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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賽程序月賽程序月賽程序月賽程序 
1. 七時十五分 本會學術部攝影創作項目 

2. 八時三十分 中式聚餐      （聚餐費用 150元正） 

3. 月     賽 彩色甲組       (本會顧問贊助） 

             數碼組       (曾兆中醫生贊助)  

        彩色乙組          (許福明記念杯） 

               燈光專題賽 (4R) (SanDisk贊助)  

燈光專題賽規則燈光專題賽規則燈光專題賽規則燈光專題賽規則 不限菲林及相紙；數碼作品可經過顏色、光暗或反差調整及除塵等修整，但不可為電腦合成之影像。菲林拍攝之相片不得裁放或黑房特技，唯鏡前加設特效鏡及重拍則可。必須原裝射印，並憑上月餐券領取參賽表格。作品不合乎上述規則，得獎資格將會取消。參賽規則如有任可爭論之處本會有最終裁決權。 

* 2017年全年月會日期：每月第一個星期二（假期及特別通知除外），請各影友留意。 

4 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  

4 月 11 日(星期二) 

2017年年年年4月份會訊月份會訊月份會訊月份會訊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証証証証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金百合金百合金百合金百合影室影室影室影室 影室租賃優惠影室租賃優惠影室租賃優惠影室租賃優惠 旺角塘尾道 66-68號 福強工業大廈 

A座 905 室 電話﹕2395 4340  阮洪鑪阮洪鑪阮洪鑪阮洪鑪 牙科醫生牙科醫生牙科醫生牙科醫生 旺角彌敦道 639號 雅蘭中心 922室 電話﹕2391 8631 義務解答牙科問題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袁家樂律師袁家樂律師袁家樂律師袁家樂律師 員若有法律問題， 可隨時致電查詢 

24小時熱線電話﹕ 

9095 3927 王樹棠博士王樹棠博士王樹棠博士王樹棠博士 中醫優惠中醫優惠中醫優惠中醫優惠 新界大埔太和里鄰里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26536828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36 周年會慶已定於周年會慶已定於周年會慶已定於周年會慶已定於 5 月月月月 21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 餐餐餐餐券券券券費費費費用為用為用為用為 HK$400 元元元元。。。。     現誠邀各會友將自己作品印製年刊現誠邀各會友將自己作品印製年刊現誠邀各會友將自己作品印製年刊現誠邀各會友將自己作品印製年刊。。。。 由本會排版由本會排版由本會排版由本會排版,,,,    一版頁一版頁一版頁一版頁 HK$1200 元元元元; 半版頁半版頁半版頁半版頁 HK$600 元元元元。。。。    一版頁一版頁一版頁一版頁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可放可放可放可放 4444 張相片張相片張相片張相片;;;;    半版頁最多可放兩張相片半版頁最多可放兩張相片半版頁最多可放兩張相片半版頁最多可放兩張相片。。。。    相片像素為相片像素為相片像素為相片像素為 2MB2MB2MB2MB 至至至至 3MB3MB3MB3MB。。。。    有意參與者請電郵閣下作品及半有意參與者請電郵閣下作品及半有意參與者請電郵閣下作品及半有意參與者請電郵閣下作品及半身照片給會慶主席身照片給會慶主席身照片給會慶主席身照片給會慶主席    林達泉先生林達泉先生林達泉先生林達泉先生    洽洽洽洽。。。。    林先生電郵林先生電郵林先生電郵林先生電郵::::    tclamchuen@yahoo.com.hktclamchuen@yahoo.com.hktclamchuen@yahoo.com.hktclamchuen@yahoo.com.hk    。。。。    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截止日期為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    亦歡迎各影友參予贊助賀詞亦歡迎各影友參予贊助賀詞亦歡迎各影友參予贊助賀詞亦歡迎各影友參予贊助賀詞,,,,    詳情可向各理事查詢或瀏覽本會網頁詳情可向各理事查詢或瀏覽本會網頁詳情可向各理事查詢或瀏覽本會網頁詳情可向各理事查詢或瀏覽本會網頁。。。。    凡出席會慶嘉賓及影友均可獲贈精美印刷之凡出席會慶嘉賓及影友均可獲贈精美印刷之凡出席會慶嘉賓及影友均可獲贈精美印刷之凡出席會慶嘉賓及影友均可獲贈精美印刷之 36 週年會慶年刊乙本週年會慶年刊乙本週年會慶年刊乙本週年會慶年刊乙本。。。。 

