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5月份會員月報 餘下之月會日期－－－( 26/5 , 30/6 , 28/7 , 25/8 , 29/9 , 27/10. 24/11 ,  29/12 )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熱烈祝賀榮譽會長陳紹榮先生當選廣東省普寧市第八屆政協委員)
永遠榮譽會長 陳銘燊  2009年5月份月會, 定5月26日 (星期二),  晚上七時假座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一樓中源中心嘉豪酒家(港鐵上環

榮 譽 會 長 : 梁其正 站, 上環文娛中心對面）, 歡迎會員依時出席。

鍾賜佳 歡迎新會員（普通會員）：何小玲，熊得洋，何志超，李天柱。

李文光 ◆『香港情懷』會員展已於5月10日完滿結束，各位參展者請於本月份月會中取回大作，查詢：秦宗良(91471637)

李國光 ◆騰龍汕尾鳳山媽祖節活動專題比賽,由騰龍工業 (香港)有限公司劉自良經理,沙龍影友協會副會長譚健康先生,

陳紹榮 恩典攝影學會會長陳凌雲先生評選,成績如下:-（頒獎典禮定於本月月會舉行，並展出獲獎作品）。

  2009年理事會 冠軍:黃卓儉(慶典) ，亞軍:何顯榮(燒衣) ，季軍:龍衍章；優異:黃卓儉(化寶)，何顯榮(漁家女) ，龍衍章，

會　  　長： 陳凌雲 姚宇紅(曬冷)，柯福澤，李兆漢(童心協力)，陳嘉兆， 鄧婉嫻 ，陳兆杰 ，入選2張 ： 麥永健，梁鴻坤 ，鄞強斌 

副  會  長： 左思賦 ，高笑英 ，何樹翔 (煙火四射,回眸一笑)。(各獲獎作品會於頒獎禮後上載本會網頁，敬請留意）。     

　　　　　： 孔德輝 ◆本會2009年度國際攝影沙龍,定於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假座香港文化中心大堂E3及E4展區舉行，參加表格已

杜寶珊 上載本會網頁：http://www.gpc-hk.org/html/main.asp，會員參加免收參加費，查詢：彭德貞沙龍主席(92346787)。
秘　書  長：  漢旺球 ◆本年度第一次名銜考試定於六月卅日截止 , 有意投考者請準備作品，並於該日前交至名銜主席李漢光先生收，

譚健康 查詢電話(96742403)；費用：碩學會士AGPC(200元)，博學會士FGPC(400元)。凡投考碩學會士者，必需參加本會月賽

司　    庫： 黃麗珍 連續六個月之或以上之紀錄方可投考，在考獲碩學會士後方可投考博學會士。會員亦可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RPS)，
沙 龍 主席： 彭德貞 美國攝影學會(PSA)及國際影藝協會(FIAP)名銜申請本會同等資歷名銜，可登入以下網址下載有關章程及表格：

名 銜 主席： 李漢光 www.gpc-hk.org/html/honours.asp；www.gpc-hk.org/html/download/honoursExam.pdf ；www.gpc-hk.org/html/download/honours_form.pdf
學術部主任： 陳威基  張德勝 ◆<心繫香江-重溫往日情>港鐵公司公開徵求懷舊香江照片，擺放於車站與市民分享香港的集體回憶，有關

會員部主任： 萬麗珠 詳情請可參閱以下網址: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98，如會友存有屬舊照片，港鐵免費提供掃瞄服

展覽部主任： 秦宗良 李志明 務，最大為A3呎度，有關掃瞄詳情，可電：港鐵熱綫2881 8888　查詢。

總務部主任： 鄧滿榮 劉仕樑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歡慶澳門>相片徵集，提交者如入選可獲贈一至三套港澳來回船票。詳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推廣部主任： 唐旭清 李景仰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299　查詢及聯絡：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李先生(852) 2561 8001
活動部主任： 陳世龍 ◆全國荷展六月澳門揭幕，“二○○九年第廿三屆全國荷花展”暨“荷香樂滿城——第九屆澳門荷花節”將於六月十日至

謝    理 楊啟源 廿八日在澳門舉行，並舉辦攝影比賽，詳情可登入：http://www.iacm.gov.mo/lotus2009/main.aspx?lang=c
比賽部主任： 梁福喜 ◆攝影展覽：香港藝術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國慶大匯展攝影展覽於5月20日至24日於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

程少芝  劉繼明 ‧陳樹人影藝同學會會員作品展日期：5月16日(星期六) 至18日(星期一)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堂E3 & E4展區。

網  頁 主  任：陳子汶 ‧海鷗攝影會會員聯展，日期：5月23日(星期六)至26日(星期二)，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堂Ｅ3 & E4展區。

