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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動態攝影 ─泥地電單車賽拍攝方法』、
『如何調整影像的色溫及色調』
日期： August 10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 PH55，第一廣場 First Commercial Plaza,
4168 Finch Ave. East)
由本會顧問譚錦超主持之《攝影教室》，課程主要是教授會
友各種攝影的基礎知識、構圖原理、相機之正確使用方法、
簡單易學之 Photoshop 程序去改善照片畫面，適當時有户
外攝影工作坊。

《第三期季賽作品賽後點評》
日期： August 31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本會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舉行之會員月會，將邀請資深
攝影家主持攝影講座，或作季賽作品賽後點評。
第三期季賽的参賽作品，將於當晚之會員月會，作公開賽後
點評，由該次季賽之評委、参賽者、會友等對參賽作品公開
發表意見。此乃學習攝影的好機會，参賽者可公開自己拍攝
参賽作品的動機、意識、手法、由與會之會友、評委通過公
開討論，明白一張作品的得失原因及改善的方法。

八月份本會將採用 car pool 型式前往 Walton 拍攝泥地
電單車比賽。拍攝泥地電單車賽事要注意甚麼要點？應採
用甚麼光圈與快門速度？怎樣才能拍出現場的驚險緊張氣
氛？是晚將詳細闡釋，兼有作品示範。

希望所有参賽者，積極出席是次賽後點評，出席之會友亦盡
量對参賽作品，坦率地表達自己對作品的意見及評價，其實
這公開賽後點評的方法，是希望通過這輕鬆座談會式的研
討，增進會友的攝影技巧。 歡迎各會友携同親友出席，互
相切磋影藝。

一張作品於後期製作時，於色溫及色調的設定，對展現作
品的現場氣氛，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當晚將詳細介紹如何
用 Photoshop 去調整影像的色溫及色調。

《夏日繽紛在新旺角》公開攝影大賽

學員作品點評部份，將從個別學員預先提供之作品，給予色
調、裁剪的改善建議。會員可預先以電郵將數碼影像，發至
以下之電郵地址，該課程只限會員參加：
tamkamchiu@rogers.com。

日期：August 5 (星期日)
時間：2:30 pm
地點：新旺角廣場，Markham
主辦機構：新旺角廣場
評選及攝影顧問：加中攝影學會
攝影比賽截止日期：August 11 (星期六)

《顯示器調校》Calibrate Monitor ─ 楊鍚秋
日期： August 19 (Sunday)
時間： 9 am – 1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當日新旺角廣場將舉辦「亞洲小姐多倫多區選拔賽首次亮
相儀式」暨「Fun 享夏日繽紛在新旺角」
。當日參加亞洲小
姐多倫多區選拔賽之佳麗，將首次於台上表演，供觀眾現
場拍照，會友所拍攝的照片，除可參加是次比賽外，更可
留作將來本會之人物專題季賽用，機會難得。

於八月十九日(星期日) 上午，本會將邀請本會董事會主席
楊鍚秋介紹 "how to calibrate monitors and match to the
society's monitor 及 how to resize and adjust images for
submission to internal/external club competitions and for
printing by their own or outside labs "。顧問楊鍚秋曾於本
會教導 Photoshop 多年，獲本會頒發榮譽高級會士銜
(Hon. FCCPS) ，有豐富 Photoshop 經驗。

是次比賽，只限數碼影像作品参加。每人限交彩色或黑白
作品四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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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數碼影像應書
上作者姓名及聯絡電話，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參賽作品
以電郵發給會長梁承澤先生，電郵地址：
cliang1095@rogers.com

是次講座，迎會友参加。

查詢請聯絡會長梁承澤先生：416-357-8688 或瀏覽網址
www.ccp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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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Pool外影活動

B. Saugeen Pow wow 原住民舞蹈節

Walton 泥地電單車大賽

日期：August 11 -12
地點：McNabb Street, Southampton, Ontario
時間：12:00 noon

日期：August 19 (星期日)
地點：Walton, Ontario (正確地址，請查閱該賽事網頁)
集合出發時間：7:00 am
集合地點：Chapter, at Kennedy/Hwy 401
入場費：$25
本會將於八月十九日(星期日)，組團前往 Walton 拍攝
Monster Energy MX Nationals - Round 9 泥地電單車大
賽，該賽事為泥地電單車最重要賽事之一。
是次活動本會將以carpool 形式前往 Walton 全日拍攝多釆
多姿之泥地電單車賽事。有興趣前往之會友，請與其他會友
聯絡，安排 carpool 隨同出發，並請與執委Edwin Ho聯絡，
電郵：edwinho828@gmail.com，以便集合聯同出發。

有興趣拍攝多彩多姿之原住民舞蹈節之會友，請自行前往。
有關資料及詳細地點，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explorethebruce.com/events-in-bruce-county
/Saugeen-Pow-Wow-12361.php

C. Grand Valley Rodeo 牛仔競技獵影
日期：August 18 - 19
地點：242042 Concession Rd 2, Grand Valley
時間：2:00 pm
有興趣拍攝牛仔競技比賽之會友，請自行前往。有關資料
及詳細地點，請參閱以下網址：http://grandvalleyrodeo.ca/

有關資料及詳細地點，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mxpmag.com/monster-energy-motocross-nationals
-fan-guide/

D. 街頭藝人節 (Buskerfest)

取回會員攝影展作品

街頭藝術節是將戲院移到街上，每年均在多倫多舉行，演
出之街頭藝人來自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俄國、葡
萄牙、日本等，演出節目包括柔軟體操、變戲法、雜技等…，
是拍攝街頭寫實照片的好機會。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torontobuskerfest.com/

