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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份攝影作品講座欣賞》
日期：2018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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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鐘 資深攝影家 講題 《 數碼黑白 》
精美晚餐 (每位 $160.00 ) ,憑上月餐券可作 HK10 使用
數碼組 及 傳统黑白 甲/乙組 相片評選賽事

賽事部 通告

2018 年 5 月份月賽邀請嘉賓

評判:

張春桓 先生，曾家傑 先生，廖麗珊 女士

數碼組
冠軍:

秦惠琼– 百年茶館

亞軍:

陳振邦– 水之舞

季軍:

蘇樹富– Square Night

優異： 蘇樹富– 扇堂的圖案、蘇樹富– 漁夫洗網、郭志容– 凝望盼望
黑白甲組

黑白乙組

冠軍:

邱麗英

冠軍:

羅永德

亞軍:

曾昭偉

亞軍:

黃秀娟

季軍:

廖燕恩

季軍:

陳必成

優異： 羅永德、顏星現、顏星現
註：2018 年 5 月份各項獎盃/獎品將於 2018 年 7 月份月會內頒發，請各得奬者出席領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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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

通告

香港35攝影研究會 成立59周年聯歡聚餐晚會
謹訂於 2018 年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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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斯洛文尼亞 & 克羅地亞拍拍遊
出發日期：2018年9月13至24日
費用：約港幣13000至14000元（不包膳食）
詳情請參閱本會網站說明。
報名查詢：余天麒 9361 3168

一天影沖放黑白菲林攝影體驗工作坊
五、六月份分別舉行兩次體驗工作坊，讓黑色菲林攝影暗房零經驗同學或久違暗房的
的影友，從簡單概念理論開始,再到外影實拍、手沖菲林、暗房放哂照片，一天內完
成，從無到有地經歷黑白菲林的樂趣與滿足感。活動仍將不定期舉辦，有興趣者隨時
留意本會在網頁及臉書所發佈的訊息。

會員部

通告

舊會友續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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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編號#S1 銀鹽乳劑塗佈(塗銀)及放晒課程 2018
課堂內容


講解銀鹽乳劑塗佈理論



介紹原材料及工具



如何製作密封紙箱



學習在畫紙上塗抺底層明膠和銀鹽感光乳劑
[學員需在課堂中塗佈及放晒兩張 11x14 吋銀鹽乳劑相紙]



學習「分級曝光」的放晒方法和應用練習



運用「分級曝光」方法放晒自製的銀鹽相紙



學習保存作品的相關工藝
導師作品

課程導師 : 鄭敏鏇小姐 (ARPS) (A35mmPS)
招生對象 : 需有暗房放晒經驗人士
上課時間 : 2018 年 7 月 07 日 至 2018 年 7 月 28 日, 共四堂 逢星期六晚上 7:00pm -8:30pm
上課地點 : 35 攝影研究會,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35-41 號,金基工業大廈 18 樓 A 室(葵興地鐵站 A 出口)
招生人數 : 本課程最多收生 8 人 , 費用已含材料費和相紙.
課程時間表
節數

課堂日期

上課時間

1

2018 年 07 月 07 日

19:00 to 20:30

2

2018 年 07 月 14 日

19:00 to 20:30

3

2018 年 07 月 21 日

19:00 to 20:30

4

2018 年 07 月 28 日

19:00 to 20:30

課程費 用 : 會員

課堂內容
講解理論、介紹原材料及工具、
製作密封紙箱和在畫紙上塗抹底層明膠
塗上銀鹽感光乳劑。
學習「分級曝光」的放晒方法和應用練習(1) (普通相紙)
塗上銀鹽感光乳劑。
學習「分級曝光」的放晒方法和應用練習(2) (普通相紙)
運用「分級曝光」方法，
正式在自製的銀鹽相紙上放晒照片，並學習保存作品的相關工藝

港幣 2,000 元

: 非會員 港幣 2,200 元 (已包入會費用和本年度會藉)
報名方法

[※※不接受現金付款※※]

1.

請先 Whatapps /致電: +852 9840 5242 留位。

2.

入數至匯豐銀行之本會戶口 411-690761-838，抬頭填“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有限公司” 。

3.

提交入數紙照片去 photo352015@yahoo.com，並留個人姓名，聯絡電話。

4.

或可郵寄入數紙副本(Copy)至本會，並填上個人姓名，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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