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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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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度季賽舉行日期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4R4R4R4R 專題賽專題賽專題賽專題賽    8R/8F8R/8F8R/8F8R/8F 自由組自由組自由組自由組    4R4R4R4R 外影活動專題賽外影活動專題賽外影活動專題賽外影活動專題賽    第一季 2014 年 03 月 10 日（星期一） 搖鏡‧追隨‧爆炸 
題材不限 當季外影活動照片 第二季 2014 年 06 月 09 日（星期一） 風光 題材不限 當季外影活動照片 第三季 2014 年 09 月 15 日（星期一）       重拍 題材不限 當季外影活動照片 第四季 2014 年 12 月 08 日  (星期一） 小品及趣味 題材不限 當季外影活動照片 

 

 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    

2.     惠東梁化梅花、魚港風情、平海古城兩天攝影創作團 :                  [完結]  梁詠兒 

         2014 年 1 月 4-5 日 

 

3.      世界香港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2014 : 2014 年 1 月 11 日                     [完結]  關翔華 

 

4.      2014 法意嘉年華(尼斯嘉年華, 芒東檸檬節, 威尼斯面具節), 意大利及法國名城, 

        名鎮美村, 美港, 美湖遊 (由陳樹人影藝同學會, 何振威旅遊攝影主辦) 

         出發日期 : 2014 年 2 月 13-26 日) 

         領隊/攝影拍導 : 陳樹人老師, 何振威 

          詳細行程/報名資料, 請看本會網頁 : http://www.sycpaa.org/web/index.php 

 

5.     杭州靈峰探梅, 超山梅花節, 西溪濕地梅園, 太子灣鬱金香, 南潯塘梄水鄉六天超 

级豪華美食攝影團(由陳樹人影藝同學會, 何振威旅遊攝影聯舉辦) 

         出發日期 11/3/2014 至 16/3/2014 

        領隊/攝影拍導 : 陳樹人老師, 何振威 

         截止報名 : 2014 年 1 月 10 日 

 詳細內容及行程, 請看 http://www.sycpaa.org/web/index.php 

 

6.     納米比亞 13 天攝影精華遊 

日期 : 2014 年 6 月 24-7 月 6 日 

本團專為攝影愛好者而設計的獨特行程，拍攝題材豐富，多姿多彩，景觀變化 

奇特，壯美而珍貴。會員不容錯過! 

重點包括： 

世界上著名的紅沙丘，隨日照而變色; 沙漠死谷景區宏博、粗獷、荒寂和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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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多處在原始生態環境下存活的族群部落。 

眾多荒蠻野獸在旱季形成的水氹聯群結隊聚飲的奇觀！ 

海上暢遊，觀賞各種禽鳥、海豹甚至鯨魚。 

沿途風光有各種不同的地貌特色，荒漠、草原、峽谷、礫山、海岸、沙漠、鹽 

沼、風情小鎮等等，美不勝收。 

 隨團攝影指導：陳樹人老師 

有意參加者，可先行向陳樹人老師電話知會報名(9012 3845)，以便集合人數同 

享同行報名優惠。 

查詢 / 報名：博覽行 2851 1180 

 詳細內容及行程, 請看 http://www.sycpaa.org/web/index.php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展覽消息展覽消息展覽消息展覽消息    : : : :     

7.     相片分享會 

        陳老師常常跟我們講 : “相片是給人欣賞的, 並不是用來收藏”。我們將會邀請

本會的資深會員, 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 與大家交流攝影心得。同時， 亦歡迎各

會員，携來在本地或世界各地拍到的作品，供大家欣賞。分享會日期暫定為

2014 年 5 月 10 日及 11 月 8日,  地點及時間稍後公佈。 

 

8. 2014 年專題作品攝影展覽 

        本會將於 2014 年 8月 1 日至 8月 4 日一連四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

展覽廳舉行 2014 年專題作品攝影展覽,  詳情稍後公佈。 

 

第五屆委員選舉第五屆委員選舉第五屆委員選舉第五屆委員選舉    

9. 2014-2015 年度陳樹人影藝同學會委員會名單 :  

         

永遠榮譽會長  陳樹人老師 

會  長   梁詠兒  (主持會務) 

副會長   黃英松 (社團活動) 

庾妙雲 (執行實施) 

何慶麟 (外影指導) 

秘  書   梁妙卿 (文書發佈/記錄) 

黃美英 (召        集) 

司  庫   鍾明麗 (財務賬目) 

名銜主席  靳子森 (主持名銜考試) 

名銜秘書  朱麗文 (名銜考試助理) 

 執   委   何振威   (外遊策劃‧影藝指導)     葉明欣 (學        術) 

陳禧笑 (會員事務) 

張錦安 (公        關) 

李冠潤 (活        動) 

杜子勝 (活        動) 

關翔華 (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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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勝 (賽        事) 

符玉玲 (賽        事) 

尹兆江 (展        覽) 

周振業  (展        覽) 

容沛華 (資        訊)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     會員報告 : 歡迎新會員蕭沛揚先生、黃冠鴻先生、張濤小姐、黃慧芬小姐、梁

麗芳小姐加入本會。                                                                              (梁妙卿代)  

 

11.     八周年會慶日期暫定於 7 月 19日（星期六）舉行，確實日期/地點，稍後公

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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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影活動消息、老師

與會員作品、及其他攝影活動資料等等。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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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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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會將舉辦每年一次的名銜考試，分為會士銜及高級會士銜。 靳子森先生為本

會名銜考試主席。 考銜詳細資料稍後公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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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陳樹人老師的最新課程資料請看本會網址http://www.sycpaa.org。如有親友有興

趣報讀攝影課程，歡迎轉送課程資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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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歡迎會員提供攝影活動資訊，請聯絡何慶麟 (電郵：hlho@mtr.com.hk)或 

尹兆江 (電郵：kong3401@yahoo.com.hk)，以便統籌整理及通知會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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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com.hk 

何慶麟            93029505                    hlho@mtr.com.hk 

 

我們會盡快回覆及處理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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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繳交會費或費用 

 本會中國銀行儲蓄戶口：012-676-1-008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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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