 

本會感謝本會感謝本會感謝本會感謝 中山立信器材有限公司中山立信器材有限公司中山立信器材有限公司中山立信器材有限公司 繼續支持本會繼續支持本會繼續支持本會繼續支持本會,,,,    贊助最新各項攝影器材產品贊助最新各項攝影器材產品贊助最新各項攝影器材產品贊助最新各項攝影器材產品,,,, 將用於下列本會各項活動將用於下列本會各項活動將用於下列本會各項活動將用於下列本會各項活動,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賽事賽事賽事賽事如如如如下下下下：：：： 聯合聯合聯合聯合攝影攝影攝影攝影大活動大活動大活動大活動、、、、㑹慶燈光專㑹慶燈光專㑹慶燈光專㑹慶燈光專題題題題、、、、甲甲甲甲、、、、乙照片乙照片乙照片乙照片、、、、數數數數碼及新秀碼及新秀碼及新秀碼及新秀組組組組全年季全年季全年季全年季獎獎獎獎、、、、全年活全年活全年活全年活動動動動、、、、燈燈燈燈光光光光、、、、新新新新秀秀秀秀組組組組相相相相皇皇皇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第第第第 27 屆屆屆屆(2017)聯合攝合聯合攝合聯合攝合聯合攝合攝影大活動評選攝影大活動評選攝影大活動評選攝影大活動評選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晚上六時正三十分晚上六時正三十分晚上六時正三十分晚上六時正三十分，，，，假座旺角假座旺角假座旺角假座旺角彌敦道彌敦道彌敦道彌敦道 612號倫敦大酒樓號倫敦大酒樓號倫敦大酒樓號倫敦大酒樓（（（（影聯攝影學會月會影聯攝影學會月會影聯攝影學會月會影聯攝影學會月會））））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由多位攝影由多位攝影由多位攝影由多位攝影名家公開評選名家公開評選名家公開評選名家公開評選，，，，歡迎參觀歡迎參觀歡迎參觀歡迎參觀。。。。 

 冠冠冠冠  軍軍軍軍（（（（1名名名名）））） 適馬適馬適馬適馬 Contemporary鏡頭鏡頭鏡頭鏡頭 18-200mm F3.5-6.3 DC 

Macro OS HSM for Nikon (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3,830.00 ) 亞亞亞亞  軍軍軍軍（（（（1名名名名）））） 適馬適馬適馬適馬 Art鏡頭鏡頭鏡頭鏡頭 19mm F2.8 DN for Sony E Mount 

(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1,800.00 ) 季季季季  軍軍軍軍（（（（1名名名名）））） 適馬鏡頭適馬鏡頭適馬鏡頭適馬鏡頭 70-300mm F4-5.6 DG Macro for Nikon（（（（價值價值價值價值：：：：HK$1,600.00）））） 第第第第 4-6名名名名 PROJ. 多功能背囊一個多功能背囊一個多功能背囊一個多功能背囊一個（（（（價值價值價值價值：：：：HK$600.00））））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10名名名名）））） 各得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各得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各得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各得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 2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入圍入圍入圍入圍（（（（1-8名名名名）））） PRO. J. 鏡頭袋一個鏡頭袋一個鏡頭袋一個鏡頭袋一個 入圍入圍入圍入圍（（（（9-16名名名名）））） PRO. J. 濾鏡袋一個濾鏡袋一個濾鏡袋一個濾鏡袋一個 創創創創 意意意意 獎獎獎獎（（（（1名名名名）））） 現金港幣現金港幣現金港幣現金港幣 8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會員大獎會員大獎會員大獎會員大獎（（（（1名名名名）））） 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 1,0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第第第第 1-6名及創意獎不能同一人名及創意獎不能同一人名及創意獎不能同一人名及創意獎不能同一人，，，，每人不可獲取每人不可獲取每人不可獲取每人不可獲取超過三個獎項超過三個獎項超過三個獎項超過三個獎項，，，，會員大獎只限聯合大活動合辦會員大獎只限聯合大活動合辦會員大獎只限聯合大活動合辦會員大獎只限聯合大活動合辦單位之合格會員單位之合格會員單位之合格會員單位之合格會員）））） 現場幸運抽獎現場幸運抽獎現場幸運抽獎現場幸運抽獎 由適馬由適馬由適馬由適馬（（（（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送出專業高級抺鏡布有限公司送出專業高級抺鏡布有限公司送出專業高級抺鏡布有限公司送出專業高級抺鏡布（（（（價價價價值值值值 100元元元元））））共共共共 20份及高級份及高級份及高級份及高級 T-Shirt五件五件五件五件 

