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4 月份華藝活動節目簡介 CPS April Program 
            132 Waverly Plac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415-433-2976) 

 

日期/時間 節目內容 Event Description 主持人 Host 

華藝畫廊 

CPS Gallery 

逢週末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本會畫廊展出各期雙月賽、專題沙龍比賽獲獎作品和精彩優秀的作品，及
參加國際比賽得奬佳作等攝影作品。并歡迎各位攝影愛好者租場展出，請與本會職員接洽。 
Open weekends 2 to 4 p.m. showcasing winning images by members. 

歡迎免費參覌 

逢周四 2-4 

Thursdays 
如何應用電腦硬件、軟件、上網、PS、相機和鏡頭。教你怎樣買平、靚、正的高科技產品。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PC, digital photo imaging and internet. 

胡新會友 

Carson Woo 

4/01/2017 
Sat 2-4pm 

Lightroom 光房軟件的運用：林紀京醫生繼續為我們主講「關于 Lightroom 光房軟件的運用」講座。
Lightroom是一個相片後期製作的利器。機會難得，希望各位勇跃参加。 
Dr. Keiking Lam will continue to teach us how to use the Lightroom software to enhance pictures. It is an 
easy to use and powerful tool for picture enhancement. Please don’t miss this great learning opportunity. 

林紀京會友 

Keiking Lam 

4/02/2017 
Sun 2-4pm 

微距攝影: 由楊華漢顧問主持。 
楊華漢會友 

Wallen Young 

4/08/2017 
Sat 2-4pm 

高清 DVD 欣賞:  黃仕光顧問與大家分享他錄制的珠海長隆海洋王国第三集: 室外黄昏水上表演。广
州有長隆野生动物园，该集团新开发的珠海長隆是海洋王国，去年已放映了白鲸表演和海狮表演，
现在还有白天室外黄昏水上特技表演，在今次放映，晚上表演要在另次放映！因为珠海長隆太大
了，黃仕光顧問已去了两次！表演異常精釆！有興趣者請來華藝觀看！黃仕光顧問還可以教授大家
怎樣制作 DVD 視頻! 
Water Show DVD presented by Kwong Wong.   

黃仕光會友 

Kwong Wong 

4/09/2017 
Sun 2-4pm 

雙重爆光攝影法 Double Exposure：由 Tina負責教授大家怎样运用雙重爆光的技巧來增加特殊的拍
攝效果。機會難得，希望各位勇跃参加。 
Tina Wayice will teach you how to use the double exposure technique to get special effects.  

Tina Wayice 

4/15/2017 
Sat 2-4pm 

胡新時間：電腦及數碼相機常識解答、學習。初級入門數碼攝影指導，解答有關相片拍攝後的運作,
儲存及沖曬照片基礎常識。免費參加。 
Carson’s Camera and Photo open discussion time… 

胡新會友 

Carson Woo 

4/16/2017 
Sun 2-4pm 

四月份雙月賽 Bi-monthly Competition: 數碼比賽，分兩組比賽，即沙龍組和初級組(以前叫做公開
組)。不設專題，即任何題材的作品均可參賽。獲獎名次為: 一等獎 1 名，二等獎 2 名，三等獎 3
名，優異獎 4名，入選 5名。參加過沙龍組的不能倒退去參加初級組，去年獲公開組全年總積分前
三名的需進級去沙龍組。每人限這選送兩張作品參賽，電子文件擋案最長一邊尺寸不能大于
5400Pix, 文件大少不少于 2MB, 不能大于 10MB. 文件格式為 JPG。彩色黑白均可。相片文件可以直
接電郵至以下郵箱: 參加沙龍組的寄去: cps.salon01@gmail.com; 參加初級組的寄
去:cps.amateur@gmail.com。截稿日期: 比賽前的星期日(4/9)。請踴躍參加，增進影藝。今年起
獲獎作品不再收$10 的展覽費，但展出后的作品歸華藝所有，用于日后的展覽和籌款義賣用。 
This year we continue to accept digital files only. We continue to have two levels of competition - Salon 
Division and Amateur Division. Each person can only submit two pictures. The photo contest theme is 
<General> . That means all subjects are welcome! Each digital file's longest size can't exceed 5400pix. File 
size can't be less than 2 MB and larger than 10MB. Please submit the files on the Sunday one week prior 
to the competition day, which is 4/9/2017. For Salon Division, send files to cps.salon01@gmail.com; For 
Amateur Division, send files to cps.amateur@gmail.com. 

李惠文，陳耀

光，黄藝新，

胡新，倪世傑

和鄧貴源 

4/22/2017 
Sat 2-4pm 

會友交流時間: 會友間交流攝影經驗、攝影地點、新舊相機研究， 電腦后期制作、Photoshop應用
心得等等。一邊飲咖啡一邊交流經驗，輕輕鬆鬆，自由講時間。 
Coffee Talk Time, free discussion … 

全體會員 

All members 

4/23/2017 
Sun 2-4pm 

創作組安排外拍 － 微距實習: Berkeley Botanical Garden,午餐後前往 Berkeley Trail 欣賞及
拍攝 Recycle Arts. 

Tina Wayice, 
Peter Ma, 
Eddie Ngai 

4/29/2017 
Sat 2-4pm 

會友交流時間: 會友間交流攝影經驗、攝影地點、新舊相機研究， 電腦后期制作、Photoshop應用
心得等等。一邊飲咖啡一邊交流經驗，輕輕鬆鬆，自由講時間。 
Coffee Talk Time, free discussion … 

全體會員 

All members 

4/30/2017 
Sun 2-4pm 

開心拍靚相: 由 Eddie Ngai 主持的一个全新的節目，機會難得，希望各位勇跃参加。 
 

Eddie Ngai 

特別通告 

Special 

Announceme

nts 

致華藝全體會員通知書： 今年是華藝成立五十週年的大喜日子，我們將會有很多活動會陸續推出。
其中最重要的三藩市華人世界攝影藝術節和五十周年慶會將于今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六舉行！原因
是今年的中秋街會將在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舉行，到時街會主辦單位特別與華藝合作主辦這個攝
影藝術節，把整段天後廟街封路不准拍車，讓我們舉辦大型的戶外展覽，屆時我們將邀請不同的攝
影機構前來參與聯展。各位請預留該日參加華藝這個五十年才一次的活動！不要再以「早就訂了機
票船票去旅行」等籍口又缺席了！！！ 
CPS 50th Anniversary Banquet has been scheduled on Saturday, 9/30/2017! The banquet will be held at 
Far East Cafe in Chinatown on 9/30/2017. Please reserve this day for this big event! 

全體會員 

All Members 

華藝網址：www.Chinatownphoto.org  以上節目如有更改,只在華藝微信群通知，不再另行更改此節目表。節目查詢: 鄭向陽 510-862-3809 

http://www.chinatownphot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