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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通訊地址: P.O. BOX 46534, Agincourt Postal Outlet, Scarborough, On. Canada , M1T 3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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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六年度會員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6)
日期：三月廿日(星期日)
時間：11 am to 2 pm
地點：世紀皇宮大酒樓 (備午膳免費招待)
398 Ferrier Street, Markham。
茲通知本會各會員， 現定於二零一六年三月廿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時假座世紀皇宮大酒樓， 舉行二零一六年
度會員大會，議程如下：
一： 省覽及通過二零一五年度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二： 二零一五年度會長會務報告；
三： 二零一五年度司庫財務報告；
四： 選舉 2016/2017 年度執委會及董事會成員；
五： 處理其他事項；
六： 公佈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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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六年度會員大會，將選出二零一六至二零一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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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以按會章規定，用書面通知本會，授權委托其他會
員出席及投票。
現隨本會訊附上：出席會員大會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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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務收，或以電郵寄回亦可，電
郵地址：tamkamchiu2@gmail.com
請各會員留意，所提名之董事會或執行委員會之候選人，
必需為已繳付 2016 年度會費之普通會員，或本會之永遠
會員，或榮譽級會員，否則將會取消被提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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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年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錄
日期: 二零一五年三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開始
地點: 世紀皇宮大酒樓
出席會員人數：60 人
(超過總會員人數的 1/3，會議有效)
紀錄： 陳霈燊
一， 董事局主席蕭顯揚先生的發言： 高度肯定過往，
提出要更好地建設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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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20 15年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錄 )

會員座談會 Members' Gathering

二，會長李漢全先生的發言：首先多謝顧問譚錦超先
生過去一年對會務的貢献。以及各會員對本會的支持。
并報告了 2014 年的會務總结，以及詢問意見。無異議
下，會長報告以出席會員绝大多數舉手通過。

日期： February 19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三，司庫陳润基先生展示和講解 2014 年本會總财務報
告， 以及詢問意見，無異議下，并得到出席會員以绝
大多數舉手通過。
四，會員們除了通過會長報告和财政報告， 更享用茶
點與午饍，借此聚會聯誼一番，會議於二時許完满结
束。

關才烈、譚錦超獲頒 Hon.FtGM 名銜
歐洲塞爾維亞，貝爾格萊德之攝影組織Fotogram Art
Studio 於2016年一月公佈，本會顧問關才烈及譚錦超
獲頒 Hon.FtGM 名銜，以表揚他們多年來於塞爾維亞
之六個國際攝影沙龍展覽獲得獎牌及優異獎等佳績。
該名銜由2011年開始頒發予參加世界沙龍之攝影家，
直至2016年一月，共有23位世界攝影家獲頒贈該名銜，
而全北美洲亦只有關才烈及譚錦超獲得，特此祝賀。

《攝影教室》 Photo Clinic ─ 譚錦超
『煙雨江南 － 西湖、秦淮河畔篇』
日期： February 1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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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簡單易學之 Photoshop 程序
去改善照片畫面等。
江南一帶，天氣四季分明，春夏為雨季，現因地球暖
化，冬天也多雨。十二月講者於江南時，正遇上漫天
煙雨。秦淮河畔是南京市著名的旅遊景點，秦淮河兩
岸的街道巷弄、古蹟及風景區等，是一個集歷史文化、
觀光旅遊的風景區，被國家旅遊局評為「中國旅遊最
好景點」
，華燈初上更可以看到最美的夜景。至於杭州
西湖是中國十大風景名勝旅遊景區之一。當晚他將與
會友分享在西湖及秦淮河畔，於煙雨情況下的拍攝心
得，并有作品示範。
學員作品點評部份，屆時將從個別學員預先提供之作
品，及會員参加季賽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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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年三月之專題比賽為《建築物攝影》
，在二月十九日之
《會員座談會》，將由Edwin Ho與會友討論建築物拍攝
方法，
《會員座談會》純為攝影交流型式。歡迎會友攜同
親友出席，暢談影事，互相切磋影藝。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冬日風情 ─ 班芙國家公園風光』─ 黃偉民
日期： February 26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聯誼會
位於加拿大西部，洛磯山脈的班芙國家公園，素來都
是攝影人仕響往的風光拍攝埸地。 崇山峻嶺罩著一層
銀白雪衣，晶瑩剔透冰湖加上金光的晨曦或是黃昏的
夕陽，又或是晚空的星河斜靠在銀白的山嶺上，都構
成一幅又一幅動人心弦的風光照片， 這樣美好景緻，
最值得我們用相機把她記錄下來。
本會顧問 Stanley Wong (黃偉民先生) 剛於新年期間
於斑芙國家公園拍攝回來，當晚他將會將今次旅程所
拍攝的照片和影友分享，並詳細解釋冬日拍攝的個人
裝備和器材，斑芙國家公園拍攝景點和技巧，歡迎各
會友携同親友出席。