 

馬術馬術馬術馬術專題攝影比賽專題攝影比賽專題攝影比賽專題攝影比賽 凡參加了凡參加了凡參加了凡參加了 3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5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8 日日日日拍拍拍拍攝攝攝攝了了了了由香港馬術總由香港馬術總由香港馬術總由香港馬術總會於上水雙魚河馬術中會於上水雙魚河馬術中會於上水雙魚河馬術中會於上水雙魚河馬術中心心心心舉辦之馬術活動之會友舉辦之馬術活動之會友舉辦之馬術活動之會友舉辦之馬術活動之會友, 可可可可於於於於 4 月月月月 11 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會當晚舉會當晚舉會當晚舉會當晚舉行之專題攝影活動行之專題攝影活動行之專題攝影活動行之專題攝影活動。。。。 

會員作品展會員作品展會員作品展會員作品展 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7 月份舉辦會員月份舉辦會員月份舉辦會員月份舉辦會員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展, 詳詳詳詳情日後公佈情日後公佈情日後公佈情日後公佈。。。。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36 周年會慶印相之會周年會慶印相之會周年會慶印相之會周年會慶印相之會友的照片可被優友的照片可被優友的照片可被優友的照片可被優先先先先揀選展揀選展揀選展揀選展出出出出。。。。 

【【【【Photoshop 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 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本會將於 4月月月月 20日起日起日起日起逢星期五晚上八時至十時逢星期五晚上八時至十時逢星期五晚上八時至十時逢星期五晚上八時至十時假於假於假於假於大角咀塘尾道大角咀塘尾道大角咀塘尾道大角咀塘尾道 66-68 號號號號,福強福強福強福強工業大廈工業大廈工業大廈工業大廈 A 座座座座會址舉辦會址舉辦會址舉辦會址舉辦 Photoshop 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上上上上), 分分分分 7 堂堂堂堂。。。。學費學費學費學費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1400 元元元元；；；；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 1600 元元元元。。。。 另於另於另於另於 6月月月月 2日起續辦日起續辦日起續辦日起續辦 Photoshop 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後制課程(下下下下), 亦亦亦亦分分分分 7 堂堂堂堂。。。。學費學費學費學費仍為仍為仍為仍為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1400 元元元元；；；；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 1600 元元元元。。。。 【【【【同時報讀上下班同時報讀上下班同時報讀上下班同時報讀上下班,學費學費學費學費優恵價收優恵價收優恵價收優恵價收 2500 元元元元】】】】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23954340 張先生張先生張先生張先生 94604050 鄒耀祖鄒耀祖鄒耀祖鄒耀祖 90468191 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 

