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雞唱吉祥到、過年財運好。恭喜雞年身體健康,福運齊臨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4/11、29/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本年餘下之月會日期(28/2、28/3、25/4、23/5、27/6、25/7、29/8、26/9、31/10、28/11、19/12)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二零一七年一份會員月報 

 溫馨提示: 2016年度會員月賽全年最佳作品(相皇)本月份月會舉行，敬請準時交相。由於場地要進行＂
會員月賽全年最佳作品＂評選，滙美盃1236世界風景初賽延至二月份月會舉行。敬請留意！ 

  2017年度1份月會定於24日(星期二)，晚上七時正在香港滙美數碼製作中心舉行：九龍青山道485 號
九龍廣場1512室，各組比賽會於下午七時四十五分正開始，各位參賽會友，務請將作品於下午七時十五

分截件前交至比賽部工作人員，而網上數碼組參加會友，請於1月20日凌晨12時前，將作品電郵至以下收
件郵址：gpchk.mc@gmail.com敬請合作。 
如首次參加月賽照片組而欲位列甲級者，可於月賽前將６幅合符甲級規格的作品交予比賽部以作考核，
如合格可即時參加甲級比賽(此項規定只適用於每年度之一月份)。 
歡迎新會員：普通會藉-鍾志堅。 
2017 年新一屆理事會依會章選出，名單如下-會長:唐旭清 副會長:孔德輝 陳偉超 秘書長:漢旺球 司庫:
黃麗珍 國際沙龍主席:梁其正 名銜審議主席:李志明 會員部:劉偉忠 學術部:謝啟年 總務部:鄧滿榮 展覽
部:杜寶珊 秦宗良 活動推廣部: 張馥芳 李兆漢 比賽部:吳敬芳 劉仕樑 簡鳳琼 資訊統籌部: 鄺綺雯 理
事:李漢光 莊耀家 陳凌雲 理事委員: 陳威基 李景仰 陳世龍 梁步安 張德勝 財務稽核:萬麗珠 
會員大會亦通過頒授下列榮銜:榮譽博學會士(Hon.FGPC)譚健康先生、蘇文郁先生、劉錦麟先生。 
榮譽理事(Hon.CMGPC): 鄺綺雯 新任名譽顧問(2017-2018): 余國強博士 

2016 度名銜審議，經名銜主席提請理事會通過頒發下列名銜:博學會士(FGPC)李健生 林達泉 
碩學會士(AGPC) 劉海惠 張煥發 許琳琳 吳敬芳 鄺綺雯 黎耀民。 
比賽部佈告： 
如首次參加月賽照片組而欲位列甲級者，可於月賽前將６幅合符甲級規格的作品交予比賽部以作考核，
如合格可即時參加甲級比賽(此項規定只適用於每年度之一月份)。 
2016 年 會員月賽最高積分及點數 

照片組甲級:李健生(384 分 49 點) 考勤獎 梁子光 李健生 黃達強 
照片組乙級:吳敬芳(355 分 39 點) 考勤獎 吳敬芳 阮輝春 王詠怡 嚴鎮波 李卓能 
乙組升甲組: 吳敬芳 何蕙妹 阮輝春 嚴鎮波 
網上數碼組: 最高積分及星標 莫松強(479 分) 黃榮生(463 分) 李健生( 456 分) 
1 星證書: 莫松強 何蕙妹 黃榮生 李健生 

   2016 年 12 月份月賽  邀請：唐旭清，漢旺球，杜寶珊，評選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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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黃達強 鬥快衝線 網 

上

數

碼

組 

冠軍 黃榮生       絲帶舞 

亞軍 李健生       繁殖地 亞軍 李健生   小灰蝶 

季軍 黃達強      舞動青龍 季軍 莫松強 何處是吾家 

優異 梁子光      舞影翩翩 優異 李英華     愛心藝術體操 

        優異 嚴鎮波   蝶戀花 

照

片

組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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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勞文華     光影舞 12

36

世

界

風

景

賽 

冠軍 楊曉雲    納美比亞死之谷 

亞軍 吳敬芳      烏鎮偶拾 亞軍 取銷 

季軍 阮輝春 力保不失 季軍 許有達      蘇光照海灣 

優異 毛達威      日落歸途 入選 李卓能       夕陽塔林 

優異 毛達威      滑浪雄姿 入選 許有達        紫菜灘 

入選 梁炳權       功成身退 

 



活動部消息： 
溫馨提示:由於國內旅行社團隊保險要求，參團者必須提供正確［中文姓名﹅性別﹅回鄉 
卡號碼﹅出生日期（年齡 80 歲以上不包含於旅行社團隊保險，敬請諒解）。 
如需本會代辦香港旅行個人保險，請在報名時說明，並需提供英文姓名及香港身分證號碼。 
蘇黎世［暢遊樂］旅行保險 中國線三天港幣$61/人 並於付團費時一同繳付. 
溫馨提示:花期會受氣候，生態及一切不可抗力的自然環境影響，敬請垂注。 
高鐵來回韶關樂昌九峰，大唐花海，石塘古村，雙峰寨三天攝影團。 
一，創作時間：2017 年 3 月 17-19 日(星期五，六，日) 

