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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份月會曁攝影講座》
日期：201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 :30
地點：九龍樂富中心 3 樓 3106 - 09 號天福軒
(地鐵樂富站 A 出口左轉, 扶手電梯直達 3 樓)
a.
b.
c.

作品分享講座 ~ 廖燕恩小姐 - 黑白作品: 活著系列 (7:45-8:15)
精美晚餐 (每位 $110.00 ) ,憑上月餐券可作 HK10 使用
彩色甲/乙組 及 傳统黑白 甲/乙組 相片評選賽事
賽事部 通告
9 月份月賽邀請嘉賓評判 黃焯儉先生、張春恒先生、余積信先生 擔任。
賽果如下：

彩色甲組
冠軍: 葉興棟
亞軍: 俞正恩
季軍: 杜子勝
優異: 葉興棟、謝 俊禮、莊志民
黑白甲組
冠軍: 張展光
亞軍: 曾昭偉
季軍: 尹頌明

彩色乙組
冠軍: 鍾志堅
亞軍: 張志雄
季軍: 方海崙
優異: 陳偉傑、張志雄、方海崙
黑白乙組
冠軍: 馮素燕
亞軍: 蘇啟明
季軍: 曾昭偉
優異: 曾昭偉、陳偉強、陳偉強

註：以上各項獎盃/獎品將於 2014 年 11 月份月會內頒發，請各得奬者出席領獎。

學術部 通告
課程編號 A1: 2015 攝影研習班 証書課程 招生中 !!!!

http://www.35photo.hk/course/2015/2015A1.html
課程編號 B1A: 2015 黑白攝影基礎班 (春季) 招生中 !!!!
http://www.35photo.hk/course/2015/2015B1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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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 通告

香港攀樹錦標賽 2014 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簡介
香港樹木學會(Tree Climbing Hong Kong)希望透過攀樹比賽，提升香港攀樹運動員的技
術水平，發展攀樹運動. 為隆重其事, 香港樹木學會再度邀請香港三十五攝影研究會協
辦攀樹錦標賽攝影比賽。攝影比賽旨在通過精彩照片，讓更多人了解香港攀樹比賽的
特色。歡迎各影友在比賽當日創作攝影作品，題材不限及有機會贏取豐富獎品。
日期 : 2014 年 11 月 22 日及 11 月 23 日（星期六、日）
時間 :上午 8:00 至 下午 5:30
地點：粉嶺坪輋浸會園
拍攝內容 : 有關香港攀樹錦標賽 2014 比賽日照片
詳情請瀏覽 www.treeclimbing.hk 或 www.35photo.hk
冠軍一名：現金港幣 $1500 元及獎狀
亞軍一名：現金港幣 $800 元及獎狀
季軍一名：現金港幣 $500 元及獎狀
優異獎 5 位：現金港幣 $300 元及獎狀
參賽資格 : 歡迎所有年齡人士參加
參賽方法
參賽表格可於網頁 www.treeclimbing.hk 或 www.35photo.hk 下載 或 比賽當日現場索
取。參賽相片是以數碼影像形式透過互聯網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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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淺談攝影與宗教節日慶典

潘維準

香港是有信仰自由的地方，世上任何宗教都可在這裡講道及傳教，例如儒釋道佛、伊
斯蘭、天主基督………等等。各教派為方便培育神職人員及向大眾講解教理都建有寺
院、廟宇及聖殿等，至於規模較大的有大嶼山寶蓮寺、天壇大佛、黃大仙祠、文武
廟、車公廟、天后廟、清真寺以及十字架為標的天主聖堂。至於禮儀及祭祀模式，各
教都有其獨特之處。每年七月盂蘭節，必定在球場蓋搭戲臺上演神功戲，臨時祭壇供
善信祈福，頗為熱鬧。早前更有派米義舉，後因人多秩序混亂，已停止舉辦多年。天
后誕指定節目是海上船隊巡遊，傳說天后娘娘是保護漁民的女神，漁民及船家特別重
視。佛誕沐佛節是佛教重大節日，所有活動得各方人士鼎力支持更顯隆重，多半在紅
館舉行，影友要提早撲票進場。聖誕新年是普天同慶的大日子，燈飾佈置七彩繽紛，
美輪美奐，大小商戶用盡可用資源佈置，祈望客似雲來，就此獲取半年利潤。煙花匯
演，這每年例行節目，贊助商都各顯神通爭艷鬥麗，幕幕不同，年年新款。拍友為這
些盛事，忙個不亦樂乎。文武廟自一百五十年前開埠至今，香火鼎盛，富商巨賈必拜
之神。為求生意順景，一擇千金掛個塔香好平常，莘莘學子為求學業有成，失意人為
求神靈指引渡過難關等等，都來掛個香塔，是故這裏塔得數以百計掛滿天井，煙霧繚
繞，夕陽照射下七彩繽紛，廟裡裝飾高貴不落俗套與別不同外，還有香燭免費供應香
客隨便使用。該廟不設門票，廟內祭祀器皿，件件精品，皆可登上蘇富比拍賣場，當
值阿嬸只管清理爐灰，加添燈油香燭，其他之事一概不理，影相適隨尊便，無論橫影
豎影，甚至臥影都得（講真，臥影可攝得與眾不同的畫像），到此一遊必有收獲。佛
教釋迦牟尼王子菩提樹下悟出一套“佛學”道理，於是廣建佛寺，目的是教育世人離
苦得樂，進一步化度 社會，使眾生都 能走上離苦得樂的境界。地標天壇大佛既大且
高，安座山頂蓮花座上俯視世人，並舉手祈福，山下是宏偉的寶蓮寺，和尚們誦經講
道及進行各類法事，排場十足，是本地及海外拍友都熱愛的題材。
天主教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利瑪竇神父從意大利經海路到達澳門，再輾轉到達北京，
就這樣天主教植根中原，隨著航運進步，中西商務往來及文化交流頻密，人的信仰有
了很大改變，特別是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百多年來十字架聖堂已成地標式建築物遍
佈港九新界，星期日是教友齊集聖堂與主相敍的日子，這休息日 源自創世紀天主造
物工程用六日，第七日休息定為聖日。聖誕是耶穌降生日，復活節是耶穌被釘十字後
第三日復活，故名復活節。新教友入門聖事“洗禮”也選在該晚舉行，意思是“重
生”。
所有節日慶典均可入鏡，勿失良機，願與各位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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