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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繼續介紹〝簡慶福攝影藝術〞新影集』、

『創作可視化 —
從意念到作品的流程及處理』

『散石灘拍攝方法之一』、
『畫面留空的構圖方法』
日期： January 13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由本會顧問譚錦超主持之《攝影教室》，該課程主要是
教授會友各種攝影的基本知識、構圖原理、相機之正確
使用方法，同時亦指導會友使用簡單、易學之 Photoshop
程序去改善照片畫面，適當時有户外實習。
於去年十一月之《攝影教室》課程，因時間關係，只介
紹了小部簡慶福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摄影集〝簡慶福
攝影藝術〞之作品，該影集共刋載了他從事摄影近五十
年的心爱作品一百零五幀。當晚將繼續介紹該影集的其
他作品。
散石灘是近年來，歐洲攝影家尤其是英國攝影家喜歡拍
攝的題材之一，拍攝時採用慢速快門，把衝擊在沙灘石
塊上的浪花，化成騰雲駕霧般的迷離境界，令影像充滿
『禪攝影』的意境。其實在安大略省亦可以拍到該類題
材的照片。 是晚將講解散石灘的拍攝心得，並介紹在安
大略省拍攝的地點，最佳拍攝時間等，兼有由主持拍攝
的作品示範。 『散石灘拍攝方法』，將分為三個部份，
以三堂時間講解，其後兩堂，將分別介紹『散石灘之旭
日初升』及『浪擊散石灘』。
攝影構圖就是在拍照時，景物的選擇或取捨方法，初學
拍攝風景照片的人，總是會將過多的景物納入於畫面
內，導致作品有雜亂無章的感覺。是晚於構圖方面，將
講解『畫面留空的構圖方法』
，雖然『畫面留空』是繪畫
的最常用方法，但用於攝影的畫面，也同是一個道理，
畫面的空白地方，具有突出主體的功能，增加畫面的可
看性及耐看性，帶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
學員作品點評部份，屆時將從個別學員預先提供之作
品，給予改善的建議及方法。會員可預先以電郵將數碼
影像，發至以下之電郵地址：tamkamchiu@rogers.com。
該課程只限會友參加。

盧 鏗

日期： January 27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一月份之會員月會，將邀請本會顧問盧鏗先生，主講『創
作可視化 - 從意念到作品的流程及處理』: 內容討論如
何從”心中有相” 至”作品完成” 間之程序，包括靈感捕
捉，提材選擇，制作手法，後期處理，及作品之强化與改
善，並將以多張作品實例作為示範。
每月之會員月會，希望各會友踴躍参與，會友間打成一
片，互相切磋影藝，歡迎各携同親友参加。

2012 大多市攝影聯會會際攝影比賽
(GTCCC Interclub Competition 2012)
本會之截止收件日期：二月十日
參賽作品請於二月份本會於澳門聯誼會舉行之《攝影教
室》時，交予本會比賽組執委 GTCCC 聯絡人譚志賢。
該會際攝影比賽，凡本會之會友均可參加。比賽共分四
組：包括 Nature Digital(自然題材數碼影像組)、Pictorial
Digital (風光題材數碼影像組)、Colour Prints (彩色照片
組)、Mono Prints (黑白照片組) ，每組最多遞交作品兩
張，每一參加者限交作品八張。
參賽作品之規格：
數碼影像組：Maximum size of digital image is 1024 x
1024 pixels.
照片組： Print Mounting board maximum is 16”x 20”
and minimum is 11”x 14” Print can be any size within
these limits.
每張作品必須註明作者姓名，作品題名
詳細參賽規則，請與本會之GTCCC聯絡人譚志賢聯絡，
電郵地址：c.y.tam@sympatico.ca，或參閱大多市攝影聯
會之網頁: http://www.gtccc.ca/interclu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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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度會費
2012 Annual Membership Fee
按照本會規定，會員年費應於每年一月繳交，請各會友
準時繳付。為清楚核對繳費資料，請填妥於十二月份會
訊所附上之會員資料表格，連同會費之支票，郵寄至本
會郵政信箱：P.O.BOX 46534, Agincourt Postal Outlet,
Scarborough, On. Canada, M1T 3V8. 支票台頭請寫上
“CCPST”， 請勿郵寄現金。各會友亦可於本會聚會時，
直接交與司庫 Thomas 李漢全，或助理司庫楊志誠。

該沙龍共分四組：彩色照片組、黑白照片組、幻燈片或數
碼影像組、幻燈片或數碼影像自然組。參加費：參加一組
美金五十五元、參加兩組美金六十五元、參加三組美金七
十元、參加四組美金七十五元。每一參加者將免費獲贈印
刷精美之五星級沙龍目錄一本，內刊登得獎及入選作品一
千張。
詳細參加辦法及參加表格。請參閱該沙龍之網址：
http://www.supercircuit.at/downloads/Ausschreibung_21th.pdf

