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會員月報       

   本本本月月月頭頭頭條條條：：：222000111000 年年年度度度 222999 週週週年年年會會會慶慶慶定定定 444 月月月 111888 日日日    (((星星星期期期日日日)))舉舉舉行行行   
   Panasonic 樂聲牌兩項人氣產品，本會會員激安...大割引....!!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全港專題攝影比賽.....(詳情見下報導) 
 
2010 年 3 月份月會：定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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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港

島線上環站永樂街Ａ2 出口上環文娛中心對面）舉行，歡迎會員携伴或親友出席。餐劵每位八十元，當晚即售。

月會並評選“春風儷人行”名模攝影采風團專題比賽，除原有獎品外，並加送本會成立 25 週年紀念，”銀禧”影
集壹本，請各參加者踴躍交相比賽，獲獎者即晚頒獎。  
歡迎新會員：普通會員－黃仲文、曾博明、汪希文、譚達義、林李梅、譚靖邦。  
2010 年度 29 週年會慶定 4 月 18 日 (星期日)舉行：當晚頒發各項名銜證書、月賽全年獎品，09 年度國際沙龍

香港區獎品，攝影器材展覽或優惠、燈光攝影攤位及專題比賽；席間遊戲、幸運抽獎及名由真善美群益會金曲

表演助慶，席劵每位二百八十元正($280)。留位訂票：副會長杜寶珊(90513808) 秘書長：漢旺球( 92886347)。（由

於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故極需各位會友支持，倘蒙惠贈幸運抽獎禮品及代金，可致電上列人士，無任翹盼）。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於 3 月 26 日至 3 月 29 日於梅窩舉行，根據大會發放之節目如下： 
1.祈福水燈－26 至 29 日下午 6 時晚上 10 時，地點：梅窩銀河；2.放孔明燈－26 至 29 日下午 4 時晚上 9 時，

地點：銀礦灣沙灘；3.國際搖櫓比賽－27 至 28 日上午 10-12 時，下午 2-4 時，地點：梅窩銀河；4. 沙灘足球賽

－28 日上午 11 至下午 4 時，地點：銀礦灣沙灘；5.滑水表演－27 至 28 日中午 12 時-下午 2 時，地點：銀礦灣；

6.粵劇－26 至 29 日下午 2-5 時及晚上 7-10 時，地點：梅窩遊樂場；7.美食嘉年華－26 至 29 日上午 11 至晚上 9
時，地點：梅窩銀河行人路 ;8.寵物嘉年華－27 至 28 日上午 11 至下午 6 時，地點：梅窩銀礦灣廣場；9.金龍

醒獅巡遊－28 日上午 11 時，地點：梅窩綜合大樓停車場；10.盤菜宴 26 至 29 日中午 12 時-晚上 9 時地點：梅

窩康樂中心。上列節目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以「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籌備委員會大會網

址 www.hungshingfestival.com.hk公佈為準。此項全港專題攝影比賽細則，請閱附件單張。 
                 
學術部主辦燈光人像攝影課程：基本燈光認識及操作、影樓燈光佈置、燈光人像攝影技法、通過模特兒實驗拍

攝，讓學員在課程中理解及掌握基本技法， 並親自處理操作佈光。報名者需具備基本攝影認識：日期： 2010
年 4 月 22 日（逢星期四）共五課模特兒實習拍攝。上課時間： 下午八時正至九時三十分。上課地點： 九龍

旺角塘尾道 54-58 號永利工業大廈 7 樓 701 室。費用： HK$750.00(含模特兒費用)恩典攝影學會會員：HK$550
課程主理：陳凌雲 導師；課程如下：燈光器具的認識，光源、光質、光比的運用，人像拍攝的基本技巧及佈

光要點，三角光林布蘭燈法、蝴蝶光的技法。由導師安排模特兒實習，使學員掌握燈光人像的應用。報名：陳

凌雲先生(9629 0113) 。名額：15 人。報名後請將姓名,聯繫電話,會員証號碼(如適用)連同銀行入數紙 (香港恒

生銀行戶口 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 傳真至24022377或電郵至：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司庫 ：黃麗珍小姐收到後通知覆實上課。   
國際沙龍消息：本會國際沙龍由於辦理完善，歷年均獲美國攝影學會(PSA)特別承認，以作為統計世界沙龍十

