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份會員通訊 Newsletter December 2013
學會通訊地址: P.O. BOX 46534, Agincourt Postal Outlet, Scarborough, On. Canada , M1T 3V8.
學會網頁: www.ccpst.com
學會電郵地址: info.ccpst@gmail.com.
學會事務查詢：電話 (647) 800 0422 (留言)
集會地點『澳門聯誼會』地址：PH55，第一廣場 First Commercial Plaza, 4168 Finch Av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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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聖誕節期間暫停各項集會
(No Activities in December)
南安省十一月廿三日受到突如其来的雪暴侵襲，多倫
多又開始步入白雪皚皚的冬季了，聖誕佳節也瞬將到
來，際此普世歡騰、萬眾同樂的日子，董事會及執委
會同人，特此恭祝各會友，及其家人聖誕及新年快樂。
由於會友多於聖誕期間，結伴外遊，所以十二月份之
各項聚會如《攝影教室》
、
《會員座談會》
、
《會員月會》
，
將暫停一次，好讓大家全情投入，共渡佳節。

2014 大多市攝影聯會會際攝影比賽
(GTCCC Interclub Competition 2014)
2014 大多市攝影聯會會際攝影比賽，現已開始接受參
賽作品，凡本會會友均可參加。

(3) Pictorial Projection (風光題材數碼影像組)、
(4) Colour Prints (彩色照片組)、
(5) Monochrome Prints (黑白照片組)。
每一參加者每組限交作品最多兩張，每張作品需繳付
參加費$2，參加全部五組共十張作品者，則只收參加
費$16。
2014 大多市攝影聯會會際攝影比賽之詳情如下：
參賽作品之部份規格：
數碼影像組：每邊最大像素不能超過 2560 pixels, JPG
格式及 sRBG 標準文件。
照片組：照片一定要有 Mounting board，最大 16”x 20”
及最小 11”x 14”。每張参賽照片必需附上 2560pixels，
JPG 格式及 sRBG 之數碼影像文件。
每張作品必須註明作者姓名，作品題名，及参賽組別。

本會之截止收件日期：January 24 (Friday)

結果公佈日期：April 24, 2014

參賽作品可於一月份本會於澳門聯誼會舉行聚會時，
交予本會副會長 GTCCC 聯絡人 Thomas Lee。

詳細參賽規則或咨詢，請與本會副會長 GTCCC 之聯
絡人 Thomas Lee 聯絡，電話：(416) 491 5872 (留
言) ，或電郵：info.ccpst@gmail.com。

比賽共分五組：
(1) Nature Projection (自然題材數碼影像組)、
(2) Natural Things Projection (自然物件題材數碼影
像組)、

請参閱大多市攝影聯會下列之網頁:
http://www.gtccc.ca/competitions.php
http://www.gtccc.ca/interclub/2014/rules.pdf
http://gtccc.ca/interclu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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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度會費

贊助週年晚宴之商號及會友芳名

(2014 Annual Membership Fee)

( Annual Dinner Donations)
下列會友及商號，熱心贊助本會週年晚宴，謹此致謝：
現金贊助：
鍾勝良先生
周深先生
周全安先生
何周齊羨女士
梁承澤先生
盧鏗先生
譚錦超先生
何兆平先生
勞允純醫生
鄭膺中先生
Ms. Margaret Lee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現金

$500
$3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14 名銜考試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贊助幸運抽獎禮物：
周全安先生
蕭顯揚先生
周梓源先生
辛志偉先生
Edwin Ho
無名氏
張芬女士
黃瑞强先生
Hit Camera 陳淳濤先生

Picture Frame 1 pc
$50 gift card 2 pc
紀念金幣 1 pc
Pressure cooker 1 pc
皇后名粥 $20 Coupon 5 pc
Stainless Steel mug 2 pc
Coffee maker 1 pc
Lens case 1 pc
Tripod 2 pc
Monopod 2 pc
Camera case 5 pc
Camera Back pack 4 pc

週年晚會收支
(Annual Dinner Account)
本年度的晚會財政收支如下：
收入

支出

餐券
$ 3,710.00
禮品代金
$ 1,800.00
抽獎券收入 $ 1,720.00

聚餐
購買抽獎禮品
表演費用

$ 4,500.00
$ 1,393.21
$ 7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 6,593.21

虧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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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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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年費每年45元，會員配偶年費減半，
永久會員一次過$450。為清楚核對會員資料，請填妥
附上表格，連同有關會費之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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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費亦可於本會集會
時，交與副會長、司庫Thomas Lee (李漢全)。

