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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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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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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月份月會日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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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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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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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兆中曾兆中曾兆中曾兆中、、、、黃文琪黃文琪黃文琪黃文琪、、、、李仕翔李仕翔李仕翔李仕翔、、、、張偉文張偉文張偉文張偉文、、、、郭淼郭淼郭淼郭淼、、、、余積信余積信余積信余積信    及及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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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    夢中情人夢中情人夢中情人夢中情人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        沙丘之旅沙丘之旅沙丘之旅沙丘之旅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范秉台范秉台范秉台范秉台        忙事如煙忙事如煙忙事如煙忙事如煙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范秉台范秉台范秉台范秉台            歸家路上歸家路上歸家路上歸家路上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東方明珠東方明珠東方明珠東方明珠    梁梁梁梁金英金英金英金英        幻彩漁港幻彩漁港幻彩漁港幻彩漁港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自我陶醉自我陶醉自我陶醉自我陶醉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領先一步領先一步領先一步領先一步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在雨中在雨中在雨中在雨中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銀器製作銀器製作銀器製作銀器製作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節節領先節節領先節節領先節節領先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力保手中球力保手中球力保手中球力保手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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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跡可尋有跡可尋有跡可尋有跡可尋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    青馬風光青馬風光青馬風光青馬風光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    潺潺流水潺潺流水潺潺流水潺潺流水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    力争上游力争上游力争上游力争上游                    

 

2018 年年年年 01月 02日 02月 06日 03 月月月月 06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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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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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梁啟榮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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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雲霧耀香江雲霧耀香江雲霧耀香江雲霧耀香江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余佩雯余佩雯余佩雯余佩雯    晨曦晨曦晨曦晨曦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情話綿綿情話綿綿情話綿綿情話綿綿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夢幻之城夢幻之城夢幻之城夢幻之城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中環車軌中環車軌中環車軌中環車軌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夜中環夜中環夜中環夜中環        

2018201820182018 年月賽累積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累積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累積績分龍虎榜年月賽累積績分龍虎榜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22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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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創作組創作組創作組創作組    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梁金英    58585858    分分分分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48484848    分分分分        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    55555555    分分分分        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陳彩萍    40404040    分分分分            積分積分積分積分    點數點數點數點數        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    58585858    分分分分        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林永圖    45454545    分分分分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52525252    分分分分        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吳瑞菁    40404040    分分分分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50505050    分分分分    8888 點點點點    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陳少琼    58585858    分分分分        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阮輝春    40404040    分分分分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52525252    分分分分        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陳坤疇    20202020    分分分分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49494949    分分分分    7777 點點點點    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王煥強    57575757    分分分分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515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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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4444    分分分分    5555 點點點點    梁梁梁梁子子子子光光光光    55555555    分分分分                        梁梁梁梁金金金金英英英英    44449999    分分分分                                        
 

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陳淑嫻    温馨温馨温馨温馨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羅定明        寒梅迎相思寒梅迎相思寒梅迎相思寒梅迎相思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梁子光        雪地奔馬雪地奔馬雪地奔馬雪地奔馬    優異優異優異優異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幪面女俠幪面女俠幪面女俠幪面女俠    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周炳華        領先一步領先一步領先一步領先一步    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梁啟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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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及及及及花車巡遊花車巡遊花車巡遊花車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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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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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數碼組    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許華盛    愛自由愛自由愛自由愛自由    

新秀組新秀組新秀組新秀組    文淑嫻文淑嫻文淑嫻文淑嫻    佛祖顯靈佛祖顯靈佛祖顯靈佛祖顯靈    

燈光組燈光組燈光組燈光組    李健生李健生李健生李健生        

旅遊組旅遊組旅遊組旅遊組    何雅詩何雅詩何雅詩何雅詩        

 

四會相皇比賽四會相皇比賽四會相皇比賽四會相皇比賽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2017 年度之乙组獲獎照片, 凡每月份之冠亞軍，不需交足半年亦可參加年終之四會相皇比賽， 若某月份之冠亞軍之相片出缺， 就由該月之季軍補上， 再有出缺就由高分数的優異補上， 優異以初選分數決定後補之先後位置， 若初賽分數相同， 再以覆選分數決定優勝者。 所有奬額不能為同一作者（冠，亞，季軍及優異，每名作者最多可獲壹個獎）。 註: 本會相皇比賽則維持最少需交相逾半年才可參賽之要求。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1 月份新普通會員有袁志成袁志成袁志成袁志成、、、、    梁景衞梁景衞梁景衞梁景衞、、、、    李志強李志強李志強李志強    及及及及    劉健華劉健華劉健華劉健華。 

