger Bag(黃色-價值$700)。  

優異 10 名:各獲 SNAPFUN (SFC-S9P,一具-黑色-適用於 Samsung S9+)，香港滙美 18R 晒相贈劵一張。 

獲獎者各獲頒紀念獎狀。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獲獎作品於任何媒介展覽及作宣傳用途,而無須繳付任何費用予參賽者。 

評選嘉賓:香港資深攝影家及知名人士結果公佈日期: 2019 年 3 月 (分別恩典攝影學會 Facebook 及綱頁公佈) 

頒獎日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展覽地點: 2019 年 6 月 28 日 (香港大會堂展覽館) 

精采活動 :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港譽國際旅遊有限公司承辦) 越南攝影季節之旅攝影 7天團 22/4/2019------28/4/2019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 01 月 18 日(星期五) 只限 16 人,額滿即止. 查詢及報名:陳紹榮先生，電話：96591305 

行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2551617755266/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蝶影迷踪ʺ 余國強博士專題講座 強勢回歸萬勿錯過 

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週一）下午 7 時 30 分-10 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詳情連結: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683 

 

恩典攝影學會成立 38 周年聯歡晚會 2019年３月 23 日(星期六),煌府 188店(尖沙咀廣東道 188號港景匯商場

1 樓 202 號鋪)。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陝北攝之旅情 獎金總值近萬元 

靖邊波浪穀雨岔大峽谷黃河壺口瀑布安塞腰鼓延安夜景人文五天攝影創作團暨專題大賽  

日期:2019 年 5 月 24-28 日 詳情連結: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684 

報名及查詢: 張馥芳(5492 4180) 李兆漢(9750 8966)Whatsapp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福建惠安女海上日出日落塩田勞作 3天攝影團。日期:2019年 7月 5-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2551617755266/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683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