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零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9/6、27/7、31/8、28/9、26/10、30/11、28/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由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之” ”騰龍”古勞龍舟，水鄉映荷、腐竹製作、五金廠房采風兩天

遊專題比賽”定於 6 月 29 日本月月會中舉行。 

二零一零年六月份會員月報 

    ＊本會會員大優惠,，訂購台灣“收藏家＂各型號電子防潮箱均可獲贈：PANASONIC HJF5 鋯石耳筒
一只；Sandisk 產品部分優惠產品再度降優惠價。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全港專題攝影比賽，定於本月月會頒獎。 
    ＊名銜主席整理本會歷年來名銜，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2010 年 6 月份月會：定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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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部

消息：本月份會員月賽專題賽：六月：旅遊(不得加减合成) (Photo travel) 
歡迎新會員：普通轉永遠－李兆漢;普通會員－謝繼鴻、高榮勛、林大衛、張錦誠。   
◆“梅窩水燈及天燈節 2010” 全港專題攝影比賽，定於本月月會頒獎，所有獲獎作品已上載以下網頁：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20100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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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電話(96742403)；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份修訂後，考試組別增加數碼影像組及費用調整：碩學會士AGPC(HK$300)，博

學會士FGPC(HK$500

◆本會主辦:數碼攝影進階課程                        

)。凡投考碩學會士者，必需參加本會月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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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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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pc-hk.org/html/honours.asp及表格：

http://www.gpc-hk.org/html/download.asp 

    本課程適合對攝影有基本認識的人士或已完成本會數碼攝影基本功證書班學員，本課程除教授如何利用數碼相機

進行專題創作外，最主要是通過外影實習及對學員作品作出握要評述，以其達至互動教授，融會貫通的教學的目的，

課程內容：1 旅遊攝影。2 學員習作評述。3 夜景日出日落的拍攝。4 外影實習(香港)。5 風光攝影。6 學員習作評述。

7 人像攝影初步。8 燈光人像實習。9 外影實習。（香港或鄰近地區）10 學員習作評述。 
上課時間：2010 年 7 月 7 日 起逢星期三下午八時正至 9 時半（共 8 課，另外影實習 2 課）。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塘尾道 54-58 號永利工業大廈 7 樓 701 室。 
導師：鍾賜佳先生。費用：HK$800.00 HK$600.00 (恩典會會員) 
有關課程網頁: http://www.gpc-hk.org/html/news/course_201007.pdf 
◆張鈞良 PHOTOSHOP 高階課程，反應異常熱烈，業已超額報名，如果會友們有興趣報名，可於陳凌雲會友(96290113)
留位，待此期課程完畢，下期開班即可優先上課。有見及此，學術部於 7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四十五分，於大會

堂八樓演奏廳，舉辦由張鈞良主講 PHOTOSHOP 系列:不一般的 PHOTOSHOP 攝影講座；講座介紹：張鈞良先生，

超人氣沙龍攝影家，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開始涉足國際沙龍，後因私人事務，暫息影壇；至世紀末，因經商於廣

東省，因緣際會，再度投身攝影創作，憑藉其個人深厚修養，參加國內外攝影比賽及再度投寄國際沙龍，獲獎項如探

囊取物；尤其近年來巧用 PHOTOSHOP 軟件作神乎其技的畫面處理，令出色的作品更創意盎然，站穩位於國際攝影沙

龍十傑之前列，蜚聲環宇。是次講座，張鈞良先生會講解其創作心得外，並將即場示範，利用 PHOTOSHOP 軟件，將

照片由平凡蛻變成亮麗，或超越時空思維，創作出更可堪玩味的作品。相信無論是初試啼聲的攝影愛好者，或者是造

詣已登堂入室的攝影人，定必不容錯過。免費入場 不設留座 座滿即止 為免向隅 請早進場。＊本節目蒙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場租資助計劃予以補助 謹此鳴謝＊ 
有關是次講座之示範作品,可登入下列網頁: http://www.gpc-hk.org/html/gallery_master_17.asp 
 
 
 
 
 
 
 
 



 
          恩典攝影學會 2010 年 5 月份月賽 

邀請：鄺煒利先生，邱國雄先生，蔡嘉彥先生，評選成績如下： 
   姓名 題名   姓名 題名 

甲 
組 
照 
片 

冠軍 葉嘉榮 晒大佛 乙 
組 
照 
片 

冠軍 黎金滿 晒佛禮成 
亞軍 鄧國華 工地一角 亞軍 李兆漢 夢想成真 
季軍 葉嘉榮 舞醉龍 季軍 黄偉民 飛撲而來 
   優異 麥耀東 衝出重圍 
   優異 麥耀東 跳躍舞動 