攝影好去處

季賽消息 (Quarterly Competition 2012)

各位會友請留意：

2012年度季賽，已訂於以下日期舉行：

有興趣拍攝雪地電單車比赛及狗拖雪橇比赛比賽之會
友，請參閱有關網頁，自行驅車前往。惟出發前必須確
定該項賽事是否如期舉行，尤其是各項雪地比賽，往往
因天氣情况，而導至該賽事無法如期舉行，敬請留意。

第一季：April 20 (星期五)
第二季：June 22 (星期五)
第三季：August 17 (星期五)
第四季：October 19 (星期五)

A: 雪地電單車比賽
季賽規則：
組別：
(一)：照片組：不分組，黑白及彩色均可，全年最高
分之會友，可獲頒《鄭正剛醫生杯》。
(二)：數碼影像甲組：每季採用專題形式，黑白及彩
色均可，全年最高分之會友，可獲頒《周深杯》。
(三)：數碼影像乙組：每季採用專題形式，黑白及彩
色均可。全年最高分之會友，可獲頒《余國銘紀念杯》。
連續兩年於照片組獲《鄭正剛醫生杯》，或連續兩年數
碼影像甲組獲《周深杯》之會友，將有資格獲邀為本會
季賽之評審委員。
參賽作品之規格：
任何組別，每一會友最多交作品四幅。同一張作品不能
同時交照片組及數碼影像組參賽。
於本會季賽中曾入獲金牌、銀牌、銅牌、及優異之作品，
將不能參加以後本會所辦之季賽。
照片組參賽作品須於照片背面、寫上作者姓名、聯絡電
話、作品題名。照片組作品規定為 11”x14” 至 16”x20”
及裱於任何顏色之16”x20”硬卡紙、或 Foam board上。
數碼影像組作品之規格：不論橫度或直度，像素最大橫
度為1024 pixel, 最大高度為768 pixel，檔案大小不超過
500 KB為準，只接受JPEG檔案。

奧地利超級巡迴沙龍
(21 TRIERENBERG SUPER CIRCUIT 2012)
截止日期：April 23, 2012
過去十多年來，該奧地利之超級巡迴沙龍共收到參賽作品
超過數十萬張，為全球最多影友参加之國際攝影沙龍，平
均每屆收到參賽作品數萬份。獎品非常豐富，包括現金獎
歐羅五萬元，各項獎杯獎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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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Horton’s Georgian Cup Snowcross
日期： January 14
地點： Victoria Park, Owen Sound, Ontario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ontariotrails.on.ca/trail-news-events-2/inde
x.cfm?mode=view&eid=595

Royal Distributing Cup
日期： January 27 - 29
地點： Georgian Downs, Barrie, Ontario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chokodesign.com/Eng/events.html

B：狗拖雪橇比赛
Haliburton Highlands Dogsled Derby
日期：January 21 - 22
地點：Pinestone Resort & Conference Centre
village of Haliburton, Ontario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haliburtondogsledderby.com/index.htm

8th Cannington Dog Sled Races
日期：January 28 - 29
地點：McLeod Park, 72 Peace St.
Cannington, Ontario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canningtondogsledraces.com/pl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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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History — 關才烈
本會顧問關才烈先生最近以二十張雀鳥作
品， 考獲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銜
FRPS (自然組) ，現摘錄部份作品，提供會
友觀摩。他這套作品是展示世界上各類雀鳥
的不同生態，表現出它們在生活上各方面的
動態：如飛翔、覓食、求偶、築巢等活動。
Bald Eagle Catching Fish

每張作品都展現出捕捉一瞬間的技巧，用不
同焦距拍攝。作品展示方法，考慮到雀鳥的
活潑性、不同光源、不同剪裁形狀，以確保
全套作品在和諧、色調上的配合。

Steller’s Sea Eagle with gull

Great Egret Pick up stick

Caspian tern Return with Fish

Brown Pelican with Branch

Little Bee-eater Sharing

Vitelline Masked Weaver
Building Nest

Snowy Owl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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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銜考試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截止申請日期：三月卅一日
一般具規模的攝影學會，均設有 Associate 會士銜，及
Fellowship 高級會士銜的考試，攝影學會設有名銜考試
制度，目的是鼓勵會員積極創作， 提升會員的影藝水
平，通過公正，公平的嚴格考試制度，其影藝獲得權威
性的確認。 而另一目的，是藉以培訓該會之會員因通
過高水平的攝影考試，而獲取擔任季賽或其他比賽之評
判委員的資格。 通常大部份攝影學會的名銜考試及月
賽評審委員，都是邀請學會的高級會士或同等資歴者擔
任，而本會除秉承攝影界此慣例培訓後輩評審外，更彈
性加上如連續兩年照片組冠軍，或連續兩年數碼影像甲
組冠軍之會友，將有資格獲邀為本會季賽的評審委員之
條欵。

