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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教室》 － 譚錦超

參加季賽交相方法：

『如何運用亮度圖層』

第三期季賽之截止收件日期為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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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圖公司 D&P Photo
Supplies，或於本會集會時，交予比賽小組。

日期：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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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簡單易學之 Photoshop 程序
去改善照片畫面等。
亮度圖層是 Photoshop 的其中一種 selection 方法，與
漸進圖層一樣，同樣是以 50% 漸進方法，去選取畫面
上各種不同色調的光位與暗位，以便進行加色、減色、
調色舆反差等調整。 這種選取方法是於 2006 年才公
開介紹使用，是一種有效而不多人知道的調色方法，
是晚將會詳細闡釋。
很多新學攝影的會友，對相機的運作、曝光三角的配
合等等，仍不十分了解，是晚將於初階攝影時段詳細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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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郵發給比賽組
陳潤基 (Frankie Chan)，電郵內寫上参加比賽之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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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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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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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 實習部份，是採用實際教學法，到時教授
會友如何鑑别一張照片的色調，按每張作品實際所需
的修改方法進行即場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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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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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時，每組均採用 5 至 9 分制，獲 21
分或以上之作品為入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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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照片組：不分組，黑白及彩色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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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組：題材不限，黑白及彩色均可，全年最高分之
會友，可獲頒《鄭正剛醫生杯》。

第三期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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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rterly Competition)
日期： August 19 (Friday)
時間： 7:00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聯誼會
季賽作品之截止收件日期：八月八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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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續:第三期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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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作品之規格：
同一作品不能在同一季賽中在照片組及數碼影像組參
賽。曾於本會季賽中獲金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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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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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b
Resolution (解像度) = 300 dpi
File Format = JPG
Color Space = sRGB
參賽作品 file 的命名方法：
Maker's first name(留空)maker's last name_title.jpg
例如： Frankie Chan_Bicycle racing.jpg
何啟寬_手足情誼.jpg
鍾成_The Spid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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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權責聲明：同意接受本會擁有將參賽作品刊登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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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季賽評選，所有會友，不論参賽與否，均歡迎到
場参觀，此乃觀摩及學習攝影的最好機會。

會員月會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第三期季賽作品賽後點評》
日期： August 26 (Friday)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Macao Club 澳門聯誼會
第三期季賽之参賽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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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對参賽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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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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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專題比賽 －《靜物攝影》
日期： Septem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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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物攝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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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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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比賽交相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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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數碼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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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慶渥太華賞楓兩天遊
截止報名日期: 八月三十一日
日期：October 1 - 2
費用：二人房每位收費約$180.00
四人房每位收費約$160.00
(費用含税，包括住宿費用、晚餐及車費，
沿途午餐自費，小費另計兩天毎人共$20.00)
本會將於十月一日及二日，舉辦兩日一夜[會慶渥太華
賞楓攝影之旅]，是次賞楓之旅，將乘坐舒適豪華 52
座位旅遊巴士前往。加拿大金秋紅葉最美麗的景點，
是位於亞岡崑省立公園至渥太華之間， 每年自九月尾
至十月中，便可見到丹楓處處。本次賞楓之旅，是家
庭同樂攝影旅遊團型式，不敷之 數由會方津貼，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會友可携同家屬與其他會友共聚，
沿途拍攝層林盡染的秋色。

行程如下：
第一天: 早上八時於多倫多出發，(聚集地點於稍後通
知)，於沿途景點拍攝，午餐於 Kingston，於渥太華觀
光及晚餐，餐後各會友可自行組織攝影小組，继續拍
攝當地夜景。
第 二 天 ： 早 上 八 時 岀 發 ， 第 一 站 可 自 費 ($18) 参 觀

Bonnechere Caves ， 継 續 前 往 亞 岡 崑 省 立 公 園 一
帶，戓附近之賞楓景點拍攝，黄昏時抵達多倫多。
由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請即與司庫 Brenda 傅
小芳聯絡，電郵地址： treasurer.ccpst@gmail.com。

四十週年會慶捐款

PSA 代表訪問本會
美國攝影學會大使(PSA Ambassador) Henry Ng 吳振亨
先生，於七月廿二訪問多倫多，並於翌日舆其家屬及中
學同學 Stanley Wong，聯同本會署理會長 Edwin Ho 及
顧問譚錦超共晉晩膳，專程闡釋美國攝影學會認可之國
際攝影沙龍及巡迴攝影沙龍的運作方法。

(40th Anniversary Donations)
慶祝四十週年會慶活動，所需費用不菲，希望各位熱
心會友鼎力支持，共襄盛舉。本會已陸續收到部份熱
心會友之捐款，特此致謝。

第五批捐款者之芳名公佈如下：
許志昌 (Eric Hui)
$
何兆平 (Leo Hall)
$
李漢全 (Thomas Lee)
$
勞允纯 (Lo Wan Shun) $
陸偉成 (Lu Wei Cheng) $
劉志豪 (Peter Lau)
$
盧振名 (Lo Chung Ming) $
麥黄潔文 (Katie Mak)
$
黄潔梅 (Katherine Wong) $

42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左起)：顧問譚錦超、美國攝影學會大使吳振亨、
顧問 Stanley Wong、署理會長 Edwin Ho.