理　 　事： 梁步安 李　杰  ‧香港TLR雙鏡同學會攝影展－情迷雙鏡攝影展，5月27日(星期三)至31日(星期日)，地點: 九龍尖沙咀文化中心地下大堂。

                       張偉文 劉偉忠 ‧陳绍文攝影同學會會員作品展日期：年5月29日(星期五)至31日(星期日)地點：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財  務 稽  核：葉明欣 ◆攝影講座：Photoshop 系列之彫虫小技 (黃卓儉先生主講)；主辦：大埔攝影會，查詢請電 94966427 陳運鴻先生

日期：6月11日（星期四）晚上八時正；地點：大埔太和太和鄰里社區會堂五樓501室，費用全免(歡迎參加)。

永遠名譽顧問： ◆溫馨提示：為響應環保及減低浪費紙張，秘書處建議各會友自行登入本會網址：http://www.gpc-hk.org 擷取有關會務消息

 黃貴權醫生 　連登良先生 及閱覽月報。如各會友響應停止收取郵寄會訊，請直接發電郵通知本會秘書長漢旺球：honwongkau@yahoo.com.hk 或
 本會通用郵箱：gracephotoclub@yahoo.com.hk，如不諳電腦者，亦可選擇圖文傳真收取會訊，可將傳真號碼傳真至本會:

名譽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24022377亦可，多謝配合支持。

陳燦光  陳    海  陳紹文 ◆會員優惠：凡持有本會有效會員証，於中環士丹利街28A地下COLORSIX沖曬等服務，可獲八折優惠。

張淑歡  張伯根  鄒頌文 ◆學術部提供：如何清潔數碼單鏡反光機，可登入以下 YOUTUBE網頁：http://www.youtube.com/watch?v=zGQ_GSOR-y0
何節全  何寶甜  范伯成醫生 ◆比賽部提示：8R專題賽-----5月舞台及表演, 6月建築及線條, 7月花鳥蟲及動植物 , 8月紀實及生活 9月動態及運動 10月

李公劍  梁    波  林群基 慶祝國慶六十週年任何題材, 11月日出及日落, 12月夜景及煙火。

廖    群  麥柱發  吳連城(MH) 5月份月賽，邀請張鈞良，陳達權，李漢光三位評選，成績如下:-

王健材  胡世光  任   適  姓   名 　題　名   姓   名 　題　名

容紹新 照 冠軍 陳國雄 深謀遠慮  照 冠軍 李志明 力保不失

義務法律顧問: 片 亞軍 黃健華 晨光翱翔  片 亞軍 黃振添 冬日牧歌

陳啟球律師 甲 季軍 陳國雄 歡樂時光  乙 季軍 夏澤禮 百馬奔騰

嗚謝 組 優異 劉仕樑 水花四濺  組 優異 黃振添 天地敬拜

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　 優異 黃文華 相思 優異 嚴幗娟  盼望

贊助 2009 年度會務經費； 8 冠軍 劉仕樑 林中比試 4 冠軍 夏澤禮

2009年度月賽獎品贊助人: R 亞軍 黃文華 鏡中倒影 R 亞軍 嚴幗娟

譚健康先生  張德勝先生 專 季軍 梁福喜 夢幻舞曲 專 季軍 鄧婉嫻

騰龍盃相皇大賽： 題 優異 陳子汶 火女郎 題 本會成立28週年會慶,現屆理事會與名譽顧問留影.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 黃文華 逃出生天 　　　　★贊助商號及人士芳名詳見后頁★



         ★  本會慶祝成立二十八週年晚會，厚蒙下列商號及人士贊助抽獎禮品及代金，寵賜多珍，謹此鳴謝。如有錯漏，懇祈指正；請電：陳凌雲(96290113)   ★

商號及人士 禮        品 商號及人士 代金 商號及人士 代金 商號及人士 代金

黃棟樑先生 3500.00 張鈞良先生 500.00 劉偉忠先生 500.00
黃貴權醫生 2000.00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500.00 秦宗良先生 500.00

藝康(香港)有限公司 NIKON COOLPIX L19 數碼相機壹部 連登良先生 2000.00 蔡國平先生 500.00 梁順圍先生 500.00
適馬(香港)有限公司 SIGMA18-50/3.5-5.6 DC HSM FOR NAL 鏡頭壹支 翁蓮芬女士 1500.00 朱濟權先生 500.00 王貴光先生 400.00

