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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月賽績分龍虎榜 

(截至 8 月份積分) 
甲  組  乙  組  數碼組  學員組 

江炎輝 240 分  梁金英 208 分  梁啓雄 227 分  洪淑萍 191 分  

邵建鴻 235 分  彭文聰 203 分  梁子光 216 分  文淑嫻 110 分 

梁子光 232 分  陳少琼 198 分  梁金英 214 分  陳彩萍 75 分 

張自為 211 分  阮輝春 196 分  羅定明 210 分  陳靜芬 63 分 

林達泉 140 分  羅定明 187 分  黃燕娟 201 分  梁秀明 58 分 

 

影 聯 攝 影 學 會  
UNITED ARTIST PHOTOGRAPHIC ASSOCIATIO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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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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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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月會日期  

9 月 5 日(星期二)  

2017年9月份會訊 

 

會員証優惠 

 

金百合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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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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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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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優惠 
新界大埔太和里鄰里

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26536828 

二零一七年八月份月賽結果 

評判嘉賓名單 : 馮敏如先生、溫辰生先生、何寶甜先生、梁繼堯先生、湯榮基先生、

林達泉先生 

 甲組 

冠軍  范秉台 策馬 

亞軍  邵建鴻 趕羊 

季軍  范秉台 衝浪 

優異  

邵建鴻 往事 

范秉台 母與子 

江炎輝 好生意 

 

乙組 

冠軍  阮輝春 力保手中球 

亞軍 梁金英 日落歸航 

季軍  梁金英 領先 

優異  

阮輝春 媽媽回家了 

羅定明 婀娜多姿 

陳少琼 搶奪 

 
數碼組 

冠軍 陳潔冰 維港璀璨夜 

亞軍  阮輝春 歇息 

季軍 梁啟雄 採蜜 

優異  

梁啟雄 鍥而不捨 

陳長偉 追逐 

阮洪鑑 力搏 

 

學員組 

冠軍  梁秀明 寶貝圍著你走 

亞軍  洪淑萍 慶回歸 

季軍  鄭廣雄 香港萬花筒 

優異  

蔡一鳴 日落觀塘 

石蒨頤 洶湧成群 

梁秀明 讓我飛 

 

2017 年 01 月 03 日 02 月 07 日 03 月 07 日 04 月 11 日 05 月 09 日 06 月 06 日 

全年月會時間表* 07 月 11 日 08 月 01 日 09 月 05 日 10 月 10 日 11 月 07 日 12 月 05 日 

 

燈光人像 

冠軍  梁啟雄 

亞軍 李健生 

季軍  周炳華 

優異  

梁子光 

梁子光 

周炳華 

 

http://www.uapa.com.hk/


 
攝影綜合進階課程 
入讀資格：任何人仕增經修讀(基本攝影課程) 及對Photoshop有基 

本認識均可 

資深導師：鄒耀祖--退休專業攝影師 /陳栢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 

高級會士/溫辰生—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 

張振輝—WPPI 國際婚禮拍攝 Silver Distinction 得主 

課程內容：分 15 堂，4 次外影實習。 

學費 : 會員 2000 元；非會員 2200 元 

(即時入會、年費 HK100 + 基金 HK50) 

時間 : 逢星期四晚上八時至十時 (留意實習日期) 

報名及上課地點：九龍，大角咀，塘尾道 66-68 號， 

福強工業大厦 A 座按 9 字十樓 905 室 

報名聯絡：張錦帆先生 (23954340) /  

陳栢健(BakKin Chan) 90468191(或可聯絡銀行入數留位) 

<入數後請將收據 WhatsApp 到 94604050 鄒耀祖> 

堂數 日 期 星期 課程內容 導  師 

01 21/09/2017 (四) 大坑火龍拍攝技巧 陳栢健 

02 28/09/2017 (四) 深入探討煙花攝影 鄒耀祖 

03 01/10/2017 (日) 國慶煙花實習 鄒耀祖 

04 03/10/2017 (二) 大坑火龍拍攝實習 陳栢健 

05 12/10/2017 (四) 英國皇家考試..组别..排相..作品題材重要性講解 溫辰生 

06 19/10/2017 (四) 散景化墨之盛荷與殘荷拍攝 (重拍技巧應用) 陳栢健 

07 22/10/2017 (日) 殘荷拍攝實習 陳栢健 

08 26/10/2017 (四) 街頭抓拍技巧，光影佈局及作品意念，深入講解 陳栢健 

09 02/11/2017 (四) 光源角度與閃燈基本認識，宴會攝影需留意事項。 鄒耀祖 

10 09/11/2017 (四) 詳述閃燈，多燈同步應用，補光與壓光的分別 鄒耀祖 

11 16/11/2017 (四) 煙花、火龍及人像後制調色及意境配合 鄒耀祖 

12 18/11/2017 (六) 國內兩天實習，户外人像攝影實習(補光與壓光) 已包括模特兒費用 全部導師 

13 19/11/2017 (日) 街頭抓拍實習  

14 23/11/2017 (四) 街頭抓拍及單色後制調色及意境配合 鄒耀祖 

15 30/11/2017 (四) 結業作品研討 (怎樣評審照片) 全部導師 

 

