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會員通訊 Newsletter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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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五年度會員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5)
日期：三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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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定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星
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世紀皇宮大酒樓， 舉行二零一五
年度會員大會，議程如下：
一：
二：
三：
四：

省覽及通過二零一四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二零一四年度會長會務報告；
二零一四年度司庫財務報告；
處理其他事項

案照會章規定， 會員若有任何提案欲於會員大會上提
出，須於會員大會開會日期十四天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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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大會將備有豐富午膳免費招待各會友。
因會員大會之法定出席人數為會員總數三分之一， 如
開會時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便要擇日重開，故希望各
位會友是日儘量抽空出席。

《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虛無飄渺浪淘沙』
日期：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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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教導會
友基本的攝影知織、構圖原理、灌輸攝影構圖的思維，
光圈、快門、ISO 的運作，教授簡單易學之 Photoshop
程序去改善照片畫面，適當時有户外攝影工作坊。
想把沙灘的海浪，拍成騰雲駕霧，虛無飄渺夢境般的
效果，是用甚麼方法拍攝? 拍攝這類照片的最佳時間

是在日出前半小時，或日落後半小時，但是於天昏地
暗的環境下，怎樣對焦? 通常拍攝時間是超過三十
秒，在沒有測光錶設備時，怎樣設定相機的快門速度？
曝光三角如何配合? 構圖時海面上石塊分佈應該如何
取捨等等？當晚將詳細介紹拍攝方法。
Photoshop 學習部份，是採用實際教學法，到時將按
每張作品實際所需的修改方法進行示範，講解每張作
品的剪裁、色調、明暗調整的改善方法。希望學員預
先以電郵提供作品，同時附上該作品未經修改之 JPG
檔案。 電郵地址：tamkamchiu2@gmail.com
每堂均備有講義，供上課之會員以電郵索取。該課程
只限會員參加，敬請留意。

會員座談會 －《黑白攝影》專題比賽
日期： March 20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Macao Club 澳門聯誼會
三月份之會員座談會，將舉辨《黑白攝影》專題比賽。
是次專題比賽將由出席之會友，不論有份交相與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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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相方法；各位参賽會友，需於當晚現埸交相，每位
限交數碼影像最多四張，及照片最多四張。請將數碼
作品及照片組之數碼副本，分別存於USB drive、SD 或
CF cards 內，於當晚 7:45 pm 前，把數碼作品及照
片交與在場之比賽組工作人員。
數碼影像之規格：最大闊度為1400pixels，最大高度為
1050pixels，檔案大小不超過 1.95Mb，只接受JPEG
檔案。 照片組之規格：照片組作品規定為最大為
8x12 吋，所交照片裝裱與否不限，如裝裱可裱於 8x12
之裱咭上。
參加者須同意本會有權將參加作品展覽、刊印會訊、報
章及其他刊物，而不需負任何責任及付任何報酬。
每月之會員座談會，歡迎各會友携同親友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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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名銜考試

『人間仙境－雲南元陽梯田』─ 黃偉民

截止申請日期：三月卅一日

日期： March 27 (Friday)

本年度之名銜考試將於四月中評審，有意投考者請及

時間： 7:30 pm – 9:45 pm

早準備，於截止日期前連同申請表及考試費送交本會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聯誼會

名銜考試主席譚錦超先生。索取申請表格或查詢有關

本月之會員月會，將邀請本會顧問及高級會士 Stanley

事宜，請與譚錦超聯絡，電話：(416) 299 8816，或電

Wong (黃偉民) 主講『人間仙境 － 雲南元陽梯田』

郵：tamkamchiu2@gmail.com。

的攝影經驗。

本會之執委會議決，由 2015 年開始，凡考獲本會會士

元陽梯田幾乎是每一個攝影愛好一生中不能不去的地

銜之會友，必須為本會之永遠會員，而本會之高級會

方，層層疊疊,線條優美的梯田，五彩斑斕的倒影，山

士銜，亦只頒發予本會之永遠會員。

呼海嘯及千變萬化的雲海，以及淳朴的哈尼族人物和

有關名銜考試詳情，請參閱一月份會訊。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村落，都給人提供無限的攝影題材。即使是作為普通
旅遊人仕，元陽梯田同樣是一個值得觀光的旅游勝
地。加上山上四季如春的氣候，新鮮的空氣，沒有污

本年度第一期季賽

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所向往。

日期： April 17 (Friday)
時間： 7:00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聯誼會

Stanley 曾於 2013 年及 2014 年一月份期間兩度探訪元

季賽作品之截止收件日期：四月六日(星期一)

染的農家美食，和睦熱情的村民，所有這些都是我們

陽，就是為了等到最佳光線和雲霧的變化，將千變萬
化的梯田美景拍攝下來。並希望藉著今次講座與各影
友一同分享拍攝成果及講述一些相關的信息。
每月之會員月會，歡迎各會友携同親友出席聽講。

