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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以郵遞方式寄出本會每月會訊
請各會員留意，為減輕執委義工們的工作量，節省郵費等開
支，執委會通過：本會每月之會訊將於 2015 年一月開始，
停止用郵遞方式寄出。
由 2015 年開始，本會之會訊將以下列方式派發：
(1) 電郵(email)方式寄出；
(2) 跟現時方法一樣，在本會《會員月會》等聚會中派發給
出席的會員、但不再用郵遞方式寄出；
(3) 會友可從本會網站 www.ccpst.com 下載。
如有個別會員仍想以郵遞方式收會訊、例如沒有電郵地址的
會友而亦無暇出席聚會等，請填寫你的姓名及原因、並將回
條交回本會執委、或寄回本會郵政信箱(PO Box 46534,
3850 Sheppard Avenue East, Agincourt, Ontario M1T 3V8,
Canada. )、由執委會批准以郵遞方式寄出。
姓名：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

《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攝影構圖之色調平衡』、
『荷花拍攝方法』
日期： Augu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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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要是教授
會友各種攝影的基礎知識，每堂均備有圖文並茂的講義，
但只限以電郵發給需要的會員。
攝影構圖這個題目，其實是講之不盡，最簡單的解釋便是
於按下快門時，對主題及背景的適當取捨，一張完美構圖
的照片，最重要是要讓觀賞者有舒服的感覺，是晚將會講
解色調平衡的重要，及重溫各種構圖法則。
荷花除了為中國歷代文人雅仕所鍾愛詠讚的對像外，在繪
畫和攝影界也是為一眾人仕所喜愛的創作題材，近日在加
中攝影學會臉書 Facebook 上看到多位會友上載了很多

他們所拍攝的荷花 (Lotus) 和睡蓮 (Water Lilies) 的照片
引發了譚先生以『荷花拍攝方法』為主題，談談拍攝荷花
的方法，到時將會介紹陳復禮、簡慶福及黃貴權三位前輩
以荷花為題材的作品，給會友欣賞及從中學習有關拍攝時
的用光技巧、構圖的安排、及如何去捕捉荷花與睡蓮的美
態。如譚先生一向所言，多欣賞名家的作品，是可以藉此
機會，觀摩大師級的卓越影藝，給我們注入多方面的靈感，
擴濶視野，提升自己的創作水平。
照片點評部份，屆時將會將部份季賽的會員作品，給予色
調、裁剪的改善建議及方法。
該課程只限會員參加，敬請留意。

第三期季賽
日期： August 22 (Friday)
時間： 7:00 pm (＊注意：季賽時間提早於七時開始)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季賽作品之截止收件日期：八月十八日(星期一)
本年度第三期季賽，截止收件日期為八月十八日(星期一)
下午五時，請會友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照片組參賽作品
交往太古廣場D3，富士圖 D&P Photo Supplies，或於本
會集會時，交予比賽小組。
參加季賽之數碼影像甲、乙組作品，及参加照片組之數碼
副本，須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數碼參賽作品以電郵發給
比賽組陳潤基 (Frankie 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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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ccp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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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之動態、體育活動等作品均可參加。
照片組全年四季組題材不限，任何題材之作品均可參加。
參賽作品之規格：
不能同時以同一張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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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參加以後本會所辦之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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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季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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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um Horizontal size (最大闊度) = 1400 pixels
Maximum vertical size (最大高度) = 1050 pixels
檔案大小不超過 1.95 Mb
Resolution (解像度) = 300 dpi
File Format = Jpeg
Color Space = sRGB
有闋季賽規則、季賽作品評審方法、參賽會員之資格等詳
情，請參閱六月份會訊。每次季賽評選，所有會友，不論
参賽與否，均歡迎到場参觀。

1.95 Mb、解像度為300 dpi、只接受JPEG檔案。請將作品
存於USB drive、SD 或CF cards 內，於當晚 7:45 pm 前
交與在場比賽組工作人員。

新旺角廣場公開攝影比賽
由新旺角廣場主辦，加中攝影學會協辦之新旺角廣場公開
攝影比賽，將於八月九日(星期六) ，下午2:30 - 6:00pm 在
新旺角廣場舉行，攝影主題為《公主駕到嘉年華》
，比賽詳
情可在現場索取，請會友踴躍參加。

