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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曝光三角 ─ 光圈之認識』、
『散石灘之旭日初升』、
『雪地的拍攝方法』

現時多倫多已是隆冬的季節，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如何把這美麗的雪景收進相機內、如何構圖、如何控制
曝光量，當晚將會詳加講解。
攝影教室課程，適合畧懂攝影的學員，亦適合對攝影較
有認識的會友，講解時將有作品示範，令同學增加了解。

日期： February 10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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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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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學習攝影，並不是把相機撥到 Auto 或 P 便算，拍每一
張照片，我們都應該適當地調校相機的光圈、快門、
ISO、EV 值等以配合當時的環境。光圈大小的作用，除
了要使足夠的光進入相機的感光晶片外，它的作用還有
控制照片的景深與快門及 ISO 互相配合。當晚將詳細介
紹光圈的適當運用方法，是初學攝者不容錯過的知識。
拍攝日出日落的照片，并不是只拍太陽的升起或降落，
對前景的營造是很重要，其中的一種方法是利用海岸的
散石作為照片的前景。 是晚將講解拍攝『散石灘之旭日
初升』的方法。

『拍攝傳統的文化與習俗』

梁德威

日期： February 24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二月份之會員月會，將邀請梁德威先生，主講『拍攝傳統
的文化與習俗』。梁先生愛好拍攝世界各地較傳統的文化
與習俗，他曾到過七十多個國家，採集攝影對象，這次講
座將會提及一些個人經驗，拍攝方法，及怎樣找機會拍一
些不容易碰到的題材，是晚講座將會有作品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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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會友携同親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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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燈攝影工作坊 - 楊鍚秋
(Flash Workshop)
日期： February 12 (Sunday)
時間： 9:00 am – 1:00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二月十二日之閃光燈攝影工作坊，將由本會顧問楊鍚秋
主持。 該工作坊將介紹相機閃光燈及影樓燈之使用方
法，有興趣参加該工作坊之會友，請準時出席。該工作
坊只限會員參加，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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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年攝影季賽題材
(Quarter Competition)
A: 本年度數碼組專題季賽

二零一二年度會員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2)
日期：三月廿五日(星期日)
時間：11 am to 2 pm
地點：世紀皇宮大酒樓 (備茶點免費招待)
398 Ferrier Street, Markham。
茲通知本會各會員， 現定於二零一二年三月廿五日(星
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世紀皇宮大酒樓， 舉行二零一二
年度會員大會，議程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通過二零一一年度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省覽二零一一年度會務報告；
省覽二零一一年度財務報告；
選舉 2012/2013 年度執委會及董事會成員；
處理其他事項；
公佈 2012/2013 年度執委會及董事會成員選舉結
果。

按照本會會章規定，會員若有任何提案欲於會員大會上提
出，須於會員大會開會前十四天，將提案用書面交到本
會，會員大會開會時將不討論任何臨時動議。
二零一二年度會員大會，將選出二零一二至二零一三年度
之董事會及執委員成員，選舉將用不記名投票方式進行，
選票將於會員大會當日，分發給到場及已繳交本年度會費
之會員，會員如不克出席會員大會及參與投票者，亦可以
按執行委員會規定之方法，用書面通知本會，授權委托出
席及投票。
現隨本會訊附上：出席會員大會委托書及董事會及執行委
員會候選人提名表。該等表格，請於指定日期前，寄回本
會郵政信箱，本會會長收。 全部表格，可自行下載或影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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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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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碼影像甲、乙組參賽作品，每季題材均採用專題方式：
第一季(四月二十日)：人物
第二季(六月二十二日)：自然
第三季(八月十七日)：動態
第四季(十月十九日)：風景
B: 本年度照片組
全年四季照片組之題材不限，任何題材之作品均可參加。
有關2012年季賽詳情，已於2012年一月份會訊刋出。