2017 年年年年月賽績分龍虎榜月賽績分龍虎榜月賽績分龍虎榜月賽績分龍虎榜(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3 月份積分月份積分月份積分月份積分))))    ((((註註註註::::    3333 月份甲乙照片組未評月份甲乙照片組未評月份甲乙照片組未評月份甲乙照片組未評))))    
 甲甲甲甲        組組組組  乙乙乙乙        組組組組  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  學員組學員組學員組學員組 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    622622622622分分分分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52525252    分分分分        梁啓雄梁啓雄梁啓雄梁啓雄    〈〈〈〈第一季第一季第一季第一季最高積分最高積分最高積分最高積分〉〉〉〉    85858585    分分分分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第一季最第一季最第一季最第一季最高積分高積分高積分高積分〉〉〉〉        79797979    分分分分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61616161    分分分分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51515151    分分分分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83838383    分分分分        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    65656565    分分分分    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    61616161    分分分分        彭文聰彭文聰彭文聰彭文聰    50505050    分分分分        梁子梁子梁子梁子光光光光    77777777    分分分分                    邵建鴻邵建鴻邵建鴻邵建鴻    60606060    分分分分        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    49494949    分分分分        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    76767676    分分分分                    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    57575757    分分分分        陳長偉陳長偉陳長偉陳長偉    48484848    分分分分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76767676    分分分分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三三三三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    評判嘉賓評判嘉賓評判嘉賓評判嘉賓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胡明林先生、胡明林先生、胡明林先生、胡明林先生、何信球先生何信球先生何信球先生何信球先生、、、、胡世光先生胡世光先生胡世光先生胡世光先生、、、、杜寶珊先生杜寶珊先生杜寶珊先生杜寶珊先生、、、、張偉文張偉文張偉文張偉文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曾兆中先生曾兆中先生曾兆中先生曾兆中先生、、、、黃文琪先生黃文琪先生黃文琪先生黃文琪先生、、、、陳樹人先生陳樹人先生陳樹人先生陳樹人先生、、、、黃文華先生黃文華先生黃文華先生黃文華先生、、、、饒炳雄先生饒炳雄先生饒炳雄先生饒炳雄先生    及及及及    鄒耀祖先生鄒耀祖先生鄒耀祖先生鄒耀祖先生    

數數數數        碼碼碼碼        組組組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    人像畫人像畫人像畫人像畫師師師師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情陷夜中環情陷夜中環情陷夜中環情陷夜中環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    火龍傳奇火龍傳奇火龍傳奇火龍傳奇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張振輝    美荷美荷美荷美荷    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    高空作業高空作業高空作業高空作業    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    火龍争珠火龍争珠火龍争珠火龍争珠     
學學學學        員員員員        組組組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雲海雲海雲海雲海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高傲高傲高傲高傲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    追追追追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不設不設不設不設        不設不設不設不設        不設不設不設不設        

燈光人像組燈光人像組燈光人像組燈光人像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陳陳陳陳偉偉偉偉達達達達    
 

西貢西貢西貢西貢 S2S2S2S2 外影外影外影外影    冠冠冠冠        軍軍軍軍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亞亞亞亞        軍軍軍軍    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    季季季季        軍軍軍軍    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洪淑萍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    洪洪洪洪淑淑淑淑萍萍萍萍    
 

四會相皇四會相皇四會相皇四會相皇    冠冠冠冠        軍軍軍軍    關綺華關綺華關綺華關綺華    乘風破浪乘風破浪乘風破浪乘風破浪    亞亞亞亞        軍軍軍軍    郭艷娟郭艷娟郭艷娟郭艷娟    春雪迎新歲春雪迎新歲春雪迎新歲春雪迎新歲    季季季季        軍軍軍軍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夕陽下灘塗夕陽下灘塗夕陽下灘塗夕陽下灘塗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    火工火工火工火工    杜子勝杜子勝杜子勝杜子勝    競賽激烈競賽激烈競賽激烈競賽激烈    周振業周振業周振業周振業    拼盡全力拼盡全力拼盡全力拼盡全力    莫雪華莫雪華莫雪華莫雪華    落日耀羊兒落日耀羊兒落日耀羊兒落日耀羊兒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夢幻之舞夢幻之舞夢幻之舞夢幻之舞    區永全區永全區永全區永全    歡天喜地歡天喜地歡天喜地歡天喜地    
 

會員組會員組會員組會員組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3333 月份續會會員月份續會會員月份續會會員月份續會會員：：：：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葉慧茵、、、、胡倩儀胡倩儀胡倩儀胡倩儀、、、、江婉芬江婉芬江婉芬江婉芬    及及及及    袁柳英袁柳英袁柳英袁柳英    3333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普通會員轉普通會員轉普通會員轉普通會員轉永遠會永遠會永遠會永遠會員員員員    : : : :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名銜名銜名銜名銜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何瑞清何瑞清何瑞清何瑞清、、、、關綺華關綺華關綺華關綺華 及及及及 黃仁述黃仁述黃仁述黃仁述 成功申請成為本會成功申請成為本會成功申請成為本會成功申請成為本會會會會會士士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