美國攝影學會 2012 年度之世界排名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第三期季賽作品賽後點評》
日期： August 29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第三次季賽之参賽作品，將於當晚之會員月會，作公開賽後
點評，由該次季賽之評委對該等作品公開發表意見，此乃學
習攝影之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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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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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專題比賽 －《微距攝影》
日期： September 19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為鼓勵會友之攝影創作多元化，本會之《會員座談會》，將
於九月份舉辨《微距攝影》專題比賽。

本會於七月十一日《攝影教室》講座時，由會長李漢全代
表美國攝影學會，頒發 2012 年世界十傑證書予本會顧問
關才烈後，與顧問譚錦超及副會長賀炳遠合照。
關才烈於 2012 年投寄美國攝影學會認可之國際攝影沙
龍，獲得卓越成績，可喜可賀。 以下為他於 2012 年參加
世界沙龍各組比賽之世界排名：
新聞攝影組(數碼)：
攝影旅遊組(照片)：
黑白畫意組(細張照片)：
新聞攝影組(照片)：
自然組(數碼)：
自然組(照片)：
彩色畫意組(數碼)：
攝影旅遊組(數碼)：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九名
第十名

是次專題比賽將由出席之會友，不論有份交相與否，一起
投票，選出金牌、銀牌、銅牌及两個優異作品，惟該專題
比賽所得分數，將不會計入全年總成績內。

訃告 (OBITUARY)

交相方法：各位参賽會友，需於當晚現埸交相，每位限交
黑白或彩色數碼影像最多四張，作品之規格：最大闊度為
1400 pixels、最大高度為1050 pixels、檔案大小不超過

香港資深攝影家陳紹文先生，不幸於月前在香港病逝，陳
先生以往對本會有關攝影文稿支持無間，現與世長辭，本
會仝人深感惋惜，並謹此向其家人致以深切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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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名銜考試
以下是會友陸偉成(Lu Wei Cheng) 考獲本會
2014 年度會士銜 (ACCPS) 之部份作品。

冰上熱舞

雄鷹飛雪
Swans

Happy herdsman
Competition

Northern light

鐵塔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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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好去處

蘭花展攝影比賽結果

A：多倫多加勒比大遊行

由友會多倫多蘭藝會及華咨處主辦之2014年蘭花攝
影比賽，已於六月廿八日，由攝影家譚錦超、吳力昉、
聯同贊助商陳淳濤、及主辦機構代表趙祖德、譚錦榮
公開評審完畢，結果如下：

日期：August 2 (Saturday)
時間：9 am – 6 pm
地點：Begins at Exhibition Place, down Lakeshore Blvd
west and ends at Lakeshore and Parkside
此色彩繽紛盛會之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www.caribanatoronto.com/event/caribanaparade

冠軍：Chan Pui sun, Eric (國蘭春艷)
亞軍：Edwin Ho (生命之初)
季軍：Andy Onn Chin Chau (無題)
優異：Chan Pui Sun、Jinguan Wang、Albert Mok、
Raymond Hung、Tam Chi Yin

B：Exeter Ram Rodeo
日期： August 9 - 10
時間： 2:00 pm
地點： South Huron Rec Centre Rodeo Arena Exeter,ON
入場費： $15
請參閱網頁：
http://www.exeterrodeo.com/p/schedule_3.html

C：街頭藝人節
(Buskerfest

2014)

冠軍：Chan Pui sun, Eric (國蘭春艷)

日期： August 21 - 24
時間：11:00 am – 11:00 pm
地點：Downtown Yonge Street Neighbourhood.
街頭藝人節是多倫多一個非常成功的國際性街頭藝人
節，它為世界上數百個最壯觀的街頭表演..是拍攝街頭
寫實照片的好機會。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torontobuskerfest.com/
亞軍：Edwin Ho (生命之初)

~~~~~~~~~~~~~~~~~~~~~~~~~~~~~~~~~~~~~~~~~~~~~~~~~~~~~~~~~~~~~~~~~~~~~~~~~~~~~~~~~~~~~~~~~~~~~~~~~
~
董事會： 主席：蕭顯揚
副主席：陳淳濤
董事：何周齊羡、盧振名、陳丹青

執委會：
會長：李漢全
前任會長：梁承澤
副會長：賀炳遠
秘書：陳烱輝(英文秘書)、陳霈燊(中文秘書)
司庫：陳潤基
學會網站管理：何有駒、陳頌明
會訊事務：羅陽、楊志誠
比賽組： 譚志賢、何啟寬、李釗、陳潤基
活動組：何啟寬、李釗、陳霈燊、楊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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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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 FCCPS
關才烈
GMPSA, FRPS, EF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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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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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