８ 
Ｒ 
專 
題 

冠軍 梁福喜 歇息 ４ 
Ｒ 
專 
題 

冠軍 李兆漢  
亞軍 麥耀東 兩相依 亞軍 程寶芝  
季軍 廖麗珊 此刻與你 季軍 李兆漢  
優異 梁福喜 展翅高飛 優異 黄仲文  
優異 廖麗珊 向上爬    

恩典會會員大優惠： 

1.) 現恩典會會員優惠價訂購台灣“收藏家＂各型號電子防潮箱，均可獲贈：PANASONIC樂聲牌 HJF5 鋯石耳筒一只
產品網頁：http://www.panasonic.hk/av/chinese/audio/model/rp-hjf5.aspx 贈送期有限，送完即止。 
“收藏家＂各型號電子防潮箱個別型號參考優惠價格：HD-40GD $500.00(此型號不送耳筒)，RT48-C $780，CF65C $880，
AD75 $1630 其他型號均以恩典會會員優惠價。 
附注：以訂貨報價作準，防潮箱須自行到行取貨，如需送貨，加費用$100。  
所有“收藏家＂貨品必須致電鍾賜佳會友(9203 0293)由本會落單，才享有此優惠。 
2.) SanDisk 部分優惠產品再度降價，詳見如下： 
 如需購買，請依需要訂購貨品型號，數量，銀碼，聯繫人姓名，電話，連同銀行入數紙(恒生銀行：275-174407-001 Grace 
Photographic Club)，電郵本會gracephotoclub@yahoo.com.hk或傳真：24022377 
司庫黃麗珍會友，會通知於６月２９日本會６份月會取貨。 

 註: 已於 5 月 28 日 調低價格之產品 

May 28, 2010. List Price 會員優惠價 Remarks 
Extreme Compact Flash    
SDCFX-008G-P61 560 411 * 
SDCFX-016G-P61 970 712 * 
SDCFX-032G-P61 1,730 1278 * 
Extreme Pro Compact Flash Card    
SDCFXP-016G-P91 1,790 1,323 * 
SDCFXP-032G-P91 3,210 2,373 * 
SDCFXP-064G-P91 5,980 4,426 * 
SD / SDHC    
SDSDB-2048 70 49 * 
SDSDB-4096 100 70 * 
SDSDB-8192 180 126 * 
SDSDB-016G 330 240 * 
SDSDB-032G 660 488 * 
Ultra SD / SDHC    
SDSDH-002G 90 65 * 
SDSDRH-004G 130 89 * 
SDSDRH-008G 220 160 * 
SDSDRH-016G 430 317 * 
SDSDRH-032G 910 667 * 
Micro SD / TransFlash    
SDSDQ-2048 70 45 * 
SDSDQ-4096 90 66 * 
SDSDQ-8192 170 121 * 
SDSDQ-016G 410 299 * 
Memory Stick Pro Due    
SDMSPD-2048 110 75 * 
SDMSPD-4096 150 109 * 

http://www.panasonic.hk/av/chinese/audio/model/rp-hjf5.aspx�
mailto:電郵本會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SDMSPD-8192 260 190 * 
SDMSPD-016G 530 391 * 
SDMSPD-032G 1,100 813 * 
Memory Stick Micro (M2)    
SDMSM2-2048 100 69 * 
SDMSM2-4096 160 113 * 
SDMSM2-016G 680 499 * 
Cruzer USB 2.0    
SDCZ36-004G Cruzer 110 75 * 
SDCZ36-008G Cruzer 170 124 * 
SDCZ36-016G Cruzer 320 231 * 
SDCZ37-004G Cruzer Slice 110 75 * 
SDCZ37-008G Cruzer Slice 170 124 * 
SDCZ37-016G Cruzer Slice 320 231 * 
SDCZ40-008G Ultra Backup 240 173 * 
SDCZ40-016G Ultra Backup 420 311 * 
SDCZ40-032G Ultra Backup 840 619 * 
SDCZ40-064G Ultra Backup 1,680 1,238 * 
SDCZ50-002G Cruzer Blade 80 59 * 
SDCZ50-004G Cruzer Blade 100 71 * 
SDCZ50-008G Cruzer Blade 160 117 * 
SDCZ50-016G Cruzer Blade 300 217 * 
 
