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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     2012012012018888 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     2012012012018888 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     2012012012018888 年度理事委員會年度理事委員會年度理事委員會年度理事委員會    蘇棉煥醫生  司徒松先生 張文瀾先生  義務核數師 : 胡紹華核數師  會    長 ： 陳栢健先生    黃永耀先生  黃偉君先生   李樹強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 袁家樂律師  副 會 長 ： 林惠端先生  袁雙雄先生   梁東聯先生  周  深先生  李福源先生 彭麗雯醫生  義務牙醫顧問 : 阮洪鑪醫生  秘    書 ： 葉建光先生      梁繼堯先生 廖加見先生  義務顧問醫生 : 黃文琪醫生  司    庫 ： 梁東聯先生    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會長     譚栢新先生 梁建輝先生                     洪克翰醫生  文    書 ： 余佩雯小姐    鄭區玉琼女士  伍振榮先生 楊少銓先生    曾兆中醫生  名銜主席 ： 郭 淼先生    邱偉強先生  呂廣林先生 陳樹才先生  義務中醫顧問 : 王樹棠博士  沙龍主席 ： 張振輝先生    曾兆中醫生  陸天石先生 譚健康先生  國內顧問(台山) : 陳正光先生  展覽主席    ： 鄒耀祖先生         何寶甜先生 溫辰生先生  國內顧問(台山) : 謝傑偉先生  學術主任 ： 林達泉先生  黃子財先生 朱海祥先生  永遠名譽顧問永遠名譽顧問永遠名譽顧問永遠名譽顧問  馮敏如先生   何信球先生  國內顧問（江門） : 黃沃鑫先生  月賽主任 ： 潘鑑泉先生 許華盛先生   吳章茂先生  梁  波先生  邱國雄先生 胡明林先生  國內顧問（廣州） : 劉  明小姐  活動主任 ： 梁活彬先生  梁帶有先生   黃日東先生  何節全先生  胡錫禧先生 靳子森先生            常務委員 : 黃錦雄先生    容 庸先生  饒炳雄博士 余積信先生            網頁主任 : 黃錦雄先生 袁雙雄先生 張振輝先生  黃偉超先生  劉錦麟先生 李仕翔先生            公關主任 ： 張尚德先生    蕭弘毅先生  區源欽先生 張偉文先生  美容顧問美容顧問美容顧問美容顧問    月報編輯 ： 李永強先生      陳鷹揚先生. 吳錫洲先生  李靜文小姐  郭惠卿小姐  當然委員 ： 黃永耀先生      冼培安先生 劉健光先生  梁美珍小姐  Denise Ng  理    事    ： 林錦鉅先生  何煥卿小姐   張錦帆先生 何蕙妹小姐   鄭康偉先生   何慧嫻小姐  Gaby Lai                       黃燕娟小姐 林盛興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陳妙麗小姐    邀請委員 ：   諸文健先生 曾晶晶小姐 梁其錫先生 黃介文先生                     杜子勝先生 雷覺華先生     梁子光先生 邱美景小姐   (排名不分先後)  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           陳善文先生   陳偉傑先生   洪淑萍小姐 陳淑嫻小姐      Miss Sam Poon                       陳潔冰小姐 陳少琼小姐 曾秀瓊小姐 何志文先生              何雅詩小姐 陳靜芬小姐 文淑嫻小姐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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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uap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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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餐費用聚餐費用聚餐費用聚餐費用 16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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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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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  

2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年年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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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月份月賽結果    評評評評判嘉賓判嘉賓判嘉賓判嘉賓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 温辰生温辰生温辰生温辰生、、、、邱偉强邱偉强邱偉强邱偉强、、、、陳樹才陳樹才陳樹才陳樹才、、、、何信何信何信何信球球球球、、、、胡明林胡明林胡明林胡明林、、、、梁繼堯梁繼堯梁繼堯梁繼堯、、、、林惠端林惠端林惠端林惠端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        雙龍會雙龍會雙龍會雙龍會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        誠心禮佛誠心禮佛誠心禮佛誠心禮佛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幻彩幻彩幻彩幻彩香江香江香江香江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湖畔暢遊湖畔暢遊湖畔暢遊湖畔暢遊    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        落日駝踨落日駝踨落日駝踨落日駝踨    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        母與子母與子母與子母與子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雲霧深處雲霧深處雲霧深處雲霧深處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暴風女神暴風女神暴風女神暴風女神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火龍争珠火龍争珠火龍争珠火龍争珠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學員組學員組學員組學員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    秋之約秋之約秋之約秋之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    跨越跨越跨越跨越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    跳躍跳躍跳躍跳躍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    越過越過越過越過    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    冬意正濃冬意正濃冬意正濃冬意正濃    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    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星光大道    

