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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中心聚會時間提早開始
由 2017 年六月開始，因場地泊車問題，本會於大多倫多
中華文化中心之聚會，每次均提早於當睌七時開始，希望
各會友留意。

《攝影教室》Photo Clinic ─ 譚錦超
『龍舟鼓響』
日期： June 9 (Friday)
時間： 7:00 pm – 9:45 pm
地點：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由本會顧問譚錦超主持之《攝影教室》主要是教導會友基
本的攝影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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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多倫多中央島，及 Hamilton 之 Welland 分别都有龍
舟賽事舉行，很多會友均前往拍攝龍舟競渡，但是很難拍
到一張滿意的照片，其實拍攝龍舟競渡，在畫面構圖及攝
影技巧方面，有很多地方是要留意。

自由題材組的定義：
自由題材作品的主題或内容，是没有嚴格的規定，可以包
含各種攝影題材、手法、風格。攝影者為了要表達自己主
觀意識中的完美境界，在拍攝前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去
調動畫面中的各種元素，而在拍攝完成後亦可進行各種後
期處理。

(二) 數碼專題组：
是月數碼專題為《自然攝影》，分甲組及乙組，黑白及彩
色均可，每一會友最多交相四幅。
美國攝影學會『Nature 自然攝影』定義：
一張自然組作品對故事的敘述性與內容性，在評審過程中
的比重，將大大超過該作品本身的攝影技巧與品質。作品
內不應有人為元素出現，除剪裁圖片外，通過後期技術添
加、移動、替換或除去任何原始圖片中的元素，皆不允許。
至於那些可以增強作品畫面的表現形式：包括景深、減淡
或加深、除去塵點及數位雜訊等技術，均被允許。
假若比賽組要求参加數碼專題自然組季賽之會友，於季賽
評審前，或評審後，呈交相機拍攝時之原作，以証實該作
品是否符合自然組之定義及規則，如於規定時間仍未能交
出該原拍作品時，該参賽作品將被取消参賽資格，所獲積
分將全部被撤消。

一張成功的龍舟競渡照片，其關鍵在於能夠拍攝到龍舟健
兒們奮力拼搏神情的瞬間，和龍舟飛馳的動態畫面，要有
動感美而又要能夠表現出視覺衝擊力。當晚將會詳加闡
釋，及有作品示範。

參加季賽交作品方法：

是晚將會把部份由會友用電郵發给主持，於花卉攝影工作
坊拍攝的作品，加以分析，給予色調、攝影、裁剪的改善
建議。該課程只限會員參加。

會友参加季賽，必須於截止收件日期前，將所有参賽作
品，以附件 (Attachments) 形式，用電郵發給比賽組組長
陳潤基 (Frankie Chan)，電郵地址：
competition.ccpst@gmail.com。

第二期季賽

(2nd Quarter Competition)

日期： June 23 (Friday)
時間： 7:00 pm
地點：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比賽組將不接受遲交的参賽作品。數碼自由題材組及數碼
專題組之参賽作品，必須分開用兩個不同電郵寄出，同時
每個電郵須列明是参加自由題材組或專題組，及須列明自
巳是屬于甲組或乙組的参賽資格。

截止收件日期：六月十二日(星期一) 下午五時前

季賽規則：

参賽組别：

(一)： 每次季賽之任何組別，21分為入選，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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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數碼自由題材組：
分甲組及乙組，黑白及彩色均可，每一會友最多交相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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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賽獎：
數碼自由題材甲組，全年最高分之會友，
可獲頒《鄭正剛醫生杯》。
數碼自由題材乙組，全年最高分之會友，
可獲頒《譚錦超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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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專題甲组，全年最高分之會友，
可獲頒《周深杯》。

歡迎各會友携同親友出席，互相切磋影藝。

數碼專題乙组，全年最高分之會友，
可獲頒《余國銘紀念杯》。

亞裔月攝影展移師大會堂續展出

(三)：凡連續兩年於數碼自由題材甲組獲《鄭正剛醫生
杯》，或連續兩年於數碼專題甲组獲《周深杯》之會友，
將有資格獲邀為本會季賽之評審委員。
(四)：凡於數碼自由題材乙組，或數碼專題乙组，全年成
績獲十分或以上者，下一年度開始，須升上數碼自由題材
甲組，及/或數碼專題甲组比賽。

(AHM Members' Work Exhibition)
日期 : June 12 (Monday) to June 17 (Saturday)
地點 : 多倫多大會堂 (City Hall Rotunda)
100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本年度之亞裔文化月攝影展覽，將於六月十二日起，繼續於
Nathan Phillip Square 多倫多大會堂展出。 歡迎會友攜同
親友到場参觀。