二，創作行程：第一天：早 8:00 於指定地點集合，乘高鐵(參考車次) 去程：福田一韶關 G6486 次 8:33/10:25 

) 繼乘車前往樂昌九峰於市區用午餐。之後前往【九峰鎮】位於粵北韶關市樂昌縣境內，被稱為有“廣東

最美鄉村”。每到春季，桃花，李花，梨花競相開放，紅的，白的，黃的（其中點綴的油菜花），綠的，色

彩絢麗，再夾雜著散落其間的灰色瓦房，好一幅田園畫卷。最難得的是，知道這裡的人不多，原生態的生

活氣息保存的比較好，傍晚乘車返市區入住宿：樂昌市區。 

第二天：早餐，後乘車前往曲江大塘，拍攝華南最大的【大唐花海】位於韶關市曲江區大塘鎮紅新村，項

目總投資約 5 億人民幣。項目總佔地面積約 6000 畝，一期開園約 1500 畝以“漫步花溪·夢遊花海”為主

題，其中有“花木觀光旅遊，農耕體驗旅遊，婚紗攝影基地”三大景區宿：韶關市區。 

第三天：乘車前往【石塘古村石塘古村】坐落於韶關市仁化縣離世界遺產丹霞山西北 20 公里的一處美麗的

小盆地中，有 640 歷史，是韶關市範圍內集古屋，古巷，古井，古寨，古風，古韻於一體，歷史文化底蘊

最深厚，古建築群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個古村落。雙峰寨位於中國廣東省仁化縣城西 20 公里的石塘鎮石

塘村，雙峰寨外形為長方形，用石灰和青磚砌成，寨子的面積有 4164 平方米，有一座主樓和四個炮樓，

主樓與炮樓之間有高 9 米，寬 1.2 米的城牆相連。午餐後乘高鐵(參考車次)韶關一深圳北 G73。16:00/17:36 

返回深圳，結束愉快創作之旅。報名：張馥芳 54924180 李兆漢 9750 8966(手機或 WhatsApp)        

團費： 港幣$2300/人 恩典會會員：港幣$2200/人 單人房差：全程港幣$400/人. 

湖北武漢梅花三天攝影創作高鐵團 
一，創作時間：2017 年 2 月 24-26 日 

二，創作行程： 第一天（2 月 24 日） 自行前往深圳北站乘高鐵（深圳北站 - 武漢）參考高鐵班次（G1004

次 08：26 開車，13：21 到達武漢），抵達後乘車前往用午餐，下午前往東湖梅花攝影創作，武漢東湖梅

園居全國四大梅園之首，是全國著名的賞梅勝地，又是我國梅花研究中心所在地。佔地 800 餘畝，地栽

梅花近萬株，東湖梅園現有梅花品種 309 個，其中已進行國際登陸的品種有 152 個。內有妙香國，江南

第一枝，花溪，放鶴亭，梅友雕像，冷艷亭等景點。用晚餐後入住酒店，晚上自由活動。 晚住武漢 

 第二天（2 月 25 日） 早餐後乘車前往東湖梅園進行梅花創作，午餐後前往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進行

創作，可拍攝鬱金香，各式蘭花等，它是一個集科學研究，物種收集，科普教育，觀光旅遊於一體的大型

綜合性植物園，為全國三大植物園之一，或可自由於東湖梅園創作。 晚住武漢 

第三天（2 月 26 日） 早餐後乘車前往東湖梅園進行梅花創作。午餐後乘車前往火車站乘高鐵參考高鐵班

次參考高鐵班次（G1017 次 14：39 開車，19：39 到達深圳北站) 結束愉快的創作之旅！ 

費用：非會員港幣$3570.00 恩典會員優惠港幣$3350.00 

報名：張馥芳 5492 4180 李兆漢 9750 8966 (手機或 WhatsApp) 

旅程費用：全程攝影線路，行程內車費（如有需要一人兩座位請另補車費），景點首道門票，住宿費，擺

拍費，餐費，旅行社等。 費用不含：個人消費，單房差等 

 注意事項： 

1，凡患有不適合出行的疾病患者不得報名參加，隱蔽病情者責任自負。 

2，本團是以梅花攝影創作為目的; 

3，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團出行所造造的損失由自己承擔，剩餘團費不予退還; 

4，以上行程僅供參考，保留因路況或天氣原因，在實際接待過程中對行程和景點做合理調整的權利。 

5，出發前務必攜帶身份證及其有效證書; 

6，如出現單男，單女，安排三人間或自補房差。 

重要聲明: 本會只負責組織此次行程，行程上一切之食往交通及節目安排，均交由有關旅遊單位辦理，如遇有改變

行程食住交通等，即視當時情況靈活處理，本行程之參加者應對自身及財物之安全負責，本會不會負上有關是次行

程之任何責任及並不會作出任何形式之賠償，凡參加此次旅遊攝影團者，即自動同意本項聲明，不得異議。如遇有

任何爭議均以本會之最後決定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