 

2018 年年年年 01月 02日 02 月月月月 06 日日日日 03月 06日 04月 10日 05月 08日 06月 05日 全年月會時間表全年月會時間表全年月會時間表全年月會時間表****    07月 10日 08月 07日 09月 04日 10月 09日 11月 06日 12月 04日 

燈光人像燈光人像燈光人像燈光人像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陳長偉陳長偉陳長偉陳長偉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創作專題組創作專題組創作專題組創作專題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    璀璨夜中環璀璨夜中環璀璨夜中環璀璨夜中環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飛躍飛躍飛躍飛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午夜快車午夜快車午夜快車午夜快車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    彩燈耀佳人彩燈耀佳人彩燈耀佳人彩燈耀佳人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普天同慶聖誕夜普天同慶聖誕夜普天同慶聖誕夜普天同慶聖誕夜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幻彩激光幻彩激光幻彩激光幻彩激光        

會務消息會務消息會務消息會務消息 因通貨膨脹關係‚ 本會每月月會棸餐費用, 由 2018年 2月份起, 需作適度調整‚ 以減少因補貼餐費帶來的會務經費虧損, 從而能維持資金作會務之持續運作‚ 冀望繼續服務大家。 調整後之餐費為每位 HK$160.00‚ 請各位見諒‚ 並繼續支持本會‚ 積極參加月會。 

2018201820182018 年月賽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績分龍虎榜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111 月份積分月份積分月份積分月份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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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組創作組創作組創作組    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    33330000    分分分分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23232323    分分分分        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    31313131    分分分分        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    22224444    分分分分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24242424    分分分分        王龍財王龍財王龍財王龍財    22229999    分分分分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22222222    分分分分        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    30303030    分分分分        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    20202020    分分分分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23232323    分分分分    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    29292929    分分分分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21212121    分分分分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30303030    分分分分        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石蒨頤    19191919    分分分分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22222222    分分分分    陳陳陳陳少少少少琼琼琼琼    22229999    分分分分                        梁梁梁梁啓啓啓啓榮榮榮榮    22229999    分分分分                        周周周周炳炳炳炳華華華華    11119999    分分分分                                    陳陳陳陳長長長長偉偉偉偉    22228888    分分分分                        石石石石蒨蒨蒨蒨頤頤頤頤    11119999    分分分分    
 

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雨巷雨巷雨巷雨巷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張自為        水鄉一角水鄉一角水鄉一角水鄉一角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        越野競逐越野競逐越野競逐越野競逐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晨光初露晨光初露晨光初露晨光初露    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        歸途歸途歸途歸途    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        對峙對峙對峙對峙    
 



 

專題原相專題原相專題原相專題原相 8888 吋吋吋吋 xxxx12121212 吋照片組吋照片組吋照片組吋照片組    2018201820182018 年整年主題年整年主題年整年主題年整年主題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花花花花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    香港中香港中香港中香港中式節日式節日式節日式節日    荷荷荷荷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香港夜景香港夜景香港夜景香港夜景    人像人像人像人像    評分標準初選為每位評判員給最低 1分，最高 5分，但全年總積分以每月的成績計算（冠軍 5點分、亞軍 4點分、季軍 3點分、優異 1點分） 參賽照片資格：只接受符合每個月指定的専題作品而不超過 8吋 X12吋的照片（作品最多交 3張），須裝裱在 10吋 X12吋硬咭上，
(題材每年十月前本會會公佈下一年由一月至十二月的専題題材。得獎作品永不得再參加原相照片組的比賽。 註: 參賽規則在 2018年版月賽規則文內 