聲明：銷售貨品乃本會義務替會友及商號服務，一切錢銀轇轕及售後服務，均與本會無涉，本會不負上任何有關責任，
凡訂購貨品，即自動同意本項聲明，不得異議。 
 
恩典攝影學會歷年頒授名銜紀錄（直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止）;將刊於本會成立 30 週年紀念影集，如有錯漏，祈為

指正，請致電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李漢光先生(96742403) 或電郵：gracephotoclub@yahoo.com.hk 

年度 榮譽博學會士
Hon.FGPC 

博學會士 
F.GPC 

碩學會士 
A.GPC 

榮譽會員 
MH.GPC 

名譽會員 
Hon.GPC 

榮譽理事 
Hon.CMGPC 

８３ 

  梁其正 鍾賜佳 劉發樑  
潘 炳 謝國志 張耀偉 

梁其正 鍾賜佳 黃麗珍 
朱麗英 張耀偉 馮浩佳 
黃宜坤 蘇啟賢 謝國志 
黎榮安 陳偉超 李志強 

  

８４   李文光 盧淑琼 李文光 何樹容   

８５ 
 潘 炳 顏百龍 李天保 蕭日成 

吳國鴻 周纘遠 陳國榮 
漢旺球 

   

８６ 謝健邦 莫  光 梁其正  羅禮森 麥偉雄 莫金鳳 黎熾培   
８７ 鍾賜佳 朱玉清 鄭鈞濤 許福倫 葉健全 羅禮森   

８８ 
 譚栢新 呂栢棠 劉善良 鄺煒利 黃德安 梁建中 陳國榮 李明球 漢旺球 

陳群中 
  

８９ 

陳銘燊 張淑歡 羅志標 陳偉超 左豐宜 
伍榮新 朱文敬 余偉雄 
曾錦源 葉  華 樊德森 
鄧錦誠 陳廣耀 崔漢文 
陳炳洪 

孫  權 陳金順 萬麗珠 
 

  

９０ 
黎熾培 陳燦光 關景怡 
任  適 

吳國鴻 黃超鴻麥肇樑馬志信 
鄭淇忠 羅偉桓 趙澤民 

鄧滿榮 梁建中 李志新 
 

  

９１ 
吳連城 朱麗英 漢旺球 
楊冰雯 黎榮安 陳群中 

鄭淇忠  譚達強 葉  華 
 

  

９２ 陳偉超 林群基 張  平 謝國志 羅秋森    

９３ 
張伯根 張淑歡 馮浩佳 葉健全 蔡嘉彥 鄧  紅 何根強 

林世光 詹克彬 楊忠豪 
崔漢文 麥肇樑 
 

  

９４ 
何節全 李文光 謝國志 張遠明 陳日勝 凌玉蓮 冼傳強 

鄧炎堂 梁永強 吳章茂 
梁德新 

左豐宜 霍笑娟 陳日勝 
梁步安 
 

  

９５ 
容紹新 梁建中  李鳳顏 梁淑芬 黎文光 梁永強 冼傳強 鄧  紅 

朱敏初 
  

９６ 
郭  南  林仲賢 葉炳權 梁步安 

黃  強 
蕭坤漢   

９７  麥肇樑 蔡嘉彥 談劍球 林志權 林國榮   
９８ 陳日勝  何根強 張有發 余國興 何作明 蘇木成 林國榮 黃卓儉 談劍球 饒炳雄  



鄧炎堂 宋榮耀 陳 霖 
９９ 鄧  紅 范伯成 葉炳權 談劍球 潘  倫 李炳輝 阮潤培 陳凌雲 余國興   

００ 
麥柱發 陳  海 饒炳雄 麥  穩 陳栢健 鄧  紅  

胡耀富 
馬志信 

陳凌雲 鄧滿榮 徐中庸 丘志明 李  杰   

０１ 
梁步安 談劍球  李漢光 羅培海 吳達權 楊志華 

林壽炳 
  

０２ 
顏震東 李公劍 梁 波 
麥肇樑 

林健璋 梁順圍 馮慶超 杜寶珊 陳健枝 彭滿全 陳錦波  
錢均墀  

 