須清楚列明應考作品的排列次序。 會士銜應考作品，
題材不限， 惟評審時， 主要乃評審投考者在多方面題
材的掌握能力， 及全套作品是否達到一定之要求水準。
(2) 高級會士銜 (FCCPS)
需交 18 張不超過 16 吋 x 20 吋， 或不小於 11 吋 x 14
吋， 已裱於 16 吋 x 20 吋 之卡紙上之彩色或黑白照
片，應考者須清楚列明應考作品的排列次序。 高級會
士銜應考作品， 題材可用專題方式表達， 或採用混合
題材組成有中心主題的作品，并附上一篇不超過一百字
之文章 (中文或英文均可)，描述作者藉此輯作品表達的
意念。 評審時要求投考作品， 有獨特的個人風格， 及
精湛高深的攝影水準。
二、評審標準：

本年度之名銜考試將於四月舉行，有意投考者請及早準
備。 應考之作品，需密封包裝，並註明交 「加中攝影
學會，名銜考試主席收」
， 於截止日期前連同申請表及
考試費送交本會名銜考試主席譚錦超先生。 希望會友
踴躍參加名銜考試，藉以檢視自身的攝影水準，以獲得
專業的認受性。 有關索取名銜考試申請表格方法、如
何繳交應試作品及有關事宜詳細查詢，請與名銜考試主
席譚錦超聯絡，電話：(416) 299 8816，或電郵：
tamkamchiu@rogers.com。

評審以閉門方式進行， 每輯作品獨立展出評審，不會
向評委披露作者姓名。 本會將邀請七至九位資深， 高
水準而客觀的攝影家為評審委員，以下列準則， 對應
試作品進行評審：
(1) 主題意念表達
(2) 一般攝影技術
(3) 作品創意
(4) 構圖和光源
(5) 色彩的配合
(6) 攝影難度

名銜考試規則：

三、 評審結果：

一、名銜考試組別：

將由名銜考試主席以書面正式通知各申請者。

分會士銜(ACCPS)、及高級會士銜 (FCCPS)。 如申請
高級會士銜， 須持有會士銜者方可申請。

四、 費用：

(1) 會士銜 (ACCPS)
需交12張不超過16吋x 20吋， 或不小於11吋x 14吋，
已裱於 16”x 20” 之卡紙上之彩色或黑白照片。應考者

投考會士銜： $35；投考高級會士銜： $50
(註：所繳交考試費，不論合格與否，概不發還。)

~~~~~~~~~~~~~~~~~~~~~~~~~~~~~~~~~~~~~~~~~~~~~~~~~~~~~~~~~~~~~~~~~~~~~~~~~~~~~~~~~~~~~~~~~~~~~~~
執委會：
會長： 梁承澤
前任會長：何周齊羨
陳伯森(技術拓展)
副會長： 盧振名
秘書： 陳烱輝
司庫： 李漢全
助理司庫：楊志誠
比賽及展覽：譚志賢、李漢全、楊志誠、彭啓康
活動： 盧振名、彭啓康
委員: 盧鏗、陳伯森、羅陽、陳慧芬、郭泰、
馮寶賢、賀炳遠
董事會：主席： 鍾展鵬
副主席：郭維彬(網頁管理)
董事： 何兆平 Hon FCCPS，ACCPS
鄭摯慈 Hon FCCPS, LRPS
蘇鎮華 Hon C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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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周深 FRPS , Hon FCCPS, HonF35mmPS
顧問:

鄭正剛醫生 FRPS, MFIAP, FPSA
FBIPP, ARPS, HonFPSEA
歐陽偉雄
周全安
周梓源
鍾勝良
關才烈
盧 鏗
吳力昉
蕭顯揚
辛志偉

FCCPS
ARPS , APSHK , HonFYMCAPC
FRPS, MPSA, Hon FCCPS
APSHK, ACPA, Hon.FPSEA
A35mmPS
Hon FYMCAPC
Hon FCCPS

譚錦超(會訊編輯) FPSHK, ARPS, ESFIAP
Hon FCCPS
楊鍚秋
法律顧問： 區健翔律師 LLB
會計顧問： 金宗岳會計師 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