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份 會 訊
季賽消息：
1. 2020年第三季 季賽於10月5日順利舉行, 結果如下
數碼自由題 - 冠軍: 朱志良 <悠閑歲月>; 亞軍: 歐慧芳 <俏嬌娃>; 季軍: 李瑞蓮 <窮與富>;
優異: 伍寶玲 <深秋耀羣羊>、 朱志良 <開餐喇>、 歐陽靜儀 <策鞭渡河> ｡
數碼專題組 - 動感 - 冠軍: 歐慧芳; 亞軍: 李麗文; 季軍: 吳笑萍; 優異: 區潔儀、黃兆乾、蘇詠儀｡
2019年最佳照片 - 勞文華 <大力士>｡
第四季 季賽將於 12月7日舉行, 今次仍以全數碼相片 (不需要交4R冲晒相片)進行, 包括數碼自由組
及數碼專題組(題目「自由題」) ｡ 是否閉門進行視乎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 詳情稍後公佈｡
活動消息
2. 今年六會相皇比賽, 因疫情影響而取消｡
3. 其他活動:
- 因應疫情影響, 本月沒有內部安排之拍攝活動｡
展覽消息:
2020 年展覽:
4. 2020 年全體會員作品展覽《浮世光影錄》, 順延至於 2020 年 11 月 8-11 日在文化中心 4 樓舉行, 預
計於 11 月 8 日上午 9 時, 工作人員入場佈置, 開幕禮在下午 3:30 正式開始, 展期內會有導賞｡
- 舊請柬仍可換領場刊
展覽講座:
11 月 10 日 (星期二)7:30p.m., 主題「遊天下、影沙龍」, 由周振業副會長主講, 在文化中心行政大樓
四樓 AC2 演講廳舉行, 會張貼講座海報, 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
5. 2020 年攝影講座
本會主辨, 由旅遊達人、生態及風景攝影師黃莉娜主講之攝影公開講座, 主題「美極之旅...南極」,
於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 在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 AC2 演講廳順利舉行｡
6. 陳樹人老師 75 歲華誕
日期：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地點：倫敦酒樓五樓
收費：每位$450
*每席人數，會按照當時政府限聚令指引編排｡ 目前是 4 人壹席
是次活動，不設留位服務
報名日期：即日開始至 11 月 15 日, 報名後，請在三天內入數作實｡
報名請聯絡 Grace Wong (whatsapp 電話 9476 2083)
入數戶口: 陳樹人影藝同學會 (S.Y.CHAN PHOTOARTS ALUMNI ASSOCIATION)
中國銀行儲蓄戶口：012-676-1-008175-7 或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 747-060671-001
請將入數紙影印，寫上姓名、註明『老師華誕』, whatsapp 給 Grace Wong, 電話 9476 2083, 並保留
正本以備需要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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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 年名銜考試, 接受報名
本會舉辦每年一次的名銜考試, 是為鼓勵本會會員對攝影藝術有更深入的研究及更廣泛的創作｡
名銜考試的規章及詳細內容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web/index.php｡
名銜考試由本會名銜主席周振業先生主持,交相之前請詳細閱讀考銜規章｡
2020 年名銜考試:
(一) 由 2020 年 10 月 3 日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 : 吳笑萍師姐, 電話 94678378
(二) 費用 : 會士 HK$500, 高級會士 HK$800
(三) 收相日期 : 2020 年 11 月 1-30 日(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四) 收相地點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02-308 號集成中心 2508 室 (交相前請先致電給梁妙卿師姐, 電
話 92011623)
(五) 會士(A.SYCPAA)考試者, 必須入會滿一年或是永遠會員, 提交 16 吋 x20 吋已裱咭作品 12
幅。高級會士(F.SYCPAA)考試者, 必須是本會會士, 提交 16 吋 x20 吋已裱咭作品 16 幅｡ 交
相請同時繳交費用及申請表格｡ 提交作品時需密封包裝, 註明 [陳樹人影藝同學會名銜主席]
收｡
(六) 如有興趣報考名銜人士若有疑問, 例如: 如何揀相、排相方法、放大相、那裡購買黑卡、裝
裱相片等問題｡ 報考人士可聯絡名銜主席周振業 96562567 或 陳老師 90123845, 他們均樂意提
供意見｡ 如有查詢, 請致電或 whatsapp : 吳笑萍師姐, 電話 94678378｡