636.79

每年一度之名銜考試將於 2014 年四月間舉行，截止
申請日期為 2014 年三月卅一日，有意參加 2014 年名
銜考試之會友，請及早準備作品投考。本會設立名銜
考試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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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會員攝
影創作成績，獲得權威性的確認。 成績合格者，對自
己影藝獲得認同是一種鼓勵，而未取得合格者，亦是
一次參與磨煉的機會，對自己作品不足之處，得到客
觀的了解，以便將來更具信心再出擊。
名銜考試組別：
(1) 會士銜 (ACCPS)
會士銜應考照片12 張，題材不限，惟評審時，主要乃
評審投考者多方面題材的掌握能力，及全套作品是否
達到一定的攝影水平。
(2) 高級會士銜 (FCCPS)
高級會士銜應考照片 18 張， 題材可用專題方式表達，
或採用多種題材組成而有中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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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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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提升會員影藝的創作水平。 而另一目
的，是藉以培訓該會之會員的攝影技巧，因通過高水
平的攝影考試，而獲取擔任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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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邀請自己學會的高級會士擔任。
有關名銜考試申請辦法、規則等詳情，將於一月份會
訊通告。

週年晚宴圓滿結束
2013 年度本會卅七週年晚宴已
於十一月十七日晚，假世紀皇宮
大酒樓舉行。 該晚節目包括頒
發榮譽獎杯、各項証書與季賽獎
杯及獎牌、幸運抽獎、及模特兒
造型攝影。
(現場攝影 Dominic、 Edwin、 Eric)
董事及執委向會眾祝酒

董事會副主席周全安致詞

顧問譚錦超頒發余國銘紀念杯
予 Brenda Fu

名銜主席譚錦超頒發高級會士銜
證書予 Stanley Wong

前會長黃志洪頒發名譽會員
證書予 Edwion Ho

執委會會長梁承澤致詞

前董事何兆平頒發何兆平杯予董事周全安

會長梁承澤頒發榮譽高級會士銜
證書予顧問蕭顯揚

名譽會長周深之女公子周艶麗小姐代
頒發周深杯予 June Niem，由 Daisy 代領

會長梁承澤頒發榮譽高級會士銜
證書予顧問鍾勝良

名銜主席譚錦超頒發會士銜
證書予 Eric Chan

前會長黃志洪頒發名譽會員
證書予 Alex Lee

前會長黃志洪頒發名譽會員
證書予 Keith chu

董事陳淳濤頒發幸運獎予獲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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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攝影好去處
很快又是一年一度的聖誕節，這是日間拍攝街頭熱鬧
氣氛的聖誕節大遊行，晚上拍攝五光十色的聖誕燈
飾的好時節：

A: 萬錦市聖誕老人大巡遊
日期：November 30 (星期六)
時間：11:00am 開始
地點：Markham Road from Hwy 7 to 16th Avenue
萬錦市聖誕老人大巡遊有特色的花車巡行，沿途有樂隊
演奏、工夫表演、聖誕老人與大家握手，整個活動充滿
節日的氣氛，是拍攝街頭人物照片好機會。
詳情請參閱網頁：

詳情請參閱網頁：
www.toronto.ca/cavalcade

C: 多倫多聖誕市場
Lowe's Toronto Christmas Market
日期：November 29 - December 16
時間：每日 10:00am - 9:00pm
地點：釀酒區（the Distillery District），
Downtown, Toronto
LOWE'S Toronto Chrismas Market 多倫多聖誕市場是
富有歐洲特色之節日街市模式的聖誕項目，有音樂表
演、兒童遊戲活動、及有展示數百個獨特和具當地特色
的手工藝製品的攤檔。

http://www.mainstreetmarkham.com/santa-claus-parade/

B: 多倫多市政廣場聖誕亮燈儀式
Cavalcade of Lights
日期：November 30 (星期六)
時間：7:00pm - 11:00 pm
地點：多倫多市政廣場 Nathan Phillips Square
(Queen and Bay Streets)
今年的第 47 屆多倫多市政廣場聖誕亮燈儀式將在十一
月卅日，星期六晚上七時開始，有名歌手音樂表演，大
型聖誕樹亮燈儀式，及溜冰活動等節目，煙花於晚上八
時舉行，是拍攝聖誕節日氣氛好機會。

詳情請參閱網頁：
http://www.torontochristmasmarket.com/

D: 溫士頓聖誕大遊行
（Weston Santa Claus Parade）
日期：December 1 (星期日)
時間：2:00pm 開始
地點：由 Weston and Church Street 開始
擁有 34 年曆史的溫士頓聖誕大遊行，活動包括花車遊
行、聖誕老人、小丑、及樂隊表演。
詳情請參閱網頁：
http://www.westonvillagebia.com/santapar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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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PS
周全安
ARPS , APSHK , HonFYMCAPC
周梓源
鍾勝良
Hon FCCPS
FRPS, MPSA, Hon FCCPS
關才烈
盧 鏗
APSHK, ACPA, Hon.FPSEA
吳力昉
A35mmPS
蕭顯揚
Hon FCCPS, Hon FYMCAPC
辛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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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