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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份攝影作品講座欣賞》
日期：2016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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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作品分享講座 – 資深攝影師 陳立明先生，講題《動態攝影》
精美晚餐 (每位 $130. 00) ,憑上月餐券可作 HK$ 10 使用
彩色甲/乙組 及 傳统黑白 甲/乙組 相片評選賽事
2016 年 5 月份月賽各獎盃頒發
活動部 通告

香港35攝影研究會 成立57周年聯歡聚餐晚會
謹訂於 2016 年 8 月 20 日 (星期六) 假座北角英皇道 438 號富臨皇宮酒樓二樓舉行。
晚會上將頒發名銜證書、全年最佳月賽照片獎、各器材商及嘉賓人士之禮品贊助抽
獎助慶。
當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時開始，設有燈光人像攝影及即時打印相片參賽，七時三十分
晚宴開始。
餐券每位港幣 400 元，歡迎各界前輩友好、會員聯同親友踴躍參加。
報名聯系: 余先生 (93613168) 或溫先生(92160441)

吳川虎頭山日落,銀河夜色,第一灘日出拉網,新會葵林兩天攝影遊
時間：2016 年 7 月 23 至 24 日
創作行程：
第一天（ 7 月 23 日，星期六） 早上 8:00 在福田口岸 2 號門集合，乘車前往虎頭山拍
攝漁民出海、美女模特拍攝等。 後上虎頭山拍攝日落晚霞。 繼續拍攝銀河夜色，晚
餐後入住。 宿：水東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二天（ 7 月 24 日，星期日） 早起床後出發，在中國第一灘拍攝日出 、漁民撒網、
捕魚等場景。 午餐後前往新會葵林拍攝創作，拍攝美女模特等。 後返回深圳，結束
愉快的攝影創作之旅！
費用：每位港幣 1180 元 (人數: 20 位)
費用包含： 全程攝影線路、行程內用車、景點首道門票、住宿費、模特費、擺拍
費、餐費（ 3 正 1 早）、導攝服務費、旅行社責任險等。
費用不含： 單人房差 200 元 、個人消費等
報名聯絡：報名者將姓名、手機號碼電郵至 raymond.wan.7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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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報影團 – 老房子、石庫門、弄堂
時間：2016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
總價：HK$2850（未含三餐價錢）- 實價可能微調要儘早確定人數才可獲有綱上優惠
第一天 : 蓬萊路、老西門、田字坊
第二天 : 安慶路江西北路，山西北路天潼路，羅浮路，金家坊，大田路新閘路，威
海路石門二路，這些區域還殘存著不少老房子。
第三天 、第四天 : 法租界裡留存且容易上鏡的如下幾條。陜西南路 287 弄步高里，
肇周路 200 弄，唐家灣路，濟南路 185 弄景安里，巨鹿路 181 弄晉福里，巨鹿路 211
弄同福里，瑞金一路 93 弄，石門一路 41、49 弄新華里，威海路 590 弄張園。
第五天 :
黃浦江一帶，晚機回港 （約晚上十時到港）
請聯絡活動部委員 Elizabeth Liu廖燕恩 小姐<elizabethyyliu@gmail.com> 留姓名 、聯絡
電話報名及查詢。

會員部 通告
續會費
上年度普通會員會籍有效期已過, 2015 – 2016 年續會會員可於月會席間交現金或支
票一百元給會員部 侯小姐，會籍有效期為一年。記得取收據。
賽事部 通告
5 月份月賽邀請嘉賓 陳海先生、黃卓檢先生、周錦成先生評判: 。
賽果如下：（註：各項獎盃/獎品將於 2016 年 7 月份月會內頒發，請各得奬者出席領獎。）
彩色甲組

冠軍: 葉慧茵
亞軍: 郭志容
季軍: 葉慧茵
優異: 郭志容、郭志容、麥美歡
黑白甲組
冠軍: 陳偉強
亞軍: 廖燕恩
季軍: 陳必成

彩色乙組
冠軍: 葉慧茵
亞軍: 郭志容
季軍: 吳康寧
優異: 郭志容、郭志容、葉慧茵
黑白乙組
冠軍: 黃智茵
亞軍: 陳必成
季軍: 馮惠珍
優異: 黃智茵、陳必成、陳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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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 通告

課程編號 B1: 2016 黑白暗房班
【招生簡章】
高品質的黑白照片作品，要求質感細緻、畫質明朗、階調豐富，達到黑、灰、白所構成的色
調充分顯現、為達到此一訴求，必須從拍攝、沖片、放大，每一環節做完美的組合。 本班將
以簡單實際方法，建立正確的黑白暗房概念，並講究實務的理解度與實用性，做好黑白攝影
的紮實基礎。 全部課程由資深導師 梁志衡先生 執教。
課程內容 :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第九堂
第十堂
第十一堂
第十二堂

18.07.2016
24.07.2016 (Sun)
25.07.2016
01.08.2016
08.08.2016
15.08.2016
22.08.2016
29.08.2016
04.09.2016 (Sun)
05.09.2016
12.09.2016
19.09.2016

認識菲林和菲林相機
外影實習
沖洗黑白菲林實習
認識黑房, 學習黑白照片放晒
認識相片反差控制
認識遮光法及局部額外曝光法
黑白照片放大實習
黑白照片放大實習
外影實習
黑白照片放大實習
黑白照片放大實習
相片美化和裝裱

開課日期 : 2016 年 7 月 18 日 - 2016 年 9 月 19 日，逢星期一
上課時間 : 晚上 8:00 至 9:30
上課地點 : 35 攝影研究會會址: 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35-41 號, 金基工業大廈 18 樓 A 室
課程費用 : 港幣 1,800 元 (含材料費，相紙)， 課程最多收生 15 人。
報名登記 : 報名請電郵 photo352015@yahoo.com 留聯絡電話，姓名。 登記確認後請於七天内
付款，否則作費，敬請留意。
「付款方式」
入數至本會 匯豐銀行戶口 411-690761-838，抬頭填 “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有限公司”，郵寄
銀行入數紙副本至本會，並填上 中文姓名及聯絡電話。亦可提交收據照片去
photo352015@yahoo.com，並留 中文姓名及聯絡電話，請提供中文姓名作為做會員証之用。
不接受現金付款。收據將於開學第一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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