 
詳情請查閱比賽章程詳情請查閱比賽章程詳情請查閱比賽章程詳情請查閱比賽章程 

月賽消息月賽消息月賽消息月賽消息 

2017年度數碼組全年總評之相皇比賽將於 2月份月會內舉行。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月份新普通會員有鄭慧儀鄭慧儀鄭慧儀鄭慧儀、、、、甄淑娟甄淑娟甄淑娟甄淑娟    及及及及    梁雄輝梁雄輝梁雄輝梁雄輝。 

月賽規則補充月賽規則補充月賽規則補充月賽規則補充 
*補分制度只限在照片甲、乙組和原相照片組及數碼組、數碼同學組) 及只適用于每年之二月、三月份月賽前辦理補回一月和二月的分數(所有補相的總分數不可超越補相月份的最高得分者的總分)，在該年度其餘月份並不適用。 每月比賽各組一般設冠、亞、季軍及優異共 6個獎項。 唯若參賽者只有 3人的話, 優異獎將只設 1名。 參賽者只有 4人, 則優異獎將只設 2名。 當參賽者達 5人‚ 才恢復優異 3名之設定。 

「「「「連平萬畝桃花連平萬畝桃花連平萬畝桃花連平萬畝桃花、、、、古典人物造像古典人物造像古典人物造像古典人物造像」」」」二天團二天團二天團二天團 春暖花開春暖花開春暖花開春暖花開，，，，連平上坪桃花山萬畝桃花朵朵開連平上坪桃花山萬畝桃花朵朵開連平上坪桃花山萬畝桃花朵朵開連平上坪桃花山萬畝桃花朵朵開！！！！去碰個桃花運咯去碰個桃花運咯去碰個桃花運咯去碰個桃花運咯！！！！ 河源連平河源連平河源連平河源連平桃花山桃花山桃花山桃花山，，，，位於連平縣上坪鎮中村位於連平縣上坪鎮中村位於連平縣上坪鎮中村位於連平縣上坪鎮中村，，，，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2 至至至至 3 月月月月，，，，桃花盛桃花盛桃花盛桃花盛開之時開之時開之時開之時，，，，漫山遍野一片緋紅漫山遍野一片緋紅漫山遍野一片緋紅漫山遍野一片緋紅。。。。十裡桃花十裡桃花十裡桃花十裡桃花，，，，萬畝果園萬畝果園萬畝果園萬畝果園。。。。該景區以九連該景區以九連該景區以九連該景區以九連山萬畝水蜜桃基地為依託山萬畝水蜜桃基地為依託山萬畝水蜜桃基地為依託山萬畝水蜜桃基地為依託。。。。恰似崔護的詩恰似崔護的詩恰似崔護的詩恰似崔護的詩：：：：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桃花相映紅。。。。   此時河源連平的桃花正是開得最美麗的時候此時河源連平的桃花正是開得最美麗的時候此時河源連平的桃花正是開得最美麗的時候此時河源連平的桃花正是開得最美麗的時候，，，，既有怒放的姿容既有怒放的姿容既有怒放的姿容既有怒放的姿容，，，，也也也也有含苞欲開的花蕾有含苞欲開的花蕾有含苞欲開的花蕾有含苞欲開的花蕾，，，，而一片桃樹林中總會見到幾株李樹的身影而一片桃樹林中總會見到幾株李樹的身影而一片桃樹林中總會見到幾株李樹的身影而一片桃樹林中總會見到幾株李樹的身影，，，，那那那那一襲的白色一襲的白色一襲的白色一襲的白色，，，，高貴優雅高貴優雅高貴優雅高貴優雅，，，，儼然就是儼然就是儼然就是儼然就是““““護花使者護花使者護花使者護花使者””””。。。。適合各位影友采適合各位影友采適合各位影友采適合各位影友采風創作風創作風創作風創作，，，，到時會有導師安到時會有導師安到時會有導師安到時會有導師安排專業模特古典排專業模特古典排專業模特古典排專業模特古典人人人人物造像擺拍物造像擺拍物造像擺拍物造像擺拍。。。。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2018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至至至至 2018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集集集集合日合日合日合日期期期期：：：： 2018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集集集集合時合時合時合時間間間間：：：： 早早早早上上上上 7：：：：50 集集集集合地合地合地合地點點點點：：：： 深深深深圳圳圳圳羅湖火車羅湖火車羅湖火車羅湖火車站西站西站西站西華華華華僑酒店僑酒店僑酒店僑酒店 (不包早餐不包早餐不包早餐不包早餐)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2018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早早早早上上上上 8:20(逾逾逾逾時時時時不不不不候候候候)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3月月月月 10日日日日：：：： 深圳出發前往連平的上坪鎮桃花山攝影基地深圳出發前往連平的上坪鎮桃花山攝影基地深圳出發前往連平的上坪鎮桃花山攝影基地深圳出發前往連平的上坪鎮桃花山攝影基地，，，，午餐河源市區午餐河源市區午餐河源市區午餐河源市區（（（（深圳深圳深圳深圳-河源河源河源河源 3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品嘗當地正宗的客家美食品嘗當地正宗的客家美食品嘗當地正宗的客家美食品嘗當地正宗的客家美食，，，，午餐之後前往連平中村拍攝午餐之後前往連平中村拍攝午餐之後前往連平中村拍攝午餐之後前往連平中村拍攝 萬畝桃花林萬畝桃花林萬畝桃花林萬畝桃花林(河源河源河源河源-連平連平連平連平 1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個小時左右車程））））晚餐酒店晚餐酒店晚餐酒店晚餐酒店 2樓中餐廳樓中餐廳樓中餐廳樓中餐廳       晚住晚住晚住晚住：：：：隴南富業酒店隴南富業酒店隴南富業酒店隴南富業酒店（（（（四星四星四星四星））））    