舉辦日期舉辦日期舉辦日期舉辦日期    ::::    202020201111888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4444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集合日期集合日期集合日期集合日期    ::::    202020201818181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集合時間集合時間集合時間集合時間    ::::    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    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    ::::    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    出發時間出發時間出發時間出發時間    ::::    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視車次而定((((如車次太早如車次太早如車次太早如車次太早，，，，如掀早一晚住宿如掀早一晚住宿如掀早一晚住宿如掀早一晚住宿))))((((早餐自備早餐自備早餐自備早餐自備))))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搭乘地鐵往福田火車站乘高鐵往懷化南搭乘地鐵往福田火車站乘高鐵往懷化南搭乘地鐵往福田火車站乘高鐵往懷化南搭乘地鐵往福田火車站乘高鐵往懷化南，，，，乘車往鳳凰古城乘車往鳳凰古城乘車往鳳凰古城乘車往鳳凰古城，，，，晚拍攝古城夜色晚拍攝古城夜色晚拍攝古城夜色晚拍攝古城夜色。。。。((((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早上沱江日出及安排早上沱江日出及安排早上沱江日出及安排早上沱江日出及安排苗族少女造像苗族少女造像苗族少女造像苗族少女造像，，，，早餐後苗人谷拍攝苗寨人物早餐後苗人谷拍攝苗寨人物早餐後苗人谷拍攝苗寨人物早餐後苗人谷拍攝苗寨人物、、、、生活生活生活生活，，，，苗人洞安排人物作品苗人洞安排人物作品苗人洞安排人物作品苗人洞安排人物作品，，，，風光盡飽眼薕風光盡飽眼薕風光盡飽眼薕風光盡飽眼薕，，，，晚古城夜色晚古城夜色晚古城夜色晚古城夜色((((請請請請備腳備腳備腳備腳架架架架))))。。。。((((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 ) 晚上可自費欣賞出息大型舞台演出晚上可自費欣賞出息大型舞台演出晚上可自費欣賞出息大型舞台演出晚上可自費欣賞出息大型舞台演出。。。。    444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早上沱江早上沱江早上沱江早上沱江，，，，小路小澗日出小路小澗日出小路小澗日出小路小澗日出，，，，後拍攝後拍攝後拍攝後拍攝岩拉巢苗寨風光岩拉巢苗寨風光岩拉巢苗寨風光岩拉巢苗寨風光，，，，欣賞拍攝民族表演欣賞拍攝民族表演欣賞拍攝民族表演欣賞拍攝民族表演，，，，晚上沱江夜色晚上沱江夜色晚上沱江夜色晚上沱江夜色。。。。晚回鳳凰古城住宿晚回鳳凰古城住宿晚回鳳凰古城住宿晚回鳳凰古城住宿。。。。((((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4444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早上古城日出早餐後早上古城日出早餐後早上古城日出早餐後早上古城日出早餐後往三江往三江往三江往三江民族民族民族民族風情風情風情風情，，，，下午回程懷化南乘高鐵回深圳散團下午回程懷化南乘高鐵回深圳散團下午回程懷化南乘高鐵回深圳散團下午回程懷化南乘高鐵回深圳散團。。。。((((早早早早、、、、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3880388038803880 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 3980(3980(3980(3980(不連會藉不連會藉不連會藉不連會藉))))包括來回深圳至懷化高鐵車費包括來回深圳至懷化高鐵車費包括來回深圳至懷化高鐵車費包括來回深圳至懷化高鐵車費、、、、旅遊巴車費旅遊巴車費旅遊巴車費旅遊巴車費、、、、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膳食膳食膳食膳食、、、、甫士費甫士費甫士費甫士費、、、、景點門票及本會為景點門票及本會為景點門票及本會為景點門票及本會為團友提供團友提供團友提供團友提供『『『『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保障華僑永亨印花保障華僑永亨印花保障華僑永亨印花保障華僑永亨 30303030 萬平安保險等萬平安保險等萬平安保險等萬平安保險等。）。）。）。）此保險不包括活動期間自身及財物安全此保險不包括活動期間自身及財物安全此保險不包括活動期間自身及財物安全此保險不包括活動期間自身及財物安全，，，，影友請自行注影友請自行注影友請自行注影友請自行注    意處理意處理意處理意處理，，，，責任與主辦機構及旅行社無關責任與主辦機構及旅行社無關責任與主辦機構及旅行社無關責任與主辦機構及旅行社無關。）。『。）。『。）。『。）。『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TICTICTIC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不包括導游費等不包括導游費等不包括導游費等不包括導游費等((((每天約每天約每天約每天約￥￥￥￥44440000 元元元元))))。。。。單人房需補房價單人房需補房價單人房需補房價單人房需補房價。。。。    攝影指導攝影指導攝影指導攝影指導    ::::    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郭淼郭淼郭淼郭淼、、、、袁雙雄袁雙雄袁雙雄袁雙雄。。。。                           攝影團因應交通攝影團因應交通攝影團因應交通攝影團因應交通、、、、天氣環境天氣環境天氣環境天氣環境、、、、或或或或節日活動安排有變節日活動安排有變節日活動安排有變節日活動安排有變，，，，行程會作出相應調整行程會作出相應調整行程會作出相應調整行程會作出相應調整，，，，本團領隊本團領隊本團領隊本團領隊、、、、““““攝影指導攝影指導攝影指導攝影指導””””有權决定而改变拍攝景點和人物有權决定而改变拍攝景點和人物有權决定而改变拍攝景點和人物有權决定而改变拍攝景點和人物，，，，主辦單位及協辦旅行社主辦單位及協辦旅行社主辦單位及協辦旅行社主辦單位及協辦旅行社無需負責無需負責無需負責無需負責 如如如如因因因因本本本本人人人人原原原原因因因因不不不不能能能能隨隨隨隨團團團團活活活活動動動動，，，，而而而而因因因因此此此此產產產產生生生生一一一一切切切切後後後後果果果果，，，，費費費費用用用用自自自自付付付付、、、、團團團團費費費費恕恕恕恕不不不不退退退退還還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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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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聯攝影學會 
   United Artist Photographic Association Ltd. 