蘇嘉富先生 1500.00 馮敏如先生 500.00 楊偉森先生 400.00
譚健康先生 1200.00 何國本先生 500.00 梁　波先生 400.00

捷成洋行專業攝影器材部 世界地理雜誌專業外影袋兩個蝴蝶夢攝影集五本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1000.00 何兆昌先生 500.00 鄭華廷先生 300.00
于加實業有限公司 PANASONIC BACKLIT PHOTO VIEWER 壹套 澳門攝影學會 1000.00 葉建生先生 500.00 張文瀾先生 300.00
圖麗有限公司 TOKINA SLS-3001ML 專業閃光燈壹具 世域建設有限公司 1000.00 李景仰先生 500.00 嚴幗娟女士 300.00
博士能光學亞洲有限公司 BUSHNELL 20X50 專業望遠鏡壹具 曾兆中醫生 1000.00 楊少銓先生 500.00 黃宜坤先生 300.00
東莞翔喜數碼圖文有限公司 88p.畫冊獎劵6張 王健材先生 1000.00 楊銘銓先生 500.00 梁　珍小姐 300.00

陸天石先生 1000.00 葉英強先生 500.00 李豪根先生 300.00
邱偉強先生 1000.00 李漢光先生 500.00 李碧心小姐 300.00

李飛熊先生 原子筆計算機禮品二十套 麥    穩先生 1000.00 黎榮照先生 500.00 李炳輝先生 300.00
好世界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沖印禮券5張共$1000 左思賦醫生 1000.00 姜錫祥先生 500.00 羅偉雄先生 300.00
博藝集團 DSLR 數碼單反攝影天書10冊 杜寶珊先生 1000.00 黃健明醫生 500.00 劉仕樑先生 300.00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遊禮券伍佰圓 張德勝先生 1000.00 任　適先生 500.00 劉健光先生 300.00
陳紹文老師 陳紹文攝影集10冊 梁福喜先生 1000.00 任偉思小姐 500.00 何寶甜先生 300.00
譚健康先生 KODAK電子相架壹具 漢旺球先生 1000.00 甄國富先生 500.00 陳栢健先生 300.00
陳凌雲先生 名廠電子防潮箱壹具 孔德輝先生 1000.00 陳凌雲先生 500.00 何應文先生 300.00

彭德貞女士 1000.00 范伯成醫生 500.00 甘慶儀先生 300.00
李    杰先生 1000.00 黃少蘭小姐 500.00 陳燦光先生 300.00

李    杰先生 LG手提無線電話 鄧滿榮先生 1000.00 袁旭崧先生 500.00 劉穗生先生 300.00
葉滿枝先生 鏡頭接環改裝代用劵10張 鍾賜佳先生 1000.00 林群基先生 500.00 謝錦雨先生 300.00
張淑歡小姐 何根強先生 精美旅行喼 名廠電焗爐及電飯煲 漢旺球先生 1000.00 梁步安先生 500.00 蔡嘉彥先生 300.00
唐旭清先生 電飯煲壹具 吳連城先生 800.00 陳啟球律師 500.00 廖仲堅先生 300.00
孔德輝先生 電話壹具 名廠MP3壹部禮品一批 彭麗雯醫生 800.00 林鉅津醫生 500.00 黃錦雄先生 300.00

卓遠坤先生 800.00 李文光先生 500.00 梁繼堯先生 200.00
藍寶慶先生 600.00 陳威基先生 500.00 鄭國明先生 200.00

鍾賜佳先生 法國威士忌酒壹支 茶具套裝 歐源欽先生 500.00 黃錦祥先生 500.00
霍少娟小姐 小型燒烤爐 翟偉良先生 500.00 黃卓儉先生 500.00
黃麗珍小姐 精美西餐具壹套及禮品兩份 譚啟漢先生 500.00 梁　維先生 500.00
余積信先生 電茶壺 VGA Digital Camera 果汁機 陳達權先生 500.00 唐旭清先生 500.00
陳    海先生 VSOP 干邑拔蘭地壹枝 陳澤榮先生 500.00 王德明先生 500.00
謝國志先生 電熨斗 壹具 陳偉伸先生 500.00 陳世龍先生 500.00
張德勝先生 CANON 水晶紀念章 陳紹榮先生 500.00 李志明先生 500.00

北光系統有限公司

TAMRON AF55-200mmf4-5.6 CAF鏡頭壹支 全年會

員月賽相皇騰龍17-35mm F/2.8-4 Di LD鏡頭3枝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旅行睡袋 廚房萬用切刀 電熱煱各壹個 攝影包

及餐具各兩個
陳銘燊先生

Kata DC-445 camera bag
Sandisk SD Extreme III 4G card及 CF Ultra II 4G card

興隆科技有限公司

Oral-B 超聲波電動牙刷 足部水療按摩器

Vidal Sassoon 恤髮器 水晶玻璃碗各一壹個
李國光先生

COLOR VISION SYPDER 2 SUITE 屏幕蜘蛛壹套

EXPO BISC 數碼白平衡濾鏡(72mm)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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