參賽作品之規格：
同一作品不能在同一次季賽中，在數碼自由題材組及數碼
專題組參賽。於本會季賽中曾獲金牌、銀牌、銅牌、優異
及入選之作品，將不能參加以後本會所辦之季賽。

第十三屆社區運動會攝影大賽

數碼影像組作品之規格：

第十三屆社區運動會將於六月舉行，歡迎本會會員到場拍
攝各項比賽。第十三屆社區運動會攝影大賽，繼續由星輝
體育會主辦，加中攝影學會協辦。每一參賽者，可交 4R
之黑白或彩色照片参賽，交相張數不限。参賽照片背面應
書上之作者姓名、地址、電郵及聯絡電話。

横度作品之最大闊度=1400 pixels，最大高度=1050 pixels
直度作品之最大高度=1050 pixels，最大闊度等如或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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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比賽截止收件日期：2017 年 7 月 7 日

參賽作品請寄往：
Sing Fai Sports Club
77, City Centre Drive, East Tower, Suite #501，
Mississauga, Ontario L5H 1M5
有闗運動會詳情，請參閱網頁:
http://www.acgames.ca/home-asian-community-games

社區運動會攝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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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Community Games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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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拍攝開幕典禮表演活動。10:30 am 在田徑埸上拍攝
各類田徑比賽。歡迎有興趣之會友参加。

會員月會

Mississauga 龍舟節

Members Monthly Meeting

《第二期季賽作品賽後點評》
日期： June 30 (Friday)
時間： 7:00 pm – 9:45 pm
地點：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第二次季賽之参賽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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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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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June 10 (Saturday)
時間 : 9:00 am
地點：Bill Crothers High School, Unionville,Markham

日期： June 11 (Sunday)
時間： 7:15 am – 3:30 pm
地點： Mississauga Canoe Club, Port Credit.
有闗詳情，請參閱網頁:
http://www.portcredit.ca/events/event/mississauga-drag
on-boat-festival-2017/

亜裔月攝影藝術展 彰示加國文化共融
以多元及共融為主題的亜裔月攝影藝術展，是華人
社區慶祝加拿大立國 150 周年及 2017 亜裔傳统文
化月之主要項目之一。 該展覽由安省加拿大亜裔
文化基金會，多倫多加中攝影學會及 WE Artists
Assn.合辦。於四月卅日在多倫多市政局大堂舉行
開幕典禮，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市議員李振光、市
議員陳志輝等均出席開幕儀式。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於開幕典禮致詞

紅楓傳奇人物兼本會主席蕭顯揚應邀主講[多元與合一]

本會董事會主席蕭顯揚〔左三〕把本會之 40 周年紀念攝影集，
致送給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左四〕
。 旁為市議員陳志輝〔左一〕、
加拿大亞裔文化基金會贊助人伍雋雄〔左二〕
、市議員李振光〔右
三〕
，本會顧問譚錦超〔右二〕
、會長何啟寬〔右一〕
。

(左起) 天主教教育局 Kirk Mark, 亞裔文化基金會贊助人伍雋雄,

紅楓傳奇人物伍雋雄先生以[中國現代藝術的蜕變]為題，發表講話。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 董事會主席蕭顯揚, 本會顧問譚錦超.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頒發感謝狀予本會董事會主席蕭顯揚

主席蕭顯揚陪同市長莊德利欣賞展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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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攝影學會與加拿大亜裔文化基金會，舉辦之亜
裔月藝術與攝影展覧的另一項活動，是於多倫多大
會堂圖書館，展出本會顧問譚錦超之一輯亜裔舞台
系列照片，及 WE Artist Assn. 畫家之油畫作品。
展覽日期為五月二日至十一日。

本會顧問譚錦超陪同市議員李振光欣賞加拿大原住民照片

亜裔月[藝術與攝影展覽] 市政局開幕典禮現場

顧問譚錦超與亞裔文化基金會副會長趙廉博士佈置
大會堂圖書館展覽場後合照

恊助佈置市政局展覽場之會友(左起)：Thomas Lee, Daniel Tang,
Al Cheng, Dennis Chow, Anita Lee, 譚錦超, Irene Law,
Brenda Fu, Janna Cheng, Keith Chu.

亜裔月[藝術與攝影展覽] 大會堂圖書館展覽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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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何啟寬
前任會長：李漢全
副會長：陳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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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網站及臉書管理：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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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啟新、
黎子堅、黎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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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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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宏俊會計師 MBA, CPA, C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