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第 52 屆周年會議記錄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7 時 40 分  

地點：香港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  

 

出席者  

嘉賓：  

漁農自然護理署(註冊官代表) 

鄭志濤 儲蓄互助社助理註冊官  

黃碧玉 署理高級二等合作事業主任 

郭錦嫦 署理高級合作事業督察 

周善琼 合作事業督察 

鄧惠慧 合作事業督察 

  

司徒維新律師行    司徒維新律師 

戴江會計師事務所  江得榮會計師 

 

協會代表(儲蓄互助社)：  

楊新 (上水)  

廖美蓮 (大學)  

黎慧芳 (天文台) 

羅建英 (互信) 

林信隆 (水務署員工) 

謝鳳儀 (社會福利署)  

黃賀瑩 (政府物料供應人員) 

羅志強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 

黃木貴 (香港遊樂場協會職員) 

胡杜紫薇 (海星堂)  

鄧玲玲 (粉嶺華明邨)  

馮瑞馨 (惠澤) 

郭有明 (華富邨) 

陳朱霞 (善導之母) 

陳希賢 (群力) 

馮淑貞 (聖文德堂) 

梅榮達 (聖方濟各)  

黃惠賢 (聖老楞佐) 

李慧儀 (聖若翰) 

潘志昌 (聖雲仙) 

胡喜明 (新界濾水廠員工) 

  

須待第 53 屆周年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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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代表(儲蓄互助社) - 續：     

陳曉明 (愛德) 

曾敏華 (電訊盈科) 

鄭蔡德芸 (精英) 

程國浩 (機電工程署) 

鍾思敏 (儲光) 

黎梅貞 (Asia Migrants) 

                         (排名不分先後) 

協會董事：  

會長 孔慶柱 

首席副會長 楊達榮 

副會長    李明珠 

司庫 周劍華 

秘書 羅保祥 

董事 許翊樂 林宗祐 

 張源龍 陳淑英 

 麥兆沛 黃淑芬 

 李鴻達 

陳偉強 

郭家偉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董事會： 

司庫 李曠明 

董事 黃勤慧 李茂松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董事： 

主席 葉偉光 

副主席 麥鉅開 

協會職員： 

總幹事 李遠昌 

助理經理 董慕兒 

拓展主任 唐慶東 

  

列席者 (儲蓄互助社)：  

王德明 (上水) 

李淑卿 (互信) 

盧美蓮 (水務社) 

周活海 (粉嶺華明) 

沈榮富 (精英社) 

陳志標 (電訊盈科)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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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第 51 屆周年會議記錄 

秘書羅保祥請與會者參閱 2018年報第 7頁至第 14頁的第 51屆周年會

議記錄。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曾敏華動議，聖雲仙儲蓄互助社協會代

表潘志昌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第 51 屆周年會議記錄。 

 

2. 會長報告 

會長孔慶柱提交會長報告(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15 頁至第 16 頁) 。  

 

儲光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鍾思敏動議，機電工程署儲蓄互助社協會代

表程國浩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會長報告。  

 

3. 董事會報告 

總幹事李遠昌代董事會提交董事會報告(請參閱 2018年報第 17頁至第

20 頁)。 

 

新界濾水廠員工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胡喜明動議，政府物料供應人員

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黃賀瑩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董事會報

告。  

 

4. 司庫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司庫周劍華提交司庫報告(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1 頁之司庫報告)。 

 

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梅榮達動議，海星堂儲蓄互助社協會代

表胡杜紫薇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司庫報告。 

 

總幹事李遠昌代司庫提交核數師報告(請參閱夾附的核數師報告)。 

 

粉嶺華明邨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鄧玲玲動議，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協

會代表梅榮達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核數師報告。  

5. 委員會報告  

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孔慶柱提交報告 

(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2 頁至第 23 頁)。 

6.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報告  

培訓及發展委員會主席李明珠提交報告 

(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4 頁至第 25 頁)。 

 

 



 

 

（第 52 屆周年會議記錄） 

4 

 

7. 儲社推廣委員會報告  

儲社推廣委員會主席張源龍提交報告 

(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6 頁至第 27 頁)。  

 

8. 資訊科技委員會報告  

資訊科技委員會委員周劍華提交報告(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8 頁)。 

9. 儲社管治委員會報告  

儲社管治委員會主席許翊樂提交報告(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29 頁)。 

 

10. 2018 年國際日籌備委員會報告 

2018 國際日籌備委員會主席黃淑芬提交報告(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30 頁

至第 34 頁)。 

 

11.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工作進度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董事會主席葉偉光報告工作進度(請參閱 2018 年報第

