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8/5、25/6、30/7、27/8、24/9、29/10、26/11、17/12)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2019 年 4 份會員月報 
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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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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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惠 楊德琨 普通會藉:何志強 羅定明 陳彩萍 葉健明 曾秀瓊 邱麗珍 

比賽部佈告：由於網上數碼組必須要在月賽前編排比賽作品序號，所有參加者必須於截
收作品日期前將作品電郵至以下收件郵址：gpchk.mc@gmail.com 敬請合作。比賽當日
恕不收件，敬請配合) 
 
活動推廣部人氣推介 : 

恩典攝影學會主辦 佛山亞藝公園噴霧荷花、獵德炮仗龍舟兩天攝影團 20 人成團(美行國際承辦)尚餘少量名額。 

創作時間：2019.6 月 6-7 號（端午節假期）(本團指導老師:鍾賜佳)   

第一天（6 月 6 日，星期四)：早上於指定地點集合出發，乘車前往佛山（車程約 2.5 小時）到達後午餐，餐後前往【佛山亞

洲藝術公園】拍攝噴霧荷花。每年 5 月中旬開始，亞藝公園這個“仙氣嫋繞”的地方已經有大片荷花悄然綻放，人造霧景每

天也是固定時間開放，為荷花增添了蓬萊仙境，涼風吹過荷葉田田，小荷尖尖，快來禪荷花島感受迷人仙境吧。 

拍攝結束後用晚餐，入住酒店。 宿：廣州（四星標準酒店） 

第二天（6 月 7 日，星期五）：早餐後，前往廣州龍潭村拍攝【炮仗龍舟】（請自備耳塞和口罩），在河道上來回的扒龍

舟，而且時不時有人在龍舟上放炮仗、打鑼，濃煙滾滾，很是熱鬧。拍攝結束，用餐後返回深圳，結束愉快的行攝之旅。 

費用：港幣 HK$1080 元/人 恩典會會員 HK$980/人 單人房差 HK$200（旅遊車一人兩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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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成團(視界攝影承辦)此團已滿,謝謝支持。  

2019 年 3 月份月賽 邀請：馮敏如 陳樹才 李仕翔 評選，成績如下： 

照片組甲級：冠軍黃達強(三輪車) 亞軍黃達強(齊心合力) 季軍湯觀山(童年時) 優異湯觀山(迎著朝陽)； 

照片組乙級：冠軍陳少琼 (醒獅); 

網上數碼組：冠軍梁炎佳(漁夫撒網) 亞軍梁炎佳(漁夫) 季軍何漢明(孤燈隻影) 優異嚴鎮波(無盡的愛) 何漢明(網中行)。  

本會慶祝成立三十八周年聯會歡晚會，冠蓋雲集，歡宴華堂，大會主席李玉蘭女士及漢旺球會長分別發表講話如後： 

尊敬周潔冰博士 BBS MH 尊敬漢旺球會長 女士們，先生們： 

 今晚是恩典攝影學會慶祝成立三十八年紀念晚會，本人十分榮幸被推選出任大會主席，跟各位嘉賓一起共渡歡樂的時光。 

 恩典攝影學會在香港是一所具名望的藝術社團，成立以來，一直以推攝影藝術，培訓人才，服務攝影界別為己任，盡心盡

力，發熱發光。 

 本人跟漢旺球會長領導下的理事會各位兄弟姐妹交往以來，被他們為學會無私奉獻的服務精神所感召，同大家一起推廣攝

影，跟以往只一心專注創作，感到就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今晚有緣與各位同道一起，享受一個歡樂的晚上，係一次難忘的經歷，在人生中畫上一道絢麗的色彩。在往後的歲月，與

大家攜手同行，共享攝影帶給我們的樂趣。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大會主席李玉蘭） 

 

尊敬大會主席李玉蘭女士，尊敬主禮嘉賓周潔冰博士 BBS.MH. 尊敬各位名譽顧問，親愛各位影友會友： 

  晚上好，在這春光明媚的日子，歡迎大家光臨，一同度過恩典攝影學會三十八週年歡慶日子。  

  今天，本會略有小成，歷年來除了各位理事共同努力，會員們的愛護，各位名譽顧問給我們實貴的意見，都是灌溉本會

茁壯成長的莫大元素。而香港，澳門，甚至內地的攝影家及影友，一直緊密聯繫，及各國各地區的影友，透過國際沙龍的平

台，互相分享作品，創作經驗。亦都帶給了本會向前邁進的機遇。而在座各位給予我們的支持，起了莫大的鼓舞。 

  今年，剛剛完成了港澳地區"愛情戀曲"專題公開比賽，收到的參加作品，數量與質量都超出了我們預期估計，尤幸經各

位名家細緻甄選下，專題賽終於順利完成，在此多謝本會名譽顧問譚健康先生的大力支持，為本次大賽榮譽贊助人，與及贊

助商號：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中山立信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PHASE ONE 貴登有限公司 照相館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香港滙美數碼製作有限公司。 

  今屆理事會，本人重作馮婦，榮幸再度獲選出任會長，雖然都服務了本會三十多年，但時至今時今日，心裡覺得又壓力

增加了很多，只好抱著全心全意為會服務的理念，繼為本會向著更美好的明天付出更大的努力。 

  最後，再次感謝名譽顧問李玉蘭女士出任本屆大會主席的支持，周潔冰博士 BBS MH 蒞臨主禮，各大器材商號贊助禮

品，在坐各位的慷慨支持，在此代表本會致以由衷謝意。 

  最後，祝福各位來賓，身體健康，諸事如意，創作豐收，家庭幸福。多謝各位！     （會長 漢旺球） 

 