名銜考試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截止申請日期：三月卅一日
名銜考試於本年四月舉行，有意投考者，請及早準備作
品投考。應考之作品，需密封包裝，及註明交 [加中攝
影學會，名銜考試主席收]， 於截止日期前， 連同申請
表及考試費送達本會名銜考試主席譚錦超先生。
名銜考試共分兩組：
會士銜 (ACCPS) 交相 12 張。
高級會士銜 (FCCPS) 交相 18 張
希望本會會友，不用猶豫，踴躍申請應考，使自己攝影
創作成績，通過公正，公平的嚴格考試制度，獲得權威
性的確認。 有關索取名銜考試申請表格，及商討應考作
品之繳交方法，請與譚錦超聯絡，電郵：
tamkamchiu@rogers.com。或致電：(416) 299 8816，
詳情請參閱 2012 年一月份會訊。

鳴 謝
現收到下列會友之捐款，以贊助本會經費，特此致謝。
陳丹青女士
楊志誠先生

$1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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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景的正確曝光技巧
有很多同學問我，雪地已經很白、很亮，為甚麽拍攝雪
景時還要加大相機的曝光值？
其實數碼相機的先進測光系統是採用 18％ 中灰為測光
基準，而相機的測光值是以被拍景物的反光度來調整。
在大面積的雪景中，相機對雪景測光時，因為雪的反光
度很高，相機的測光系統便以為雪地的光線很強，便會
自動減少曝光量來調整，所以若採用相機的測光值來拍
攝，一般都出現曝光不足，拍出來的照片所顯示的雪景
都是整體灰濛濛一片。 拍攝雪景照片時，雪地要白色而
非灰色，同時亦要有陰影層次，相機曝光值可加大 1 至
2 級, 而正確曝光量要視乎現場雪地的面積多大而定。
一般來說，景物的光暗位對比越小，數碼相機的測光系
統越準確。
(編者)
靜 影

寒 影

初 晴

黃貴權

黃貴權

黃貴權

春 訊

寒 光

黃貴權

黃貴權
3

201202P4

本會上半年度活動安排
(Activities from January to June)
二零一二年之上半年活動安排如下：

賽事由上午七時開始，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ontariotrails.on.ca/trail-news-events/view/
352

《攝影教室》
：於每月之第二個星期五舉行。

B: 雪地電單車比賽

《會員月會》
：於每月之最後一個星期五舉行，屆時將邀
請本會顧問或嘉賓作專題講座。

Orangeville Snowcross Championships

《攝影季賽》
：第一期及第二期之季賽，將於四月二十日
及六月二十二日之星期五舉行。

日期：February 11 - 12
地點：Orangeville fairgrounds, Ontario

《會員大會》
：於三月二十五日舉行。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snowcross.com/pdfs/112-Spectator.pdf

《季賽作品賽後點評》：於該月之會員月會中舉行。
《學術攝影工作坊》
：本會顧問楊鍚秋將於適當時段，安
排各項學術攝影工作坊。

攝影好去處
A: 雪橇比賽
18th Annual Kearney Dog Sled Races
日期：February 11 - 12
地點：Kearney, Ontario
賽事每日由上午九時卅分開始，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kearneydogsled.com/

Bancroft Sled Dog Races
日期：February 18
地點：Bancroft Bancroft Ontario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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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會 TDPC 消息
友會 The Toronto digital Photographic Club 將於三
月廿四日主辦由 Tony Sweet 主持之一天講座
《Merging of Vision and Technology 》，收費如下：
TDPC club member $75，Non Member $85, After 19th
February $95, Lunch $10。
有關該講座詳情及報名辦法，請参閱以下網頁:
http://www.torontodigitalphotoclub.com/2012_semina
r/Tony_Sweet_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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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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偉雄
周全安
周梓源
鍾勝良
關才烈
盧 鏗
吳力昉

FRPS, MFIAP, FPSA
FBIPP, ARPS, HonFPSEA
FCCPS
ARPS , APSHK , HonFYMCAPC
FRPS, MPSA, Hon FCCPS
APSHK, ACPA, Hon.FPSEA
A35mmPS

蕭顯揚
Hon FYMCAPC
Hon FCCPS
辛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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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