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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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uapa.com.hk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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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年年11份會訊份會訊份會訊份會訊

2020 年專題原相年專題原相年專題原相年專題原相 8 吋吋吋吋 x12 吋照片組比賽吋照片組比賽吋照片組比賽吋照片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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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夜景香港夜景香港夜景香港夜景    黑白黑白黑白黑白    香港古蹟香港古蹟香港古蹟香港古蹟    馬馬馬馬    畫意畫意畫意畫意    天后誕天后誕天后誕天后誕/譚譚譚譚公誕公誕公誕公誕    龍舟龍舟龍舟龍舟    昆蟲昆蟲昆蟲昆蟲    荷花荷花荷花荷花    中秋火龍中秋火龍中秋火龍中秋火龍    秋色秋色秋色秋色    動態動態動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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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版月賽規則文內 

 

本會以推廣攝影技術本會以推廣攝影技術本會以推廣攝影技術本會以推廣攝影技術 、、、、  興趣興趣興趣興趣 、、、、 知識及知識及知識及知識及 聯聯聯聯 誼而成立誼而成立誼而成立誼而成立 。。。。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均有均有均有均有 不少人不少人不少人不少人 仕新加入本會仕新加入本會仕新加入本會仕新加入本會 ‚‚‚‚當 中 有當中有當中有當中有部份人仕經過若干年的學習部份人仕經過若干年的學習部份人仕經過若干年的學習部份人仕經過若干年的學習 、、、、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及及及及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 ����  最後成為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師最後成為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師最後成為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師最後成為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師 。。。。  本攝影會本攝影會本攝影會本攝影會 每月均會舉辦每月均會舉辦每月均會舉辦每月均會舉辦 月會月會月會月會 。。。。 月會以燈光攝影為主月會以燈光攝影為主月會以燈光攝影為主月會以燈光攝影為主 ����  亦舉行不同程度的月賽亦舉行不同程度的月賽亦舉行不同程度的月賽亦舉行不同程度的月賽 ，，，，  旨在旨在旨在旨在 互相研互相研互相研互相研究攝影究攝影究攝影究攝影 及及及及 指導初學者指導初學者指導初學者指導初學者 。。。。  任何對攝影有興趣人仕任何對攝影有興趣人仕任何對攝影有興趣人仕任何對攝影有興趣人仕 ����歡迎參加攝影比賽歡迎參加攝影比賽歡迎參加攝影比賽歡迎參加攝影比賽 ，，，，  並並並並 向老向老向老向老 師及嘉賓提出師及嘉賓提出師及嘉賓提出師及嘉賓提出指指指指 教教教教 。。。。  

