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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會會會會    訊訊訊訊        季賽消息季賽消息季賽消息季賽消息：：：：    1.    第四季季賽結果：    二零壹八年度第四季季賽於 12 月 10 日(星期一)舉行, 已完滿結束。 感謝鍾賜佳先生、陳柏健先生、吳敏駒先生為是次季賽作評判。 賽果如下 :   數碼 自由組 冠軍-周振業<金秋試馬 > 、亞軍-歐陽靜儀<晨霧 > 、季軍-杜子勝<重鎚出擊 > 優異獎-杜子勝<舞影雙雙 >、周振業<放牧 >、勞文華<爭先恐後 > 4R 專題 : 紀實 / 街拍 冠軍-庾妙雲、亞軍-吳笑萍-、季軍-歐慧芳 優異獎- 吳笑萍、庾妙雲、勞文華 4R 外影活動專題賽 冠軍-廖素珍、亞軍-陳步健、季軍-勞文華  優異獎-歐慧芳(兩張)、陳步健   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  2.   香港企業七人欖球賽拍攝活動  
       香港企業七人欖球賽（The Hong Kong Corporate Sevens）是一項年度活動，現已成為香港許多企業在十二月中的慶祝盛會。各大房地產公司，律師事務所和投資銀行齊聚一堂，爭奪獎杯，並同時回饋社區、支持慈善機構工作！         活動日期：2018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領隊：勞文華         攝影指導 ：周振業、莫藝程 
 3.    維港聖誕燈飾拍攝活動 

       繽紛冬日，璀璨香港！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已照亮維港兩岸。喜愛拍攝聖誕燈飾的  同學，又是一展身手的好機會了！         日期 :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地點：尖沙咀海濱長廊 領隊 : 張錦安 攝影指導 :  黃英松、張錦安 

 

  4.    亞洲盃自由式輪滑(香港)2018 拍攝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首次申辧國際性自由式輪滑賽事，參與國家或地區包括中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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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中華台北及香港，比賽項目包括速度過樁、單人花式繞樁、雙人花式繞式、花式對抗賽及花式剎停。單人花式繞樁及花式剎停率先於 12 月
27 日舉行，花式剎停項目會移師戶外至柴灣公園 2號足球場進行角逐，雙人花式繞式、花式對抗賽會於 12 月 28 日舉行，重頭戲碼速度過樁則在 12 月 29 日上演。香港作為東道主，除成年組亞錦賽亞軍精英運動員上陣參與外，青年組運動員亦會悉數上陣，預料各隊好手為爭奪冠軍寶座，勢必上演連場激戰。 同學會帶隊拍攝此項賽事, 捕捉運動員精彩的瞬間, 動感的美態。 

        日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六) 地點: 柴灣公園 2號足球場 攝影指導 : 莫藝程 領隊 : 陳步健 

 

5.   2019年 2月連平桃花三天攝影團 日期 : 2019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星期五、六、日） 

 會員:      HK$ 1,900 / 人 (現時陳樹人老師班組學員亦可以會員價報名) 

 非會員:  HK$ 1,960 / 人 （20 人以上成團，單人房差 HK$ 500 / 人） 

  攝影指導： 黃英松副會長 

  活動領隊： 陳步健 

  陳樹人老師亦會隨團出發 

  截止報名日期 :  2019 年 1 月 22 日,  額滿即止 

  有興趣參加者，請 whatsapp 吳笑萍 9467 8378報名。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查詢。 

  本攝影創作團由”深圳市空港國際旅行社”安排接待 

  行程資料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6.    2019 南京、蘇州、杭州梅花攝影美食 8天團 

      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 日 

      團費：HK$8,880  (單人房附加費 HK$2,500) （團費未包括:  旅遊服務費，司機、導遊小費每天 RMB40） 攝影指導：陳樹人老師 領隊：周振業 本團由博覽行承辦 查詢/報名：陳步健  whatsapp 9484 3838 

18 人成團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行程資料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7.      2019荷蘭、德國、法國 13天美食花之旅攝影團   

         何振威旅遊攝影會及陳樹人影藝同學會聯合主辦, 品味攝遊承辦 

        日期 : 12/4/2019-24/4/2019 攝影指導/領隊 : 陳樹人老師, 何振威 (歐遊攝影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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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報名 : 何振威 whatsapp 9283 7282 

** 本團已成團，尚餘少量名額，有興趣者請盡快報名。 行程資料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8   陳樹人老師摩洛哥 13天攝旅精華行 

       出發日期:  2019 年 5 月 1 日 

       攝影指導/領隊 : 陳樹人老師 

       本團特色 

       1.  精華行暢遊摩洛哥七大城市:   