3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早餐之後小武當山下拍攝油菜花田之後前往連平的上坪桃花園繼續拍攝早餐之後小武當山下拍攝油菜花田之後前往連平的上坪桃花園繼續拍攝早餐之後小武當山下拍攝油菜花田之後前往連平的上坪桃花園繼續拍攝早餐之後小武當山下拍攝油菜花田之後前往連平的上坪桃花園繼續拍攝，，，，午餐之午餐之午餐之午餐之後前往上坪鎮的下村拍攝後前往上坪鎮的下村拍攝後前往上坪鎮的下村拍攝後前往上坪鎮的下村拍攝，，，，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4:30左右回程深圳左右回程深圳左右回程深圳左右回程深圳 攝攝攝攝影影影影指指指指導導導導 ：：：： 陳陳陳陳栢健栢健栢健栢健 鄒鄒鄒鄒耀耀耀耀祖祖祖祖 袁袁袁袁雙雄雙雄雙雄雙雄 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1380非非非非會員會員會員會員$1480 

報名及付款方法報名及付款方法報名及付款方法報名及付款方法：：：：可存入影聯攝影學會授權戶口中國銀行黃永耀可存入影聯攝影學會授權戶口中國銀行黃永耀可存入影聯攝影學會授權戶口中國銀行黃永耀可存入影聯攝影學會授權戶口中國銀行黃永耀.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本會同意存入活動負責人戶口本會同意存入活動負責人戶口本會同意存入活動負責人戶口本會同意存入活動負責人戶口  戶口名稱戶口名稱戶口名稱戶口名稱      ：：：： Wong Wing Yiu  帳帳帳帳    號號號號       : 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 012-754-10167827 BANK of CHINA (HONG KONG)012-754-1016782或親臨本會九或親臨本會九或親臨本會九或親臨本會九 龍大角咀塘尾道龍大角咀塘尾道龍大角咀塘尾道龍大角咀塘尾道 66-68 號福強工業大廈號福強工業大廈號福強工業大廈號福強工業大廈 A座座座座 9字樓字樓字樓字樓 905室室室室(太子太子太子太子 C/2出口太子道西與塘尾出口太子道西與塘尾出口太子道西與塘尾出口太子道西與塘尾 道轉左鴉蘭街入口道轉左鴉蘭街入口道轉左鴉蘭街入口道轉左鴉蘭街入口，，，，塘尾道官立小學毗鄰塘尾道官立小學毗鄰塘尾道官立小學毗鄰塘尾道官立小學毗鄰) 

 
 