2020年全年月會時間表年全年月會時間表年全年月會時間表年全年月會時間表* 

01 月 07 日 02 月 04 日 03 月 03 日 04 月 07 日 05 月 05 日 06 月 02 日 

07 月 07 日 08 月 04 日 09 月 01 日 10 月 06 日 11 月 03 日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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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會程序月會程序月會程序月會程序  1 6:30pm 收集月賽相片  2 7:15pm 燈光攝影 (本會學術部攝影創作項目)  3 8:30pm 中式聚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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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會簡要月會簡要月會簡要月會簡要    地點    :    旺角彌敦道 612 號 倫敦大酒樓    時間 : 晚上 6:30pm – 11:00pm 參加資格 : 會員及任何對攝影有興趣人仕，歡迎參加. 報名方法 : 不必報名，在酒樓現場購票入場.(聚餐費聚餐費聚餐費聚餐費 17017017017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     2020202020202020 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年度名譽顧問     2020202020202020 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年度義務顧問     202020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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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君先生  義務核數師 : 胡紹華核數師  會    長 ： 陳栢健先生    黃永耀先生  梁繼堯先生 彭麗雯醫生  義務法律顧問 : 袁家樂律師  副 會 長 ： 黃錦雄先生  袁雙雄先生  葉建光先生 張振輝先生 周  深先生  何寶甜先生 廖加見先生  義務牙醫顧問 : 阮洪鑪醫生  秘    書 ： 梁東聯先生    何信球先生  譚栢新先生 梁建輝先生  義務顧問醫生 : 黃文琪醫生  司    庫 ： 葉建光先生    胡明林先生  伍振榮先生 楊少銓先生    洪克翰醫生  文    書 ： 曾廣雄先生      余積信先生 陳樹才先生    曾兆中醫生  名銜主席 ： 郭 淼先生    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會長     李仕翔先生 譚健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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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源先生 溫辰生先生  國內顧問(台山) : 陳正光先生  展覽主席     ： 黃詠霖先生    阮洪鑪醫生  邱國雄先生 靳子森先生  國內顧問(台山) : 謝傑偉先生  學術主任 ： 林達泉先生   朱海祥先生 黃子財先生  林惠端先生  胡錫禧先生 呂廣林先生  國內顧問(連州) : 潘賢強先生  月賽主任 ： 潘鑑泉先生 許華盛先生  吳章茂先生    陸天石先生 饒炳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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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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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錦麟先生      會員主任 ： 徐中庸先生 曾廣雄先生   梁  波先生  李樹強先生 區源欽先生      網頁主任 ： 黃錦雄先生 袁雙雄先生  張振輝先生  何節全先生何節全先生何節全先生何節全先生     張偉文先生 陳鷹揚先生      常務委員 ： 林惠端先生    蕭弘毅先生  吳錫洲先生 冼培安先生  美容顧問美容顧問美容顧問美容顧問     海外聯絡主任 ： 張尚德先生      劉健光先生 鄭康偉先生  李靜文小姐  郭惠卿小姐  月報編輯 ： 李永強先生      江炎輝醫生 黎耀民先生  伍惠珍小姐  黎念儀小姐  當然委員 ： 黃永耀先生      邱偉強先生 鄒耀祖先生  何慧嫻小姐  陳妙麗小姐  理    事     ： 林錦鉅先生   何煥卿小姐  何蕙妹小姐 林盛興先生                               黃燕娟小姐             邀請委員 ： 諸文健先生 曾晶晶小姐 梁其錫先生 黃介文先生      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模特兒顧問                 杜子勝先生 雷覺華先生  梁子光先生 邱美景小姐      Miss Sam Poon      陳善文先生 陳偉傑先生 洪淑萍小姐 陳淑嫻小姐                             陳潔冰小姐 陳少琼小姐 曾秀瓊小姐 何雅詩小姐            陳靜芬小姐 文淑嫻小姐 何志文先生 梁秀明小姐            余佩雯小姐 張錦帆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排名不分先後) 
 

影聯影聯影聯影聯 

Facebook 

影聯影聯影聯影聯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証証証証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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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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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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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若有法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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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顧問中醫顧問中醫顧問中醫顧問 診金半價 藥費九折 診所地址 大埔廣場二樓商場 55號鋪 預約電話 2666 9918 

影聯攝影學會影聯攝影學會影聯攝影學會影聯攝影學會，，，，活動更改延期通告活動更改延期通告活動更改延期通告活動更改延期通告        
各位午安各位午安各位午安各位午安        
各位影友各位影友各位影友各位影友：：：：在現時政府的限聚令下在現時政府的限聚令下在現時政府的限聚令下在現時政府的限聚令下，，，，11111111 月份也未必放寛到月份也未必放寛到月份也未必放寛到月份也未必放寛到 8888 人一席人一席人一席人一席，，，，按照現時評估按照現時評估按照現時評估按照現時評估，，，，11111111

月份的月會相信也要取消了月份的月會相信也要取消了月份的月會相信也要取消了月份的月會相信也要取消了，，，，經影會管理層經影會管理層經影會管理層經影會管理層 WSWSWSWS 會議商討通過會議商討通過會議商討通過會議商討通過：：：：        

    