 

 



展覽部消息 

[婦女與兒童]201９會員作品聯展 

本年度會員作品聯展，由展覽部定出以[婦女與兒童]為展覽主題，展品內容需提交香港及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婦女與兒童]日常

生活，人物風俗風情作品的照片(渲染色情、民族分化、政治敏感及商業宣傳等題材，恕不接受，基於維護本會尊嚴和利益，

展覽部有權拒絕展出交來作品，而無需作出任何解釋)。 

1.展覽日期:2019 年 9 月３日至 9 月 6 日（共四天）   

2.展覽場地: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新 E3 展覽大堂 

3.收件日期: 現在開始至 8 月９日截件。 

4.為提高展品質量，展出照片採用統一製作及裝裱，每位參加者可遞交兩張作品，請提交數碼檔案(解像度不低於 300dpi 約

5M 檔案)電郵至展覽部郵箱：gracephotoclub@gmail.com 或將作品光碟郵寄或親交至: 九龍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512 室(荔枝港鐵站 A 出口) 香港滙美數碼影像 恩典攝影學會展覽部收。檔案請附上姓名，題名，以便編製展品及印刷。 

5.參加費用:每位$250.00 參加費用可自行存入本會交通銀行戶口:382-532-00092505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收

據寫上姓名 Whatsapp 6230 2388.或將款項交至香港滙美數碼影像代收。 

查詢請電或Ｗhatsapp 展覽部秦宗良(9147 1637) 
 
本會成立三十八週年晚會，厚蒙下列商號及人士惠贈代金及禮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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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蘭女士  
 
黃貴權醫生 BBS 林群基先生   
藍寶慶先生 翁蓮芬女士 陸天石先生  
 
蘇嘉富先生  
 
王樹棠博士 黃棟樑先生 陳澤榮先生 
楊銘銓先生 鄧贊禹先生 廖  群先生 
林健璋先生 馬志信先生 余  絲女士 
曾兆中醫生 吳敬芳女士 簡鳳琼女士 
鄧少鳳女士 漢旺球先生 區源欽先生 
唐旭清先生 陳偉超先生 陳紹榮先生  
鍾賜佳先生 
 
梁  珍小姐 梁栢權先生 葉英強先生 
 
蘇文郁先生 陳凌雲先生 鄒頌文先生 
張梅芝女士 甄國富先生 譚健康先生 
張鈞良先生 何寶甜先生 吳民權先生 
謝啟年先生 梁栢權先生 劉健光先生 
黃碧茜女士 邱國雄先生 何煥卿女士 
梁家輝先生 冼培安先生 強凱文先生 
廖麗珊女士 吳彥文先生 專業攝影會 
黃英松先生 周振業先生 陳栢健先生 
陳樹才先生 溫辰生先生 林達泉先生 
朱健康先生 譚寶朝先生 劉偉忠先生 
陳世龍先生 杜寶珊先生 梁順圍先生 
秦宗良先生 陳鷹揚先生 葉建生先生 
劉仕樑先生 李兆漢先生 李卓能醫生 
王舜怡女士 王詠怡女士 張馥芳女士 
鄧焯華先生 鄧滿榮先生 
 
李漢光先生 謝凱婷女士 
 
 
支持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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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騰龍 AF70-300mm(Model A17)1 枝 

劉氏亞洲有限公司 倍視能 10X50 XTREME GREEN 望遠鏡 

貴登有限公司 SLIK PRO 500 DX BK 三腳架   
KENKO PRO 1D2 攝影包   
圍獎禮品 25 份  

Nissin Marketing Ltd.  Nissin (Di700A KIT) for Fuji 

中山立信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吉尼佛相機包三個及圍獎 25 份 

適馬香港有限公司 Sigma T 恤三件 

Phase One Capture One 12 軟件一套 

于加實業有限公司 Phase One  

興隆科技有限公司. 
 

SanDisk 32GB 及 64GB 記憶卡各 1 件  
Card Reader 1 件 及 手機防水套 25 個 

Nikon Hong Kong Ltd Master of Light 影集 4 部及手挽袋 25 個 

湯觀山先生 HP 打印機一部 

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Home Photobook 6 本 

陳烘相機 金鐘 EX-630 腳架一支 

Siu Siu Style Company Limited DOUGHNUT 旅行背囊 4 個 

何根強先生 deuter 背囊 1 個.   

李玉蘭女士 全場宴會紅酒 及 紅酒禮盒 16 套 西餅券 25 張    
電炸鍋 1 具 手工藝揹袋 6 個 爆谷機 1 具 

秦文菲女士 現金抽獎 2000 元  

吳敬芳女士 現金抽獎 500 元 

簡鳳琼女士  現金抽獎 500 元 

蘇文郁先生 現金抽獎 500 元 

陳紹榮先生  現金抽獎 500 元 

漢旺球先生 現金抽獎 500 元 

霍笑娟女士  名貴紅酒三支 

孔德輝先生 抽獎禮品一批 

唐旭清先生 高鐵通車紀念模型及茶具一套 

張馥芳小姐 火鍋煲一具 

黃麗珍女士 保溫杯兩個 韓國香薰一套 

鄺綺雯女士 滑鼠一個 

鍾賜佳先生 電子血壓計兩個，禮品兩份。 

陳海先生 禮物三份 

黃松輝先生 中國攝影藝術年鑒兩本 

視界攝影 手機讀卡器 5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