以下會友加捐$50.00：
李愛英
何周齊羡
賀炳遠
劉美梅
鄧勵興

(Lya Chhan)
(Cindy Ho)
(Isaac Hor)
(Margaret Lee)
(Daniel Tang)

第二期季賽成績更正

2016 蘭藝會蘭花展攝影賽果
蘭藝會舉辦之蘭花攝影比賽，已於月前評審完畢，并於七月
十六日舉行颁奬典禮。
本會署理會長 Edwin Ho 之 "仙樂飄飄" 荣獲季軍奬，而其
另一作品 "蘭" 亦獲優異奬。

笫二期季赛數碼甲組自然題材專題作品 "STOP it is
mine", 因違反自然组比赛規例，經季赛評判團詳細審
核，決定取消該作品之獲獎及入選資挌。

服務欄
攝影器材出讓
有會友出讓下列攝影器材：
Canon 7D Mark II body only, one owner, mint, and in
its original box.
出讓價 $1,500
有意購買者請與會友 Eric 聯絡，
電話： (647) 291 7978

季軍

Edwin Ho

仙樂飄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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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下』造型照公開攝影比賽

攝影好去處

日期：2016 年 10 月 2 日
時間：2:30 - 5:00 pm
地點：新旺角廣場中央舞台
截止交相日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

A：多倫多加勒比大遊行

『榕樹下』造型照公開攝影比賽，由勵文展藝中心主
辨‧新旺角廣塲贊助，拍攝內容為著名舞台劇編劇杜
國威先生作品『榕樹下』之精彩片段，將在新旺角廣
場中央舞台率先預演劇中片段，并安排演員按劇情造
型予公衆攝影。

日期：July 30 (Saturday)
時間：10.00 am – 8 pm
地點： Exhibition Place and Lakeshore Blvd
請參閱網頁：
http://www.caribanatoronto.com/event/caribanaparade

B： Exeter Ram Rodeo

所拍照片，可参加獎品豐富之攝影比賽，并作公開展
覽。獎品包括新旺角帝豪名宴十人套餐席一席及名貴
禮品等。攝影比賽作品，將由加中攝影學會及勵文展
藝中心共同評審。

日期： August 7 (Sunday)
時間： 2:00 pm
地點： South Huron Recreation Centre
94 Victoria E, Exeter, ON

參賽作品規格:不論横度或直度，像素最大為 3-5MB，
sRGB，JPG 檔案。因優異作品將會被打印用作公開
展覽、請保留原創高解像之數碼文件。

請參閱網頁：
http://www.exeterrodeo.com/

所有參賽照片,需把文件名稱改為"姓名_照片編號"。
例如: PeterChan_01.jpg, PeterChan_02.jpg。
參賽者請于截止日期前，填妥及簽署參加表格並拍攝
成 JPG 文件、連同最多八幅彩色或黑白數碼 jpg 影
像、電郵至 contest.ccpst@gmail.com。
頒獎日期於 10 月 28 日，『榕樹下』舞台劇開幕儀式
上頒發。同時優異作品，亦將會在 10 月 28 至 29 日，
在韻城劇院作公開展覽。

C：Dragon Boat Championships
日期： August 19 - 21
時間： 9:00 am
地點： Welland International Flatcentre
Welland, Ontario
請參閱網頁：
http://www.dragonboat.ca/#!canadian-championship
s/cbs9

~~~~~~~~~~~~~~~~~~~~~~~~~~~~~~~~~~~~~~~~~~~~~~~~~~~~~~~~~~~~~~~~~~~~~~~~~~~~~~~
董事會： 主席：蕭顯揚
副主席：何周齊羡
董事：陳淳濤、盧振名、陳丹青
執委會：
署理會長：何啟寬
前任會長：賀炳遠，李漢全
副會長：何啟寬
中文秘書：朱國強
英文秘書：Jean King (對外事務及 GTCCC 代表)
司庫：傅小芳
學會網站及 Face Book 管理：陳大偉、鍾成
會訊事務：羅陽、傅小芳
公關：黃仲安
比賽組：陳潤基(組長)、陳烱輝、朱國強、鍾成
活動組：黄永康(組長)、陳霈燊、羅雪莊、羅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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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周深 FRPS , Hon FCCPS, HonF35mmPS
顧問:

鄭正剛醫生 FRPS, MFIAP, FPSA
FBIPP, ARPS, HonFPSEA
歐陽偉雄
FCCPS
周全安
ARPS , APSHK , HonFYMCAPC
周梓源
Hon FCCPS
鍾勝良
GMPSA, FRPS, EFIAP
關才烈
A35mmPS
吳力昉
Hon FCCPS, Hon FYMCAPC
蕭顯揚
Hon FCCPS
辛志偉
譚錦超(會訊編輯) FPSHK, ARPS, ESFIAP
FAPAHK,FNCAP,FCCPS
黄偉民
Hon FCCPS
楊鍚秋

法律顧問： 區健翔律師 LL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