傑，星級攝影家等榮銜之計分沙龍；本屆更申請英國皇家攝影學會(RPS)之承認；沙龍 委員會已投入緊張之籌

備工作，參加表格已在印製中，稍後會寄發給各位會員，敬請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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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份月賽，邀請：吳文權，李文光，劉華泰，評選成績如下：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名 
甲 
組 
照 
片 

冠軍 黄振添 佛國牧歌 乙 
組 
照 
片 

冠軍 黎金滿 收成 
亞軍 葉嘉榮 晒佛歸途 亞軍 何淑佩 漫步歸途 
季軍 劉仕樑 飛舞 季軍 黄仲文 画臉普 
優異 葉嘉榮 漁作 優異 黎金滿 玩沙作樂 
優異 鄧國華 高温境界 優異 黄偉民 少女情懷 

 
專 
題 
組 

冠軍 黄偉民 窮追不捨 ４ 
Ｒ 
專 
題 

冠軍 張馥芳  
亞軍 劉仕樑 滑水雄姿 亞軍 張馥芳  
季軍 麥耀東 全力一撲 季軍 張馥芳  
優異 黄偉民 追逐 優異 黄仲文  
優異 黄偉民 鐵騎爭雄    

 所有獲獎作品已上載本會網頁：http://www.gpc-hk.org/html/monthComp_3.asp#A 
      
       激安...大割引....!! 會員大優惠 
       只需優惠價 HK$1450.00，即可擁有 
       Panasonic 樂聲牌兩項人氣產品        
         各大電器連連鎖店現售 HK$1980.00, 
       恩典攝影學會會員優惠價 HK$1450.00 
Panasonic 樂聲牌 S-8253 3D 浮動四刀頭電鬍刀  
產品簡介：全日本製造創新四刀頭 3D 立體「終極刀網」超高速 13000 轉最 

大幅度全方位 3D 浮動刀頭，超銳利 30 度銳角內刃設計。 

產品網頁：http://www.panasonic.hk/ha/chinese/feature_534.aspx 

另加贈送價值 HK$350.00 
Panasonic 樂聲牌 DJ10-A 便攜電池式水牙線  
產品簡介：脈衝式高速噴射水流，每分鐘達 1,500 次，徹底清潔難刷部位，伸縮式 

儲水箱及噴咀隱藏儲存位置，方便攜帶外遊，隨時隨地都能保持口腔清潔 RC 100~240 

伏特 (世界通用電壓)。 

產品網頁：http://www.panasonic.hk/ha/chinese/feature_733.aspx 
如欲以會員優惠價購買上列貨品，必須請致電：鍾賜佳會友(92030293)，待登記後， 
逕往＂荃灣德士古道 62-70 號，寶業大廈 A 座 4 樓 A3 室 于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24161416) 自行取貨及付款。 
講座消息： 
  翁蓮芬女士<妙舞飛揚>攝影講座，主辦:香港攝影學會，日期:3 月 26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陳紹文老師 "花姿影枝" 講座，主辦:海鷗攝影會，日期:4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四十五分至九時半； 
  地點: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攝影班消息：數碼攝影初階課程，主辦：大埔攝影會；導師：鍾賜佳；課程由攝影基本認識開始；如何選 
 購合適的數碼相機，介紹各種相機的功能及器材的保養；認識相機內的功能選單，白平衡、感光度-ISO 和 
 曝光模式的設定；  場景模式、測光方法、曝光補償、光源認識；光圈和快門的互動關係，景深效果和快門   
 效果、取景和構圖；不 同焦距鏡頭的應用及戶外實習和學員功課評述.....共十課。開班日期：2010 年 4 月 12  
 日（逢星期一）。 上課時間：下午八時正至九時三十分。地點：大埔太和邨太和舛`鄰里社區中心 5 樓。 
 報名及查詢：陳運鴻(9496 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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