三月及九月之專題比賽
為鼓勵會友之攝影創作多元化，本會之《會員座談會》
，
將於本年三月份舉辦《建築物攝影》
，及九月份舉辦《靜
物攝影》專題比賽，時間為 7:30pm–9:45pm 於澳門聯
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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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將數碼作品交與在
場比賽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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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專題比賽者須同意本會有權將參賽作品展
覽、刊印會訊、目錄、報章及其他刊物﹐而不需負任
何責任及付任何報酬。

人物攝影
2016 年於四月廿二日，本會第一期季賽，數碼甲、
乙組專題為《人物攝影》。拍攝人物照片時，除了要
表現出人物的姿態外，突出面部的神情最為重要，
尤其是靈魂之窗的眼神表現，是人物攝影裡一個不
可忽視的環節。本期會訊選出三位中國大師級攝
影名家陳復禮、簡慶福及黃貴權的人物作品供各
會友欣賞。

《目語》
：此作品以前景的人物為主，背景的
人物為配，一前一後的對比，虛與實，明與
暗等要素，來控制構圖的平衡。前景人物低
頭而帶羞怯的瞬間，眼睛正處於畫面的黃金
分割點上，使觀賞者的眼光，自然地集中在
前面人物的眼神上。
《委屈》
：傳統的兒童拍攝手法是鏡頭跟小孩
子的視平高度拍攝，而此作品是在側面 45
度角抓拍，光源能細緻地把面部表情刻劃出
來，相中的女孩低著頭，但眼睛往上挺，眼
神充滿無辜，兩腮掛著淌下的淚水，小嘴緊
緊閉著不語，表現了受屈後無言的反抗，惹
人好生憐憫。
《悅》
：這幅作品是借助特寫構圖，突出嬰兒
面部的表情，大大的眼睛，瞳仁中閃耀出的
靈光，是眼神最動人之處，笑臉迎人，露出
了小舌頭，加上嘴邊流下的一滴唾涎，顯得
可愛又真率。

目 語

悅

陳復禮

簡慶福

委 屈

黃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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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六年度會費

Donations

(2016 Annual Membership Fee)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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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資料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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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與本會司庫 Frankie Chan。

現收到下列會友之捐款，以贊助本會經費，特此致謝：

名銜考試

Kearney dog sled races
狗拖雪車比赛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截止申請日期：三月卅一日
本年度之名銜考試將於四月舉行，有意投考者請及早準
備，於截止日期前連同申請表及考試費送交本會名銜考
試主席譚錦超先生。索取申請表格或查詢有關事宜，請
與譚錦超聯絡，電話：(416) 299 8816，或電
郵：tamkamchiu2@gmail.com。
有關名銜考試詳情，請參閱一月份會訊。

服務欄
攝影器材出讓
有會友出讓下列攝影器材：
Canon 400mm f5.6 L lens with Realtree Lenscoat
and Hoya UV filter，出讓價 $1,000
有意購買者請與會友 Ming 聯絡，
電郵： lochunming@gmail.com
電話：(647) 296 6868

Edwin Ho
Betty Shaw
Tam Kam Chiu
Eric Yeung

何啟寬
于詩儀
譚錦超
楊志誠

$ 45.00
$ 15.00
$ 45.00
$ 45.00

攝影好去處

日期：February 13 - 14
時間：10:00am - 5:00pm
地點：8 Main Street east,
Kearney, Ontario
詳情請參閱網頁：http://kearneydogsledraces.ca/

Amsoil Kawartha Cup Races
雪地電單車比賽
日期：February 20 - 21
時間：9:00am - 5:00pm
地點：Lindsay Exhibition Grounds, 354 Angeline
Street south, Lindsay
詳情請參閱網頁：
http://snowcross.com/event/amsoil-kawartha-cup/
有興趣拍攝雪地活動之會友，出發前請先查閱有關網頁，
以確定該項賽事是否如期舉行，因各項雪地比賽，往往
因天氣情况，而導至無法如期舉行，敬請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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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