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31/5、28/6、26/7、30/8、27/9、25/10、29/11、20/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二零一一年五月份會員月報 
★2011 年 5 月份月會：定於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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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劵每位九十元正，當晚即售，歡迎

會員携伴或親友出席。 
★歡迎新會員：普通會籍：----鄭綺雯；永遠會籍：黃智冰，鄭立言，王耀榮(上月誤植王耀榮為普通會  
       籍，特此更正並致歉)。 

              
       本會成立 30周年聯歡大會，主禮嘉賓大會主席本會永遠名譽顧問連登良先生與眾理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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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凌雲
先生收，查詢電話(9629 0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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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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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份月賽邀請：羅耀泉，陳紹榮，邱國雄評選成績如下： 
 名次 姓名 題名  名次 姓名 題名 

冠軍 黃仲鵬 弱肉強食 冠軍 劉仕樑 水花四濺 
亞軍 黎金滿 激鬥 亞軍 劉仕樑 聚精會神 
   季軍 黃仲鵬 粒粒皆辛苦 
   優異 劉仕樑 炮仗賀端陽 

甲 
組 
 

   

原 
創

組 
 

優異 李兆漢 綠野仙踪 
冠軍 劉桂梅 冠軍 黎金滿 遲來一步 
亞軍 李啓民 亞軍 劉仕樑 出水芙蓉 
季軍 楊偉森 季軍 黃仲鵬 飛哺 
優異 李啓民 優異 黃仲鵬 鬥水牛 

會 
慶 
專 
題 
組   

2011 會慶燈光專題組

邀請：左思賦，梁步

安，張德勝評選成績如

左。 

數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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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黎金滿 晨早作業            

       
 
  

    

 



 ★  本會慶祝成立三十週年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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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旺球(92886347)★
         機構及芳名 贊助項目          機構及芳名 贊助項目

唐旭清先生 電水壺一具

陳運鴻先生 SIGMA 鏡頭壹支

藝康(香港)有限公司 Nikon COOLPIX S2500 數碼相機壹部 翟偉良先生 新出版作品集三本
北光系統有限公司 Spyder Checkr 屏幕正色軟件一套 邱國雄先生 鴻運扇一台 火鍋煲一個 攝影包一個

捷成洋行專業攝影器材部 TENBA 專業攝影包兩個 梁福喜先生 名廠廚具及開瓶器各一套

興隆科技有限公司 ScanDisk Ultra II 4GB SDHC及Extreme 8GB 記憶卡各一片 陳佐銘先生 禮品3份

真美科技有限公司 三維全景環攝轉台壹套 劉偉忠先生 名廠攝影包兩個

新都會大酒樓 餐飲現金券500元共兩張

鍾漢榮先生 Tamrac 攝影包壹個
圖麗有限公司 Holga 相機三部(120TLR,120CFN,135BC) 山友行 旅行用品十二件
博士能光學亞洲有限公司 tasco 15-16X20 專業望遠鏡壹具 張德勝先生 名廠新歷聲耳筒壹具
適馬(香港)有限公司 SIGMA 70-300mm f4-5.6 DG Marco (for Canon)壹支

好世界影音器材有限公司 沖印現金劵5張@100.00
辣椒出版社(DiGi數碼雙周) DiGi數碼雙周全年26期贈閱

山卡啦攝影俱樂部徐伯宏先生 防潮箱一個 單腳架一支 外影袋6個 閃光燈柔光罩3個

梅窩洪聖誕籌備委員會 名貴紅酒一箱(12支)
政府人員協會攝影學會 「超市」禮券港幣500元正

深圳域高彩藝有限公司 立體照片製作器材25套

梅窩鴻洪聖誕委員會 名廠紅酒12支

曾慶旻先生 中國深圳旅遊攝影俱樂部現金券500元共五張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超市」禮券港幣600元正

李飛熊先生 精美電子計算機24個

陳銘燊先生 疊影畫一幅

陳紹文老師 陳紹文攝影藝術集18本

李國光先生 智利紅酒三箱

李國光夫人 膳魔師廚鑊壹套,美酒兩支

黃麗珍小姐 名貴禮品10份
李玉蘭女士 聖安娜西餅劵10打 浴室套裝4套 名貴銀包12個

許忠泉先生 名貴紅酒兩支
李    杰先生 名廠手錶兩只

葉滿枝先生 N轉C鏡頭接環5個 改鏡優惠劵15張@250
張淑歡小姐 「超市」禮券港幣400元正@50
何根強先生 「超市」禮券港幣100元正@50 飲食禮劵300元正@10
康寧貿易有限公司 禮品50份
霍笑娟小姐 名廠廚具一套

陳淳翰先生 名廠床單一套

Manfrotto Distribution HK
Ltd,

TAMRON 鏡頭70-300壹支   2010年度會員月賽相皇騰

龍17-50mm F/2.8鏡頭共3枝 TAMRON鏡頭抺布350件
騰龍工業(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攝影器材進口商會   香
港攝影器材商會

名廠風扇四具 旅行冰袋6套 圍獎一箱

連登良先生 黃貴權醫生BBS  黃棟樑先生

蘇嘉富先生 陸天石先生 左思賦醫生 彭麗雯醫生 張德勝先生 崔偉雄先生

馬志信先生 王健材先生 何節全先生 陳凌雲先生 鍾賜佳先生 漢旺球先生

麥    穩先生 李    杰先生 李漢光先生 李文光先生 林群基先生 林鉅津醫生

張文瀾先生 杜寶珊先生 李景仰先生 秦宗良先生 劉偉忠先生 唐旭清先生

蘇啟賢先生 陳佐銘先生 任    適先生 丁錫全醫生 藍寶慶先生 翁蓮芬女士

張鈞良先生 王德明先生 吳民權先生 陳澤榮先生 梁    維先生 梁福喜先生

容紹新先生 何寶甜先生 翟偉良先生 張偉強先生 鍾偉強先生 梁家輝先生

甄國富先生 鄧滿榮先生 梁步安先生 梁詠兒小姐 庚妙雲小姐 袁旭崧先生

蔡國平先生 葉英強先生 孔德輝先生 陳紹榮先生 李志明先生 李兆漢先生

鄧少鳳女士 黃永耀先生 鄒頌文先生 陳威基先生 廖    群先生 劉錦麟先生

蘇文郁老師 曾兆中醫生 李玉蘭女士 蕭祐南先生 黃卓儉先生 饒炳雄博士

陳炳洪先生 王麗珠小姐 龍振宇先生 黃健明醫生 陳世龍先生 黎榮照先生

陳紹榮先生 鄧祖國先生 梁    波先生 黃少蘭小姐 何耀東先生 卓遠坤先生

王貴光先生 何振威先生 楊偉森先生 黃英松先生 葉建生先生 林達泉先生

陳栢健先生 陳炳忠先生 何兆昌先生 陳炯康先生

天藝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攝影學會 香港35攝影研究會  大埔攝影會

澳門攝影學會 佳能攝影會 澳門沙龍影藝會 屯青攝影組

Kata Capsule 185-DL 攝錄機/相機袋 一個National
Geographic W2025相機袋一個,

贊助代金(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