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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會會會會 訊訊訊訊 

 

1. 熱烈祝賀以下本會會員榮獲 2014 年世界十傑各組別排名: 

(2014 Photography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America (PSA) exhibitions) 

鍾明麗  

旅遊照片組 第一名 

莊耀家  

彩色照片組 第四名 

黑白照片組 笫十名 

周振業  

彩色照片組 第十三名 

黑白照片組 第六名 

 

2. 熱烈祝賀陳樹人老師、靳子森先生榮獲本會 Hon. F 榮譽高級會士, 感謝兩位多年為

本會勞心勞力。 

 

季賽消息季賽消息季賽消息季賽消息：：：：    

3.     二零壹五年度第二季季賽於 6 月 15 日(星期一)舉行, 已圓滿結束。 

   感謝秦宗良先生、李漢光先生、劉冠騰先生為是次季賽作評判。 

   賽果如下 :  

   8R/8F 8R/8F 8R/8F 8R/8F 自由組自由組自由組自由組    

冠軍-周振業<扭打>、 亞軍-杜子勝<滿載而歸 >、 季軍-莫藝程 <一擊即中 > 

優異獎-周振業<蜂鷹 >、杜子勝<爭勝 >、杜子勝<自得其樂> 

4R 4R 4R 4R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    花卉花卉花卉花卉    

冠軍-吳笑萍 亞軍-莊耀家 季軍-黃冠鴻  

優異獎-吳笑萍、盧玉萍、莫藝程 

4R 4R 4R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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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黃冠鴻  亞軍-杜子勝   

優異獎-黃冠鴻 (3 個)、杜子勝 

    

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活動消息：：：：            

4.    2015 長洲太平清醮拍攝活動 :   2015 年 5 月 25 日                              [完結] 梁詠兒 

       

5.    2015 筲箕灣譚公誕巡遊 :  2015 年 5 月 25 日                                       [完結] 尹兆江 

 

6.   荃灣區龍舟賽拍攝 :  2015 年 6 月 7 日                                                  [完結] 何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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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白鷺+洪湖荷花兩天遊 

日期  :6 月 11,12 日 (星期四、五) 

領隊 : 庾妙雲, 馮顯洪 

 

8.    東莞橋頭荷花、廣州龍潭、獵德“炮竹龍舟”三天攝影團 

        日期 : 2015 年 6 月 19 日-21 日（端午節期間） 

        領隊 / 攝影指導： 陳樹人老師 

        

9.    雞公嶺拍攝日落 

       日期 : 2015 年 6 月 28 日或 7 月 1 日 (看天氣而定) 

        攝影指導 : 尹兆江 

        領隊 : 黃美英 

 

10.  三水荷花世界、蝸耳屋、三天攝影之旅 

       由美麗華旅遊主辦 

       日期 : 2015 年 7 月 10-12 日 

        攝影導師 : 陳樹人老師 

        查詢/報名 : 美麗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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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湖南郴州東江曉霧三天高鐵攝影創作團 

       日期 :  2015 年 7 月 17-19 日 

       攝影指導： 陳樹人老師 

       領隊：  待定 

       報名 / 查詢： 梁詠兒 9752 6191 

       截止報名日期 :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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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越南風情、沙丘、小圓舟、山區、小數民族]10 天沙龍攝影團 

        日期 : 2015 年 8 月 8-17 日 

        攝影指導 : 陳樹人老師 

        領隊 : 周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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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魅力之邦-納米比亞 13 天深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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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015 年 8 月 19 - 31 日 

        攝影指導 : 陳樹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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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頁，共 6頁 

14.   原始部落-非洲埃塞俄比亞 12 天南北深度攝影之旅 

        日期 : 2015 年 9 月 26 日- 10 月 7 日 

        主辦單位: 博覽行 

        攝影指導 : 陳樹人老師 

        行程/報名/費用詳細內容, 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ycpaa.org/web/index.php 

 

九九九九周周周周年會慶年會慶年會慶年會慶    

15.    本會九周年會慶晚會已於 20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 圓滿舉行。 攝影界前輩 

          友好及各會友到來參與 ， 設宴共十三席 。當晚場面熱鬧，節目豐富： 

          包括有攝影器材、 輕便袋、 記憶咭的展銷攤位; 頒發 2014 年度季賽大獎、 

         季賽勤勉獎、服務大獎; 頒發 Hon.F 榮譽高級會士及會士名銜証書; 有獎遊戲 

     及獎品豐富的大抽獎。 籌委會主席及會長在此再衷心感謝各委員、工作人員 

     的支持及付出寶貴時間來協助籌辦，會慶當晚得以順利進行。更要感謝陳老 

     師、 師母、 熱心的會員慷慨贊助現金及禮品, 出席嘉賓送來賀禮及代金，展 

     銷公司特設攤位提供會場優惠及贊助獎品，謹此致意及鳴謝: 

 

   嘉賓嘉賓嘉賓嘉賓////會友贊助全場禮品會友贊助全場禮品會友贊助全場禮品會友贊助全場禮品 :  

吳其鴻先生  :  贊助全場 24瓶紅酒, 現金利是共 16封 

京都念慈菴公司  :  每人大號裝念慈菴川貝枇杷膏一瓶  

浩匯企業有限公司 : 精美年曆 FOLDER150 個 

 

      嘉賓贈送代金嘉賓贈送代金嘉賓贈送代金嘉賓贈送代金：   

   HK$2,000   長洲影藝會 

    HK$1,500   譚健康先生/夫人 

HK$  900    香港油麻地攝影學會 

HK$  800    海鷗攝影會; 麥穩先生 

HK$  500    吳彥文先生; 洪火山先生; 王貴光先生; 黃偉義先生; 