P.O. Box 70459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Kowloon. 

Email: admin@uapa.com.hk 
 
敬啟者： 

 
承蒙 閣下多年來鼎力支持本會並贊助歷屆會慶，本會仝人致以萬分謝意！ 

本會 37週年會慶，謹定於 2018年 5月 27日（星期日），假座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號倫敦大酒樓五樓宴

會廳舉行聯歡晚會，是晚節目有美麗模特兒燈光造像攝影，禮品抽獎等節目助慶；並將出版 37週年會慶年刊，

全彩色精印厚達 120頁，數量 1000本，將於當晚派發。本刊除紀錄了 2017年本會所有活動精彩圖片外，並邀

請本會顧問、攝影名家、資深會友刊印其作品，與大眾影友及會友欣賞。 

    本會成立宗旨，為各影友提供攝影切磋及分享攝影的樂趣。出版年刊及刊印會友作品，是本會當務的責任，

故歡迎 閣下提供珍貴作品參加，惟年刊印刷費用昂貴，刊印作品須付印刷成本費用。敬希 閣下鼎力支持，刊登

作品或贊助本刊印刷費。刊登作品贊助年刊收費如下：  

 
全版彩色作品四幀及作者照片一張  HK$ 1,200.00 

半版彩色作品二幀及作者照片一張 HK$ 600.00 

作品(5R 相/數碼光碟印書用)請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交本會會址：九龍大角咀塘尾道 66-68 號 福強工業大廈

A座 905室，連同支票或現金支票抬頭 : 影聯攝影學會有限公司 

 
 為增添大會慶氣氛，令嘉賓及會友得以盡興，茲特來函 敬請 貴會友樂助會慶獎品或惠賜年刊廣告/賀詞

。如 蒙贊助 / 惠賜會慶獎品或年刊廣告/賀詞，敬請賜電今屆籌委： 

金百合(張生) Tel : 2395-4340 黃永耀先生 Tel : 2395-4340 / 6349-2178 

黃錦雄先生 Tel : 9422-3761 

謹此 順祝安康！ 

   此致  各會友 

 
影聯攝影學會 

37週年會慶籌委會 

梁 東 聯 
            主  席：梁東聯先生 

            副主席：葉建光先生 

2018年 2月 21日 

 
廣 告 價 目   

彩色內頁廣告全版 ……………………………………………………………………………………………….. HK$3,500.00 

黑白內頁廣告全版 ……………………………………………………………………………………………….. HK$2,200.00 

黑白內頁廣告半版 ……………………………………………………………………………………………….. HK$1,100.00 

非廣告性(賀詞)全版 ……………………………………………………………………………………………….. HK$1,200.00 

非廣告性(賀詞)半版 ……………………………………………………………………………………………….. HK$600.00 

聯名賀詞 每名 ……………………………………………………………………………………………….. HK$50.00 

名銜套相(會士)2版 ……………………………………………………………………………………………….. HK$2,000.00 

名銜套相(高級會士)3版 ……………………………………………………………………………………………….. HK$3,000.00 

 

mailto:admin@uap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