攝影綜合研習班 
影聯攝影學會將於 2017 年 10 月份舉辦以下攝影課程，希望透過

這個研習課程，從實習中能協助影友提高攝影水平及打好基礎, 

進而學習更高的攝影技術。 

課程內容：分 20 堂及多次外影實習。 

日期 :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2018 年 03 月 09 日 (共 20 堂) 

時間 : 逢星期五晚上八時至十時     (留意實習日期編排) 

學員完成課程（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及通過考核，本會將頒發

修業證書。 

學費 : 會員 1800 元；非會員 2000 元 

上課地址：大角咀塘尾道 66-68 號, 福強工業大廈 A 座, 

電梯按 9 字 905 室 

影聯攝影學會資深導師任教： 

資深導師：鄒耀祖--退休專業攝影師 

陳栢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 

袁雙雄--人像及特技拍攝導師 

李健生--資深雀鳥拍攝導師(大眾攝影學會及 

UPHK 高級會士 

黃子財--現職專業攝影師 

堂數 日 期 星期 課程內容 導  師 

01 13/10/2017 (五) 數碼相機之種類、不同感光體之特性、快門速度運用 鄒耀祖 

02 20/10/2017 (五) 儲存咭之類型、檔案種類及處理，認識色温(相機上的錄影系統) 鄒耀祖 

03 27/10/2017 (五) 鏡頭種類及景深焦距等之分別及應用(器材堂上練習) 鄒耀祖 

04 03/11/2017 (五) 光源角度與光影運用，採光技巧講解 鄒耀祖 

05 10/11/2017 (五) 閃燈應用(認識閃燈補光) 黃子財 

06 17/11/2017 (五) 取景購圖及照片剪裁 (視覺藝術簡介)  鄒耀祖 

07 26/11/2017 (日) 外影實習，交通自費 〔地點：堂上公佈〕 鄒耀祖 

08 01/12/2017 (五) 夜景拍攝技巧講解〔B 快門黑咭運用〕 陳栢健 

09 10/12/2017 (日) 外影夜景拍攝實習、交通自費〔地點：堂上公佈〕 陳栢健 

10 15/12/2017 (五) 日出日落拍攝技巧要訣 陳栢健 

11 17/12/2017 (日) 外影日落拍攝實習、交通自費〔地點：堂上公佈〕  陳栢健 

12 29/12/2017 (五) 人像攝影之要訣 袁雙雄 

13 02/01/2018 (暫定) (二) 月會人像拍攝實習(暫定) 袁雙雄 

14 12/01/2018 (五) 認識色彩調較及色彩判斷 

 (照片色彩監別、相機 LCD、電腦 Monitor 等)                                     

鄒耀祖 

15 19/01/2018 (五) 介紹數碼後期制作(流行軟件示範) 鄒耀祖 

16 26/01/2018 (五) 怎樣拍攝雀鳥，技巧與美態配合，分析講解  李健生 

17 04/02/2018 (日) 雀鳥拍攝外影實習、交通自費〔地點：堂上公佈〕  李健生 

18 09/02/2018 (五) 旅遊攝影拍攝技巧及要訣(春、夏、秋、冬) 陳栢健 

19 23-25/02/2018 (六、日)  (學員自費組團或跟團國内旅遊實習、導師隨團指導)  

20 09/03/2018 (五) 學員作品總結(導師及評選嘉賓作品評選及詳盡分析)   

 

譚健康先生 旅遊攝影講座 【北美洲之優美景區】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6 日 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 演講廳 

今次主題講座，譚先生將介紹北美洲國家公園之地道風貌，美國西岸加州陽光溫和， 充滿生

機， 暢遊拍攝三藩市地標 （金門橋）、（天使島）、 納帕山谷之世界馳名的酒莊，欣賞幽

雅的葡萄園景色。 漫遊黃石國家公園、優山美地、布里斯峽谷及紅木國家公園。 

東岸之紐約市時代廣場，五光十色的夜景、自由神像、華爾街金融中心、貿易廣場重建新

貌、中央公園等景色等。往華盛頓州之國會大樓、白宮、林肯和平紀念碑、並拍攝水牛城（尼

瓜拉加瀑布）之色彩繽紛夜色。 重點介紹南部的新墨西哥州, 可觀賞每年大型節日活動之熱

氣球節慶典，超過幾佰款不同造形熱氣球升空過程，場面宏偉壯觀、也可以嘗試乘坐熱氣球

從高空拍攝郊區地貌。 

 

譚健康先生熱愛攝影及對藝術有一份執著，喜愛自助旅遊。他

現任沙龍影友協會會長，多個攝影會顧問，擔任攝影班導師工

作，扶持攝影後輩等，為推動香港攝影文化藝術，不遺餘力。 

譚生精心挑選的一批照片約 175 多張, 提供席上介紹各景點，

亦對拍攝這組專題地域風光作品，向影友們分享拍攝心得，內

容精彩，不容錯過。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月賽消息 
9月份月會將評賞石岩鳥攝專題賽, 請

會友踴躍參賽。 

會員組消息 
8 月份新加入之永遠會員 : 鄧來正。 

名銜消息 
今年最後一次名銜考試交相截止日為

9 月 30 日‚有興趣考銜之會友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