    徐煥好小姐; 黃偉君先生 ; 李志明先生; 鍾賜佳先生; 

唐旭清先生; 劉錦麟先生; 林惠端先生; 曾慶旻先生;  

譚寶朝先生; 陳凌雲先生; 李漢光先生; 梁  珍小姐;  

李國光先生; 黃永耀先生; 陳炳忠先生; 梁繼堯先生;  

 梁家輝先生;  

HK$400      陳柏健先生; 梁其正先生; 陳鴻運先生; 李潤輝先生; 

                    強凱文先生; 孔德輝先生; 鄺綺雯小姐;  梁惠波先生;  

                    何明瀚先生/夫人;  秦忠良先生; 鄒耀祖先生; 李飛熊先生; 

                    黃定江先生; 鄭華廷先生; 梁少楷先生; 陳佩英小姐; 

                    廖麗珊小姐; 麥耀東先生; 周錦成先生; 蘇國聰先生; 

                    張國基先生; 柯福澤先生; 馮慶超先生及其朋友; 

                    劉冠來先生; 李仕翔先生; 

      HK$300        葉健生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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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贊助現金購買禮品會友贊助現金購買禮品會友贊助現金購買禮品會友贊助現金購買禮品：：：：    

  HK$2,000     梁詠兒小姐 

  HK$1,000     陳樹人老師, 一位不列名會友 

HK$500       何慶麟先生, 劉國強先生, 陳翩懿小姐, 一位不列名會友   

HK$400       鍾明麗小姐 

HK$300      蔡祖昌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抽獎禮品贊助抽獎禮品贊助抽獎禮品贊助抽獎禮品    嘉賓及嘉賓及嘉賓及嘉賓及會友會友會友會友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嘉賓 贊助禮物 

立信攝影器材公司 

  

Alpha Distribution 

興隆科技有限公司 

 

Pro J 腳架連雲台一套, 相機背包 1 個, 

相機肩袋 1 個, 枱獎禮品 

L 型快裝板 1盒,  快裝板 1盒, 鏡頭保護鏡  

SanDisk iXpand 32GB Flash Drive 

SanDisk Connect Wireless 32GB Flash Drive 

盈立有限公司 相機背囊一個, 輕便袋十個 

匯美數碼影像/梁其正 枱獎 :  12x18曬相贈劵 

王漢華先生 現金利是一封$1000 

何振威先生 

 

畫意詩情搖鏡攝影集一本 

韓國彩繪仙域攝影集一本 

何根強先生 冬菇禮盒 2份 

徐煥好小姐 女裝手錶一只 

張淑歡小姐 

徐伯宏先生 

                       瑤柱禮盒 1份 

Pentax 數碼相機一部   

  

會員及親友 贊助禮物 

       陳樹人老師 現金利是兩封合共$1,000  

       陳樹人夫人 現金利是兩封合共$1,000 

   梁詠兒小姐 

 庾妙雲小姐 

 22”吋旅行喼 1 個 

枱獎禮品 

   靳子森先生 

      周振業先生 

不列名朋友 

 新會陳皮普洱茶一盒 

 中式青花瓷茶具一盒, 日式醬油瓷具一套 

 茶餅一盒 

   葉明欣小姐  32GB CF 咭一張, 精美雨傘 2把 

   不列名會友  日本曲奇餅一盒 

梁妙卿小姐 惠康禮劵$300,  亞當斯攝影集一本 

(排名不分先後)  

以上名單如有錯漏, 祈為指正!!!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展覽展覽展覽展覽////課程消息課程消息課程消息課程消息    : : : :     

16 .   2015 年會員作品展 – 《 天地情懷》 

         2015 年會員作品展《 天地情懷》將於 2015 年 7 月 24-27 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行政大樓四樓展出。今年共有會員六十多位會員參與, 參展相片各有特色, 各有 

        風格, 各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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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典禮於 7 月 25 日 (星期六) 下午三點半舉行,  歡迎大家攜同親友 前來參觀 

        及指導。 

        

        展覽期間, 7 月 24 日及 7 月 25 日的晚上,  本會將舉辦 2 個攝影講座,  由本 

        會會長梁詠兒小姐、旅遊專家/本會外遊策劃.影藝指導何振威先生主講,  內 

        容如下: 

(一)  《楓花雪悅》 

主講：何振威先生 

時間：201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晚上 7時 30分至 9時 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 AC1演講廳 

(二)  《喜愛孟遊》 

主講：梁詠兒小姐 

時間：2015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晚上 7時 30分至 9時 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 AC1演講廳 

 

       另外, 還設有導賞時間，由陳樹人老師主持，詳細安排請留意日後公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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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本會名銜考試三名會士考試作品年本會名銜考試三名會士考試作品年本會名銜考試三名會士考試作品年本會名銜考試三名會士考試作品，，，，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前往瀏覽前往瀏覽前往瀏覽前往瀏覽: 

 袁錦穩    : http://www.sycpaa.org/albums/main.php?g2_itemId=15578 

 周振業    : http://www.sycpaa.org/albums/main.php?g2_itemId=15580  

 關翔華    : http://www.sycpaa.org/albums/main.php?g2_itemId=15581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8.     會員報告 : 歡迎新會員李善德先生、黃華先生、黃樑添先生加入本會 。      

(會員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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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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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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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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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歡迎會員提供攝影活動資訊，請聯絡何慶麟 (電郵：hlho@mtr.com.hk) 、 

李冠潤 (電郵：kwunyun@gmail.com) 或杜子勝 (電郵 : jesstoo@gmail.com)， 

以便 統籌整理及通知會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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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ho@mtr.com.hk 

我們會盡快回覆及處理有關事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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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