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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贊助:  
 

「攝」出你的世界 - 2017國家地理攝影論壇 
Getting Your Shot Right –  

2017 National Geographic Photography Forum 

 

About the Forum 論壇概要 

國家地理「影像說故事的力量」一向為人所稱道，近年舉辦的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更是引來各方攝影高手蜂擁競

賽，而香港雖為彈丸之地卻出了幾位攝影大賽冠軍。論壇將請來這個國際級攝影大賽的主事者和幾位得獎者，分享交

流彼此的影像故事、攝影技巧、參賽心得和貼士。 

 

National Geographic – “The Power of Photo Storytelling” - has always been praised.  The photo contest has 

attracted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You will never expect that a small-scale city like 

Hong Kong would produce numerous award-winning photographers.  For this forum –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winners sharing their expertise in photography and their exciting experiences 

in photo competitions.  

Date 日期 : 22/ 7 / 2017 (Saturday 星期六)  
Time時間 : 5pm – 7pm  
Venue地點 : Meeting Room S224 – 225, Level 2, HKCEC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二樓會議室 S224-225  
Language 語言 : Cantonese & Mandarin 廣東話及普通話 

 
Time時間 Programme程序表 

4:45pm –  5pm 登記 Registration 

5pm – 5:05pm 主持開場 Opening  

主持人 Moderator:  蔡耀明先生 （Ivan Tsoi）-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香港營運總監 

5:05pm – 5:20pm  國家地理的影像力量 

講者: 李永適先生（Yungshih Lee）-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總編輯 

5:20pm – 5:35pm  發現中國的世界級美麗 

講者: 鄭振揚先生  (Tugo Cheng) - 2015 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冠軍 

5:35pm – 5:50pm  賭場外的影像故事 

講者: 梁舜堯先生 （António Leong）- 2016 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地方組亞軍 

5:50pm – 6:05pm  旅遊攝影的內與外 

講者: 劉兆景先生 （Anthony Lau）- 2016 國家地理旅遊攝影大賽人物組冠軍及總冠軍 

6:05pm – 6:35pm 台上互動交流 Panel Discussion  

6:35pm – 7pm  問答環節 Q & A Session 

*出席者有機會在現場問答遊戲贏得 ZenFone 3 Zoom_ZE553KL 手機一部 (HK$3,998)及其他

豐富獎品! 

*備註 Remarks:   
- Free admission. Seats are grant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 Please pre-register online to secure your seat(s). 請預先辦妥網上登記手續預留座位。  
-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changes without prior notice. 主辦機構保留任何更改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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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peaker and Moderator 講者及主持人簡介 

李永適  

台灣人，《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總編輯、「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主辦人兼評審。李永適

曾任台灣《大地地理》雜誌總編輯、《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首任總編輯、《華夏地理》雜誌

主編（中國大陸）、《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英文版總監（中國大陸）。李永適撰寫之報導作品

多次獲得重要報導獎項，包括連續四次獲得雜誌報導金鼎獎、吳舜文新聞獎、永續台灣報導

獎、李國鼎獎，著作《消失中的臺灣珊瑚礁》一書獲選《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 

 

鄭振揚 

香港人，攝影師兼建築師，過去十年專注拍攝中國人文和自然景觀，並推出攝影集和個展

「發現中國」，希望以影像喚起大眾對環境保育的關注。鄭曾多次揚威海外，在國際大賽中

屢獲殊榮，當中包括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冠軍，年度國際攝影師總冠軍，索尼世界攝影大

獎，藝術攝影大獎等多個獎項，更獲選為 Perspective 40 under 40 亞太區 40 位傑出設計

師和藝術家之一。鄭的作品不僅被海內外媒體廣泛轉載，更曾於香港和歐洲展出，並在中國

內地拍賣作慈善用途，以幫助國內兒童。 

 

梁舜堯 

澳門人， 2016 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地方組」亞軍。2013 年 4 月獲澳門旅遊局邀請到

首爾舉辦一個個人攝影展 “Vibrant Colors of Macau”，其後 3 年舉辦多次攝影展：澳門

瘋堂十號創意園（2013）、香港藝穗會（2014）、法國巴黎 Le Purgatoire（2015）、澳門科

學館（2015）、澳門婆仔屋（2016）。 

 

 

劉兆景 

香港人，2016 國家地理旅遊攝影大賽人物組冠軍及總冠軍。劉兆景攝影作品在 2014 年德

國 Photokina 上展出。2014-16 連續三年入選英國旅遊攝影「高清視頻組」決選名單及

2016「最佳單一影像組」決選名單；2016 國際攝影獎（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awards）旅遊攝影組及人文攝影組優異獎；2016 單色攝影獎（Monochrome Awards）人

物組優異獎。 

 

 

 

 

 

 

 

蔡耀明 

香港人，也是台灣人，《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香港營運總監、香港出版學會執行委員會委

員。蔡耀明在香港及台灣兩地擁有豐富傳媒及出版經驗：曾任超閱網

（SuperBookcity.com）內容總監、健康工房文化發展總監、商務印書館出版經理、《亞洲

週刊》編輯、《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創刊主編、《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創刊副主編及《科學月刊》主編。 

 

*備註 Remarks:   
- Free admission. Seats are grant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 Please pre-register online to secure your seat(s). 請預先辦妥網上登記手續預留座位。  
-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changes without prior notice. 主辦機構保留任何更改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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