(1)(1)(1)(1) 2020202020202020 年第十七屆國際沙龍評選及展覽停止舉辦年第十七屆國際沙龍評選及展覽停止舉辦年第十七屆國際沙龍評選及展覽停止舉辦年第十七屆國際沙龍評選及展覽停止舉辦，，，，延期至明年延期至明年延期至明年延期至明年 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2)(2)(2) 9999 月份香港文化中心四樓展覽廳舉辦的會員作品展月份香港文化中心四樓展覽廳舉辦的會員作品展月份香港文化中心四樓展覽廳舉辦的會員作品展月份香港文化中心四樓展覽廳舉辦的會員作品展，，，，停辦一年停辦一年停辦一年停辦一年，，，，2021202120212021 年再辦年再辦年再辦年再辦！！！！    

(3)(3)(3)(3) 取消今年的聯合攝影大活動取消今年的聯合攝影大活動取消今年的聯合攝影大活動取消今年的聯合攝影大活動    

(4)(4)(4)(4)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11111111 月份月會將會取消月份月會將會取消月份月會將會取消月份月會將會取消，，，，直至政府公佈適合集體聚餐後才恢復月會聚餐直至政府公佈適合集體聚餐後才恢復月會聚餐直至政府公佈適合集體聚餐後才恢復月會聚餐直至政府公佈適合集體聚餐後才恢復月會聚餐。。。。月賽月賽月賽月賽

各項比賽不作補賽各項比賽不作補賽各項比賽不作補賽各項比賽不作補賽，，，，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專題賽專題賽專題賽專題賽）。）。）。）。    聚餐代用券有效期順延至聚餐代用券有效期順延至聚餐代用券有效期順延至聚餐代用券有效期順延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而而而而 11112222 月月月月

份月會是否重開要視乎港府公佈疫情進展而定份月會是否重開要視乎港府公佈疫情進展而定份月會是否重開要視乎港府公佈疫情進展而定份月會是否重開要視乎港府公佈疫情進展而定！！！！    

(5)(5)(5)(5) 會慶聯歡晚會今年將會暫停舉辦一年會慶聯歡晚會今年將會暫停舉辦一年會慶聯歡晚會今年將會暫停舉辦一年會慶聯歡晚會今年將會暫停舉辦一年。。。。    

(6)(6)(6)(6) 六會聯合相皇比賽今年取消六會聯合相皇比賽今年取消六會聯合相皇比賽今年取消六會聯合相皇比賽今年取消，，，，贊助商獎品全部順延至明年贊助商獎品全部順延至明年贊助商獎品全部順延至明年贊助商獎品全部順延至明年，，，，請留意日後公報請留意日後公報請留意日後公報請留意日後公報。。。。    

11 月份之月會取消月份之月會取消月份之月會取消月份之月會取消 



 

