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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份月會曁攝影講座》
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 :30

地點：百樂門囍宴
美孚新邨第七期萬事達廣場一樓 (港鐵美孚站 C1 出口, 步行約 1 分鐘)
a.
b.
c.

作品分享講座 ~ 溫勵程先生 - 寶島美景臺灣
精美晚餐 (每位 $1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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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金滿先生、吳益勝先生、陳文先生 擔任。
賽果如下：

彩色甲組
冠軍: 麥美歡
亞軍: 葉慧茵
季軍: 郭志容
優異: 葉慧茵、葉慧茵、郭志容
黑白甲組
冠軍: 廖燕恩
亞軍: 陳偉強
季軍: 黃智茵

彩色乙組
冠軍: 郭志容
亞軍: 郭志容
季軍: 葉慧茵
優異: 葉慧茵、葉慧茵、郭志容
黑白乙組
冠軍: 廖燕恩
亞軍: 曾昭偉
季軍: 曾昭偉
優異: 楊明、黃秀娟、張展光

會員部 通告
歡迎以下新會員
孫詠虹
孫佐衡
黎志權
陳振邦
陳少琼
邱揚梓

陳遠昌
郭子文
朱銘強

邵樂婷
余榮照
鄭日輝

周健龍
何啟宏
李德盛

吳祖恩
潘美珊
馮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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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 通告

開平碉樓、赤坎古鎮、立園、馬降龍村人像攝影
創作日期： 2016 年 11 月 12 日～13 日
集合時間及地點： 2016 年 11 月 12 日早上 8:30 福田口岸 1 號門
費用： 每位港幣 1060 元 (人數: 20 位)，單人房附加費港幣 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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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差港幣 330 元 、個人消費等。
報名聯系: 請將姓名及聯絡電話電郵至 ireneyauly＠yahoo.com.hk
(個人資料只作報名聯絡之用)。如有查詢請聯絡活動部委員 Irene Yau 邱小姐

香港攀樹錦標賽 2016 攝影比賽
日期 : 2016 年 11 月 26 日及 11 月 27 日（星期六、日）
時間 :上午 8:00 至 下午 5:30
地點：八仙嶺郊野公園
拍攝內容 : 有關香港攀樹錦標賽 2016 比賽日照片
詳情請瀏覽 www.isahongkong.com 或 http://www.35photo.hk/

攝影講座 《 人文攝影之路 – 再遇真我 》
時間：2016 年 12 月 23 日 19:00 – 21:00
主講：陳德廉 博士 （Dr. Joe Tyel CHAN）
地點：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門劵：當天下午六時，派發免費門劵，憑劵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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