本會之《亞裔文化月會員作品攝影展》已完滿結束。 今屆
參展之會友非常踴躍，共有三十位會友送出八十多張作品
參展。所有參展之作品可於八月份之《攝影教室》或《會
員月會》時段，向執委 Edwin Ho 取回。

攝影好去處
A. 多倫多加勒比大遊行
(Toronto Caribbean Carnival)
日期：August 4 (Saturday)
時間：10 am – 6 pm
地點： Exhibition Place & Lakeshore Boulevard ,
15 Saskatchewan Road, Toronto, ON
全北美洲最盛大的加勒比大遊行 (Caribbean Carnival)
將於八月四日，於展覽中心，沿多倫多Lakeshore Blvd.舉
行，慶祝活動的核心是以展示加勒比文化為主要特色的狂歡
遊行，參加遊行的隊伍，均穿上各種色彩豔麗的服裝，戴上
各種裝飾，在具有濃郁的加勒比氣氛的鋼鼓音樂中，狂歡起
舞，堪稱是北美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個狂歡節。
此色彩繽紛盛會之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caribanatoronto.com/event/caribana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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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August 23–26
地點：St. Lawrence Market 鄰近街道

E. 國際飛行表演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ir Show)
日期：September 1 - 3
地點：Toronto Water Front, South of Bandshell Park
時間：1:00 pm
為期三天的加拿大國際飛行表演節將於九月一日至三日，在
多倫多舉行。 有興拍攝飛行表演之會友，請自行前往。有
關資料及詳細地點，請參閱以下網址：
https://www.theex.com/concerts-events/air-show/

服務欄
本會資深會友蘇健新知會本會，所有加中攝影學會之會員及
其家属，凡到花嫁婚紗影樓拍攝枫葉卡、入藉、簽証、護照、
中港台身份証等証件相片，均可以享受超低優惠價：一律
$7.00 包税。
該影樓同時提供室內燈光拍攝場地，有興趣拍攝燈光人像、
静物的影友可致電: 416-291-2108 或親臨 2201 Brimley
Road，Sheppard 以北， 東方廣場向北200米，與花嫁婚紗
影樓蘇健新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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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名銜考試
以下是會友何啟寬 (Edwin Ho) 考獲本會 2012
年度會士銜 (ACCPS) 之部份作品。

Pow Wow Dancer

Expectation

In Between

Decay

Boardwalk

Power from the East

Follow the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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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季賽
日期： August 24 (星期五)
時間： 7:30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本年度第三期季賽，截止收件日期為八月廿一日(星期二)
下午五時，請各會友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照片組參賽作
品交往下列商號為要，或於澳門聯誼會集會時，交予比賽
小組：
富士圖 D&P Photo Supplies: D3 Pacific Mall
本年度之數碼影像甲、乙組作品，及参加照片組之數碼副
本，須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參賽作品以電郵發給比賽組
朱國強 (Keith Chu)，電郵內寫上數碼影像編號與題名，作
品題名應與所發檔案所書寫者相同，電郵地址：
keithchu@liv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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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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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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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賽作品題材：
數碼影像甲、乙組參賽作品，第三季之專題為《動態攝影》
，
包括所有戶內、戶外動態、體育活動等作品。
全年四季之照片組題材不限，任何題材之作品均可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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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賽規則：
(一)：任何組別，每一會友最多交作品四幅。
(二)：每次季賽，由三位評審委員負責評審。
(三)：每次季賽之任何組別，最高分之五張作品，將由評判
選出金牌、銀牌、銅牌及優異兩名。
(四)：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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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季賽入選冠、亞、季軍及優異之作品，將全部刊登於會
訊上。
賽後點評：
所有参加季賽作品，將於季賽後之《會員月會》時段中，
由是次季賽之評委、参賽者、會友等，對該等作品公開發
表意見。 如參賽者不欲自己作品被公開點評，交相時請預
先以書面聲明。

~~~~~~~~~~~~~~~~~~~~~~~~~~~~~~~~~~~~~~~~~~~~~~~~~~~~~~~~~~~~~~~~~~~~~~~~~~~~~~~~~~~~~~~~~~~~~
董事會： 主席：楊鍚秋
副主席：周全安
董事：何周齊羡、陳淳濤、謝陳慧芬
執委會：
會長： 梁承澤
前任會長：何周齊羨
副會長：李漢全、盧振名
秘書：陳烱輝、賀炳遠
司庫：李漢全、何有駒、梁寶源
學會網站管理：何有駒、李漢全
會訊事務：羅陽、陳丹青
比賽組：譚志賢、朱國強、何啟寬、陳霈燊
活動組：盧振名、楊志誠、陳霈燊、何啟寬、李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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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周深 FRPS , Hon FCCPS, HonF35mmPS
顧問:

鄭正剛醫生 FRPS, MFIAP, FPSA
歐陽偉雄
FBIPP, ARPS, HonFPSEA
周全安
FCCPS
周梓源
ARPS , APSHK , HonFYMCAPC
鍾勝良
關才烈
FRPS, MPSA, Hon FCCPS
盧 鏗
APSHK, ACPA, Hon.FPSEA
吳力昉
A35mmPS
蕭顯揚
Hon FYMCAPC
辛志偉
Hon FCCPS
譚錦超(會訊編輯) FPSHK, ARPS, ESFIAP
楊鍚秋
Hon FCCPS

法律顧問： 區健翔律師 LLB
會計顧問： 金宗岳會計師 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