     卡蕯布蘭加、拉巴特、舍夫沙萬、非斯、梅如卡、歐蕯蕯、馬拉喀什 

 2.  資深攝影老師陳樹人先生隨團指導 

 3.  撤哈拉沙漠酒店地理位置優越，給你置身大漠中的感覺。日出日落，令人神往 

 4.  探訪當地四個村落與不同族群拍照留念，文化交流 

 5.  四大世界文化遺產深度遊 -- 非斯舊城、馬拉喀什舊城、埃本哈杜古城、拉巴特 

 6.  乘四驅車穿越黃沙浩瀚的撒哈拉沙漠 

 7.  享用北非特色晚宴，欣賞民族表演 

 2018 年 11 月 16 日之前報名及付訂，可享 HKD 1,000折扣 

 本團由''熊貓行''旅行社承辦及安排行程。 

 報名及查詢:  2570 0048 熊貓行        行程資料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 : :     9999.  .  .  .              個別會員作品展 2019 - 招募參展者 (已額滿)                                        日期 : 2019 年 8 月 2-5日 (星期五至星期一)          地點 : 九龍尖沙咀文化中心四樓展覽館         是次招募獲得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很快額滿。 多謝大家的支持。   10.    Photoshop 課程 導師: 黃英松副會長 黃英松副會長編輯的 Photoshop教學課程，分為 PS基礎應用班、高階班及 進階班，把實用的 PS技法編入課程內，講義詳細列明步驟，方便學員回家温習。 最近一期(11 月 29 日開始上課)的 PS基礎應用班，報讀名額已滿。 如會員或朋友有興趣報讀下一期的 PS基礎應用班(初班)，可以個别聯絡梁詠兒(whatsapp 

9752 6191)留底名字，收集到一定人數的有興趣報讀人名後，便會籌備新班。如有其他問題，歡迎查詢。  11111111            陳樹人老師陳樹人老師陳樹人老師陳樹人老師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1111 月份最新課程月份最新課程月份最新課程月份最新課程           影藝深造課程 :       課程日期:  2019 年 1 月 16日 - 2019 年 4 月 3 日       報名及查詢電話:  2395 4340 (張先生); WhatsApp 9318 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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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課程資料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歡迎轉發課程資料給有興趣的影友。     11112222....            攝影背心攝影背心攝影背心攝影背心                                    謝謝大家訂購攝影背心。         廠方於 12初已送貨, 我會亦於 12 月中內將攝影背心交至訂購會員, 遲了交貨, 感謝大家的體諒。                        11113333.    2018.    2018.    2018.    2018 年名銜考試年名銜考試年名銜考試年名銜考試::::             2018 年名銜考試於 12 月初評審, 考試結果將會個別知會應考者，並於本會會訊及網頁公佈。  14.    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已改良及更新, 會友不需登入及入密碼, 就          可以直接進入本會網頁，瀏覽同學會的最新資訊、老師課程、季賽消息、           外影活 動消息、老師與會員作品、活動花絮及其他攝影活動資料等等。          本會甚歡迎各會員將攝影作品提交於網頁內刊登與大家分享，如有興趣          者，請  致電梁妙卿 92011623(再個別講解作品提交方法、檔案大小、數量           等)。 題材不  限。(本會網頁不接受帶有商業宣傳、暴力、色情及過於煽動          性的政治作品。如 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最新加入的會員作品有 :          梁詠兒 :   http://www.sycpaa.org/albums/main.php?g2_itemId=28353          勞文華 :  http://www.sycpaa.org/albums/main.php?g2_itemId=28315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5.    會務報告 : 歡迎新會員李錦芬小姐、莫雪華小姐、黃深源先生、招潤明先生、          黃婉貞小姐、梁瑞貞小姐、黃逸鴻先生、陳繼鴻先生、蘇詠儀小姐、梁彩玲小姐、          劉麗嬋小姐加入本會。                                                                                                陳禧笑  16.    由於中銀香港出售其持有之集友銀行有限公司的 70.49%股權，中銀香港公布股權轉讓的正式生效日期為 2017年 3 月 27日。           鑑於上述變動，集友銀行將不再是中銀香港集團成員, 請會員注意 :  如繳交各項活動費用時，只可通過中銀香港的櫃員機或服務櫃位, 不要再前往集友銀行。  17. 本會會員如有意舉辦攝影講座、個人作品展覽、小組聯展等活動, 本會可提供協助, 詳情可以與陳老師、會長及副會長商議。  18.   會員如有更改聯絡資料，例如手提電話號碼、通訊地址或電郵地址，請通知會務部陳禧笑94751988（電郵 tammy@cheungping.com.hk）。有關會籍資料查詢，歡迎聯絡會務部陳禧笑。  19.     歡迎會員提供攝影活動資訊，請聯絡何慶麟 (電郵：samuelho987@yahoo.com.hk) 、 尹兆江 (電郵：kong3401@yahoo.com.hk) 或杜子勝 (電郵 : jesstoo@gmail.com)， 以便 統籌整理及通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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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各會員如有任何意見及提議，可致電或發送電郵於下列聯絡人： 梁詠兒 97526191  winghelen123@yahoo.com.hk 庾妙雲 94312277  florayue1@gmail.com 何慶麟  93029505                       samuelho987@yahoo.com.hk  我們會盡快回覆及處理有關事項。  21. 繳交會費或費用  本會中國銀行儲蓄戶口：012-676-1-008175-7                (1)自助櫃員機(ATM)；或                    (2)以劃線支票(抬頭：陳樹人影藝同學會)，支票背面寫上                           本會銀行賬戶號碼，以及會員本人的聯絡電話，放入中銀香港銀行的 支票箱；或                 (3 )以劃線支票(抬頭：陳樹人影藝同學會)，於中銀香港支票機存入支票至本會賬  戶：012-676-1-008175-7；或                  (4) 電子轉賬 (會員必須在中銀香港有開立戶口, 才可以用此方法) 請將金額存入以上戶口，將入數紙寫上姓名、付款事項，電郵或致電負          責人作實，並保留正本以備需要時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