2017201720172017 年度相皇年度相皇年度相皇年度相皇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江炎輝    幽蘭幽蘭幽蘭幽蘭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    一馬當先一馬當先一馬當先一馬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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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辦) 
 

王仁曼芭蕾舞學校     空手道罡心館      鳳舞飛揚舞蹈團     肚皮舞 (Yannes Belly Dance)     金百合婚紗（聯合協辦） 
 

 
   Sigma、Jenova、Pro.J、Alpha、旺角金百合    聯合贊助   

    
  

 金百合沖印 

冠  軍（1 名）： 適馬 Contemporary 鏡頭 18-200mm F3.5-6.3 DC Macro OS HSM for Nikon ( 價值 $3,830.00 ) 

亞  軍（1 名）： 適馬 Art 鏡頭 19mm F2.8 DN for Sony E Mount ( 價值 $1,800.00 ) 

季  軍（1 名）： 適馬鏡頭 70-300mm F4-5.6 DG Macro for Nikon（價值：HK$1,600.00） 

第 4-6 名： PROJ. 多功能背囊一個（價值：HK$600.00） 

第 7 名： MARUMI FIT SLIM MC UV 55MM 第 8 名： THINKTANK-CABLE MANAGEMENT 30 V2.0 

第 9 名： MINDSHIFT - GP CABLES & POWER 第 10 名： MIDSHIFT- SD CARD AGAIN 

金百合優異（10 名）： 各得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 200 元正 

優異（20 名）： 各得陳樹人影藝同學會送出相機雨衣一件 

入圍（1-8 名）： PRO. J. 鏡頭袋一個 入圍（9-16 名）： PRO. J. 濾鏡袋一個 

創 意 獎（1 名）： 現金港幣 800 元正 會員大獎（1 名）： 金百合旅遊現金券港幣 1,000 元正 

沃龍閃燈組： 金獎 3 名：沃龍閃燈套裝(700RX + 閃燈引發器 810RT)一套（價值：HK$2,000.00） 

 優異獎 5 名：沃龍閃燈 V600 支（價值：HK$1,000.00） 

（第 1-6 名及創意獎不能同一人，每人不可獲取超過三個獎項，會員大獎只限聯合大活動合辦單位之合格會員） 

現場幸運抽獎：由適馬（香港）有限公司送出專業高級抺鏡布（價值 100 元）共 20 份及高級 T-Shirt 五件 
日    期： 2018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 

地    點： 新界名勝地點 

集合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港鐵太子站 A 出口，中國銀行側集合，8 時 45 分乘旅遊車出發。 

費    用： 車票每位港幣 190 元正（即場購票港幣 210 元正）。 

節    目： 旺角金百合婚紗攝影沖印公司提供婚紗、日本和服及時裝造型，空手道罡心館造型，Yannes Belly Dance 及鳳舞飛揚舞蹈

團提供造型等，回程約下午五時。 

規    則： 必須為 4R照片，參賽照片背面必須寫上作者中文姓名(須跟身份證相同)，不限沖曬，可經過顏色、光暗或反差調整及除塵

等修整，但不可為合成之影像，不得裁放或黑房特技，惟鏡前加設特效鏡及重拍則可，作品不合乎上述規則者，得獎資格

將會被取消。如參賽規則有任何爭議之處，大會有最終裁決權，不得異議。比賽規則及詳情請參閱參賽表格。 

收件地點： 比賽前一天交到影聯會址或旺角萬成攝影器材有限公司(旺角花園街 91-93 號地下，電話: 2396-6885) 

評    選： 201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晚上六時正三十分，假座旺角彌敦道 612 號倫敦大酒樓（影聯攝影學會月會）舉行，由多位

攝影名家公開評選，歡迎參觀。 

售 票 處： 金百合影樓、尖沙咀照相館、屯門明珠數碼沖晒及 www.uapa.com.hk、www.hkapa.net 等網上訂票。 

鏡頭試用： 適馬（香港）有限公司於活動當日現場提供多款最新鏡頭給與各影友試用，歡迎各影友向現場工作人員查詢。 

出席表演嘉賓：      

      

Kristy Pinky 李紫彤 王仁曼芭蕾舞 鳳舞飛揚舞蹈團 空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