０３  羅培海 張鈞良 譚惠寧 靳子森 李國光   
０４ 黃貴權 陳凌雲 胡世光 馮敏如 孔德輝  陳運鴻   
０５     吳錦津  

０６ 

李國光 陳紹榮  秦宗良 林綿森 梁啟雄 
蕭國雄 陸天石 梁福喜 
李景仰 晉 琳 

李景仰 孔德輝 左思賦 
劉仕樑       
 

吳震峰 鄧滿榮 羅培海 潘  倫 
黃麗珍 霍笑娟 萬麗珠 
李  杰 梁順圍 楊志華 
吳達權 羅禮森 莫金鳳 
蘇啟賢 李志強 李志華 
丘志明 

０７ 
連登良 王健材 廖  群  彭德貞 張德勝 林鉅津 

楊啟源 陳炳忠 樂嘉成 
左思賦 

陳威基 秦宗良 李漢光   陳世龍 孔德輝 

０８ 
 何德全 陸天石 楊少銓 

馮慶超 
何德全 黃健華 葉明欣 
譚漢榮 
林達泉 

彭德貞 葉明欣 梁福喜 
 

 杜寶珊 

０９ 
左思賦 李漢光 杜寶珊 余炳有 

譚健康 李炳輝 張鈞良 
 張德勝 曾慶旻 劉仕樑 

１０ 
 靳子森 陳凌雲 秦宗良 

唐旭清 
周小龍  黃健明 唐旭清 譚健康 陳子汶 

謝  理 
  李漢光 李景仰 彭德貞 

秦宗良 陳威基 
附註：上列以證書頒授日期計算，即前一年為考核年度。 

本會為紀念成立三十週年，已於 2010 年 6 月份理事會通過下列紀念事宜： 
玉盤集－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影集 

1. 於二零一一年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週年作品展覽】，程序在進行中。 
2. 同時製作精美紀念品於四月十七舉行之會慶聯歡晚會中致送予參加者，已在報價中。 
3. 為配合上述展覽活動，特印發紀念攝影畫冊。並名為【玉盤集－恩典攝影學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有關 
印刷開度，以於同月理事會中通過如下： 
A) 呎吋規格：精裝 正 12 開 25X26cm 
B) 用紙規格：封面 157 粉紙裱 24 號灰版卡 內頁 157 啞粉紙 襯紙 140GSM 書紙 
C) 數 量：1000 本 
D) 內 容：以每頁印刷一張作品為主，以保持質素。 
E) 來稿提交：(1) 數碼檔案 (2) 精放照片 (3) 幻燈片. 
每位刊登於影集之作品張數不超過四幀，影集作品交稿日期及其他詳情請留意下月月報或日後報導。 
釋 義：週年紀念的習俗起源於歐洲，十七世紀時在英國得以推行，以至後來每個週年都有一個名字： 
三十週年紀念稱為＂珍珠禧＂，而＂玉盤＂取意於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盤。」寓意各位攝 
影者珠玉紛陳，而刊印於本影集之作品，琳瑯滿目，觀賞時仿似傾聽著一動人心弦的樂章，尤如「大珠小珠落玉盤」， 
珍如拱璧，別具神韻。 
～～～～～～～～～～～～～～～～～～～～～～～～～～～～～～～～～～～～～～～～～～～～～～～～～～ 
展覽訊息： 
陳紹文藝術攝影作品展覽，日期:6 月 18 至 20 日，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4 及 5 號展覽館)。 
譚健康個人攝影展之奇趣夢幻威尼斯：日期:6 月 18 至 20 日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 4 樓展覽館。 
羅佩儀女士『童真 童趣』攝影展：日期:6 月 19 至 21 日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 E3 展覽區。 
溫勵程東歐行(捷克.匈牙利) 個人攝影展日期:6 月 18 至 20 日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 E2 展覽區。 
國際沙龍：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第51屆國際攝影沙龍 截稿日期:9月12日(照片組)，9月19日(影像幻燈組) 

參加表下載：http://www.cpahk.net/salon_rules.asp 查詢：姜先生(25705601)  
攝影比賽: 
香港仔龍舟競渡暨漁民文化攝影比賽，由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會，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合辦，南區區議會贊助的 
「香港仔龍舟競渡暨漁民文化攝影比賽」，分 A 及 B 兩組別：A 組別：主題–2010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作品必須

於 2010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在香港仔海濱公園龍舟競渡大賽中拍攝。B 組別：主題：龍舟競渡花絮

及香港漁民文化。不限拍攝時間及地點。攝影比賽作品獎品由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獨家贊助。截件日期：2010 年



6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正。查詢電話：8107 3488 http://www.gpc-hk.org/html/news_details.asp?id=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