8. 四會連環國際沙龍
本會決定參與 4 會連環國際沙龍, 其他三會是攝影藝術協會、美國藝青攝影會和成隆教育｡

9. 陳樹人老師的課程 :
陳樹人老師的攝影課程 , 部份以網上課程進行完成, 內部安排最新課程,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有興趣會友請踴躍參與, 日期如下:
(一) 多重曝光專題課程: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
(二) 影藝深造課程: 2020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
-查詢-陳步健, whatsapp 94843838, 如有興趣歡迎聯絡轉發課程資料｡
-詳情瀏覽網頁: www.sycpaa.org 或 www.hkapa.net
10. Photoshop 課程
導師: 黃英松副會長
黃英松副會長編輯的 Photoshop (PS) 教學課程, 分為⑴基礎應用班、⑵高階班、⑶進階班; 把實用的
PS 技法編入課程內, 講義詳細列明步驟, 便學員回家温習｡
最新一期 PS 基礎應用班, 於 10 月底開課｡ 今次特別加開日間課堂, 同學報名時請留意上課時間及
註明讀日間班組(A 班)還是晚上班組(B 班) ｡
內容:
教授 PS 基本功, 認識工具應用, 主要針對圖片調色、剪裁、選取局部範圍調整作詳細講解及示範｡
目的:
讓學員由基本功學起, 掌握工具的操作、技巧與應用, 適合 PS 初學者｡ 對 PS 已有認識者, 如想温
故知新, 亦可報讀｡ 讀畢基礎應用班後, 繼續讀高階、之後再讀進階班, 就會比較容易掌握及跟上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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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安排如下:
~ 日期:每星期四: 10 月 29 日, 11 月 5、12、19、26 日,12 月 3 日共六堂
~ 時間:
(A 班) 日間班組:下午 2:30-5:30, 2:30-3:30 為温習時間, 3:30-5:30 教授新課題
(B 班) 晚上班組: 晚上 6:30-9:30, 6:30-7:30 為温習時間, 7:30-9:30 教授新課題
~ 地點: 九龍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5 樓 12 室
(港鐵荔枝角站 B1 出口, 步行大約 3 分鐘到達)
~ 堂上派發講義,
~ 名額 12 人,
~ 費用: $850，陳樹人影藝同學會會員$800
學費請繳交以下銀行：
1）中國銀行：012-676-1-008175-7
2）匯豐銀行：747-060671-001
上課必須自備手提電腦及已裝有 PS 軟件, 上課時導師以 PS 中文版示範｡ 同時, 學員請帶備手提
電腦义電綫和外置電腦滑鼠 mouse 上課｡
注意事項：名額有限報名學員以先到先得及會員優先取錄額滿即止｡
有興趣報讀者, 請聯絡梁詠兒(whatsapp 9752 6191)報名或向活動部查詢｡
10. 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 已改良及更新, 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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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惠蘭 9266 9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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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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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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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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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麗華
9673 0656 (電郵 amandachiu02@yahoo.com.hk）｡ 有關會籍資料查詢, 歡迎聯絡會務部趙麗華。
13. 歡迎會員提供攝影活動資訊，請聯絡何慶麟 (電郵：samuelho987@yahoo.com.hk)
或杜子勝 (電郵 : jesstoo@gmail.com)，以便 統籌整理及通知會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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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庾妙雲

9431 2277

何慶麟

9302 9505

florayue1@gmail.com
samuelho987@yahoo.com.hk

我們會盡快回覆及處理有關事項。
15.

繳交會費或活動費用 :
(1) 中國銀行儲蓄戶口： 012-676-1-008175-7
(2)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 747-0606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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