Photoshop 初階工作坊 ─ 楊錫秋
本會將於三月份邀請本會顧問及前會長楊錫秋先生為
本會會友義務主持一個 Photoshop CS6 的初階實習
工作坊，惟該工作坊現已截止報名。
該工作坊資料如下：
1. 資格：本課程只限於 2015 年度有效會員。
2. 日期：March 8, March 22, March 29 及 April 5
逢星期日上課，共四節。
3. 時間：9:00am – 1:00pm。
4. 地點：Stanley Wong Studio
5. 人數：25 人。
6. 費用：每位學員 $60。
(註：所得款項全部支付課堂塲地租金)
7. 每位學員一定要帶手提電腦及要已安裝 Photoshop
CS6 或以上的軟件。
學員需於 February 27（星期五）晚會聚會時交付學
費。逾時不繳交學費者，將作自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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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之季賽，每次將提早兩星期截止：第一季之
截止收件日期為四月六日 (星期一) 下午五時，會友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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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之專題為《人物
攝影》，包括戶外人物、室內人物、及燈光人像等。
全年四季之照片組題材不限，任何題材之作品均可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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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季賽》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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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之年賽照片組鄭正剛醫生杯、數碼影像甲組周深
杯，及數碼影像乙組余國銘紀念杯，將各增設亞軍銀
杯及季軍銅杯獎。
參賽作品之規格：

作品評審後，均獲發回評判評分之分析表，以供作者
改善自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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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作品權責聲明：
凡參加本會季賽及專題比賽者，即為承認本會所訂定
以下參賽作品權責聲明：同意接受本會擁有將參賽品
刊登於本會會訊、本會網頁、報章、書刊、展覽及其
他會務等權利，而無需給與作者任何報酬及負任何責
任。

同一張作品不能同一季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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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季賽評選，所有會友，不論参賽與否，均歡迎到
場参觀，此仍觀摩及學習攝影的最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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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文化月會員攝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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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PG
Color Space = sRGB
季賽作品評審方法：

(Asian Heritage Month Members Work Exhibition)
本會每年之會員作品展覽，今年仍然於五月及六月在
市政廳大堂及大會堂舉行，歡迎會友送相參展。
展覽日期：
(1) 多倫多市政廳大堂 (Metro Hall Rotunda):
May 17 (Sunday) to May 22 (Friday)
(2) 多倫多大會堂 (City Hall Rotunda)
June 10 (Wednesday) to June 14 (Sunday)
截止收件日期 : April 24 (Friday)

本會之季賽，評審時採用入選制，全部達到入選分數
的參賽作品，再進行第二輪評選以評出獲獎作品。於
全年績分統計時，每張於季賽入選作品將獲一分、於
複賽獲金牌時再加五分、銀牌加三分、銅牌加二分、
優異加一分；即獲金牌之作品於全年績分統計時共獲
六分。

本會今年繼續與亞裔文化月基金會聯合主辦《亞裔文化
月會員作品攝影展》，參展之會友，將不收任何參展費
用，惟參展作品之題材必須與亞裔(中、印、日、星馬
泰..…)文化有關，不過作品不規定於亞洲地區拍攝，在
任何地方所拍攝有關亞裔之傳統文化，或節日活動為主
題的作品，均可參加。

參賽會員之資格：

凡本會會員均有資格參加展出，每一參展者，最多繳交
作品三幀，黑白或彩色照片均可。最大不超過 16 乘 20
吋，惟必須统一用 16 乘 20 吋黑色硬卡裝裱。

乙組升甲組
於2013年起，參加數碼影像乙組之會員，全年總成績
統計獲十分或以上者，下一年度，須升上甲組參賽。
新參賽之會友，欲於數碼影像甲組參賽者，可繳交作
品四張予評審委員審核，如獲評審委員認可，則可於
甲組作賽。
照片組：不分組別，任何會友均可參加。

由於展覽場地有限，將由會方負責選出展覽作品。參展
作品請於截止收件日期前，於本會在澳門聯誼會集會
時，交予本會顧問譚錦超，或任何加中攝影學會之執
委。有關展覽之咨詢請與譚錦超聯絡：電郵：
tamkamchiu2@rgmail.com，或電話：(416) 299 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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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Donations

現收到下列會友之捐款，以贊助本會經費，特此致謝：
Chu Keith 朱國強
Ho Edwin 何啟寬
Lee Alex Chiu 李 釗
Liang Horace 梁承澤
Tam Chi Yin 譚志賢
Tam Kam Chiu 譚錦超
Yeung Eric 楊志誠
Shaw Betty 于詩儀

$50.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5.00

攝影好去處
A： 多倫多 St. Patrick’s Day 遊行
日期：March 15 (Sunday)
時間：12:00 noon – 3:00 pm
遊行路線：由 Bloor /St. George 開始，於 Nathan Philips
Square 結束。
網頁:
http://www.st-patricks-day.com/st_patricks_day_para
des_canada_toronto/

C： 狗拖雪車比赛
(Haliburton Dog Sled Races)
日期：March 7 - 8
時間：9:00am - 5:00pm
地點：4252 County road, #21, Haliburton, Ontario
網頁：http://www.haliburtondogsledderby.com/

D： 雪地電單車比賽
(Rockstar Energy National
Snowcross)
日期： March 28 - 29
地點： Chicopee Ski Club,
Kitchener, Ontario
網頁:
http://snowcross.com/event/rockstar-energy-snocros
s-championships/
各位會友注意：有興趣拍攝雪地活動之會友，請自行
驅車前往，惟出發前請先查閱有關網頁，以確定該項
賽事是否如期舉行。

B：亜裔小姐半準决賽

服務欄

日期： April 4 (Semi-Finals)
時間： 2 - 4 pm
地點： 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888 Progress Road

攝影器材出讓

入場費： 免費進場拍攝

有會友出讓下列攝影器材：
CANON 5D Mk III Body with Battery Grip
Original Boxes；出讓價 $2,500

亜裔小姐半準决賽，已改於四月四日舉行. 任何查詢請
與執委Eric Chan 聯络，電話：416 209 3368

有意購買者請與會友 Eric Chan 聯絡，
電話： (416) 209 3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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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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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偉民
FAPAHK,FNCAP,FC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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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