                       秋高氣爽夜訪大佛亮燈秋高氣爽夜訪大佛亮燈秋高氣爽夜訪大佛亮燈秋高氣爽夜訪大佛亮燈 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 ：：：：2020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農歷十五農歷十五農歷十五農歷十五）））） 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集合地點 ：：：：東涌往昂坪東涌往昂坪東涌往昂坪東涌往昂坪 23號巴士總站號巴士總站號巴士總站號巴士總站 集合時間集合時間集合時間集合時間 ：：：：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排隊乘坐三點巴士上昂坪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排隊乘坐三點巴士上昂坪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排隊乘坐三點巴士上昂坪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排隊乘坐三點巴士上昂坪 回程時間回程時間回程時間回程時間 ：：：：約晚上八點落山至牌坊分批乘坐預約的士返東涌站約晚上八點落山至牌坊分批乘坐預約的士返東涌站約晚上八點落山至牌坊分批乘坐預約的士返東涌站約晚上八點落山至牌坊分批乘坐預約的士返東涌站（（（（每人約每人約每人約每人約 60元元元元）））） 同行對像同行對像同行對像同行對像 ：：：：影聯攝影學會合格會員影聯攝影學會合格會員影聯攝影學會合格會員影聯攝影學會合格會員，，，，略有行山經驗略有行山經驗略有行山經驗略有行山經驗 10––––15人人人人 行山難度行山難度行山難度行山難度 ：：：：二粒半星二粒半星二粒半星二粒半星、、、、需電筒或頭燈夜行小段山路回程需電筒或頭燈夜行小段山路回程需電筒或頭燈夜行小段山路回程需電筒或頭燈夜行小段山路回程 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 ：：：：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梁活彬  黃日東黃日東黃日東黃日東  梁帶有梁帶有梁帶有梁帶有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 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陳栢健 分隊隊長分隊隊長分隊隊長分隊隊長 ：：：：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葉建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林達泉、、、、郭郭郭郭  淼淼淼淼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裝備裝備裝備裝備  : 行山鞋行山鞋行山鞋行山鞋、、、、風褸風褸風褸風褸、、、、蚊怕水蚊怕水蚊怕水蚊怕水、、、、腳架腳架腳架腳架、、、、頭燈頭燈頭燈頭燈、、、、失打線失打線失打線失打線、、、、黑咭黑咭黑咭黑咭、、、、漸變灰鏡漸變灰鏡漸變灰鏡漸變灰鏡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  ：：：：24mm至至至至 70mm拍攝大景拍攝大景拍攝大景拍攝大景、、、、70mm至至至至 200拍攝特寫蛋黄拍攝特寫蛋黄拍攝特寫蛋黄拍攝特寫蛋黄 【【【【帶備個人所需物件及糧水帶備個人所需物件及糧水帶備個人所需物件及糧水帶備個人所需物件及糧水、、、、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中途沒有補給中途沒有補給中途沒有補給中途沒有補給））））】】】】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全程需要戴口罩全程需要戴口罩全程需要戴口罩全程需要戴口罩、、、、外影行山活動自行決定參與否外影行山活動自行決定參與否外影行山活動自行決定參與否外影行山活動自行決定參與否，，，，如發生任何意外如發生任何意外如發生任何意外如發生任何意外，，，，本會概不負責本會概不負責本會概不負責本會概不負責，，，，如需要如需要如需要如需要，，，，自行購買意外保自行購買意外保自行購買意外保自行購買意外保 險險險險。。。。 

 

 （（（（一定要報名確實預約的士回程一定要報名確實預約的士回程一定要報名確實預約的士回程一定要報名確實預約的士回程，，，，臨時加插可能無車位臨時加插可能無車位臨時加插可能無車位臨時加插可能無車位）））） 曾於曾於曾於曾於 14天內接觸過懷疑或確診新冠肺炎人士天內接觸過懷疑或確診新冠肺炎人士天內接觸過懷疑或確診新冠肺炎人士天內接觸過懷疑或確診新冠肺炎人士或或或或發燒及感冒人士不不要參加發燒及感冒人士不不要參加發燒及感冒人士不不要參加發燒及感冒人士不不要參加 

 本會名譽顧問黃偉霖先生本會名譽顧問黃偉霖先生本會名譽顧問黃偉霖先生本會名譽顧問黃偉霖先生，，，，於於於於 10 月月月月 25 日凌晨因病離世日凌晨因病離世日凌晨因病離世日凌晨因病離世，，，，黃黃黃黃先生擔任本會名譽顧問多年先生擔任本會名譽顧問多年先生擔任本會名譽顧問多年先生擔任本會名譽顧問多年，，，，本會前任會長本會前任會長本會前任會長本會前任會長，，，，熱心會務熱心會務熱心會務熱心會務，，，，扶扶扶扶持持持持後後後後輩輩輩輩，，，， 貢貢貢貢獻獻獻獻良良良良多多多多，，，，現現現現歸歸歸歸極極極極樂樂樂樂，，，，本本本本會會會會理理理理事事事事委委委委員員員員致致致致以以以以深深深深切切切切哀哀哀哀悼悼悼悼，，，，並並並並對對對對其其其其家家家家人人人人致致致致以以以以深深深深切切切切慰慰慰慰問問問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