35 頁至 37 頁)。 

 

12. 章程修訂 

總幹事李遠昌說明各項修訂章程的原因及建議修訂的條文(請參閱夾附

的修訂章程建議及相關條文)。 

 

是日會議共有 27 名會員儲社協會代表出席。 

 

甲) 修訂董事會組成及相關條文 

修訂章程第四章第 14 條及第七章第 42 條。 

上水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楊新動議，儲光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鍾思敏和

議，出席協會代表以 21 票 ，超過三份之二出席協會代表通過協會章程

第四章第 14 條及第七章第 42 條之修訂建議。 

 

乙) 修訂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相關條文 

修訂章程第十二章第 71 至 72 條，刪除章程第十二章第 73 至 75 條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曾敏華動議，儲光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鍾

思敏和議，出席協會代表以 21 票，超過三份之二出席協會代表通過協

會章程第十二章第 71 至 75 條之修訂建議。 

 

丙) 加入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相關條文 

新加入第十三章第 73 至 74 條。 

社會福利署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謝鳳儀動議，儲光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

鍾思敏和議，出席協會代表以 21 票通過協會章程加入第十三章之修訂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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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修訂接連條文的編號 

修訂原章程第十三章編號為第十四章及章節內條文編號。 

 

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梅榮達動議，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協會代

表曾敏華和議，出席協會代表以 21 票通過修訂協會原章程第十三章編

號為第十四章及章節內條文編號。 

 

13. 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總幹事李遠昌報告暫未收到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14. 委任核數師 

總幹事李遠昌提議委任江得榮會計師為協會核數師。  

 

政府物料供應人員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黃賀瑩動議，電訊盈科儲蓄互助

社協會代表曾敏華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     

 

15. 委任法律顧問 

總幹事李遠昌提議委任司徒維新律師為協會法律顧問。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曾敏華動議，新界濾水廠員工儲蓄互助社

協會代表胡喜明和議，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 

 

16. 致謝 

總幹事李遠昌邀請江得榮會計師及司徒維新律師頒贈感謝狀予聖文德

堂儲蓄互助社及粉嶺華明邨儲蓄互助社，以向他們慷慨捐款支持協會培

訓及發展基金致謝。 

 

17. 選舉董事 

留任董事： 

孔慶柱 陳偉強 

張源龍 許翊樂 

陳淑英 黃淑芬 

麥兆沛 林宗祐 

 

候選人： 

周劍華 羅保祥 

郭家偉 黃勤慧 

李明珠 楊達榮 

姚冠佳  

 

 



 

 

（第 52 屆周年會議記錄） 

6 

 

總幹事李遠昌提出需要決定及通過 2019 至 2020 年度協會董事會人數。 

 

機電工程署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程國浩動議，2019 年至 2020 年度協會

董事會人數為 15 人，大學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廖美蓮和議。出席協會

代表一致通過 2018-2019 年度協會董事會人數為 15 人。 

 

總幹事李遠昌報告是次有 7 名候選人競選 7 席名額，等額選舉，七位

侯選人自動當選，出席協會代表大部份通過。 

 

總幹事李遠昌介紹候選人資料，並邀請各候選人逐一簡介自己的抱負，

姚冠佳先生因事缺席，由所屬儲光儲蓄互助社社長葉偉光先生代為介

紹。 

 

下列 7 位候選人當選為 2019 至 2020 年度協會董事 

周劍華 羅保祥 

郭家偉 黃勤慧 

李明珠 楊達榮 

姚冠佳  

   

18. 董事互選 

協會董事會須互選高級人員－會長、首席副會長、副會長、司庫及秘書

各一名，邀請儲蓄互助社助理註冊官鄭志濤先生監選。  

 

19. 宣布董事互選結果 

秘書許翊樂宣布董事互選結果： 

會長: 孔慶柱 

首席副會長: 李明珠 

副會長:     羅保祥 

司庫: 周劍華 

秘書: 許翊樂 

 

20. 致送紀念品予卸任董事 

由於兩位卸任董事黃忠德及李鴻達均分別缺席及離開是次會議，紀念品

將稍後補送。 

 

21. 致送紀念品予全年沒有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 

總幹事李遠昌邀請司徒維新律師及江得榮會計師致送紀念品予3位全年

未有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包括孔慶柱、周劍華及陳偉強，以表揚他

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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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致送紀念品予參與委員會的儲運領袖 

總幹事李遠昌邀請司徒維新律師及江得榮會計師致送紀念品予各位

出席的委員會成員包括葉偉光、曾慶華、陳志標、李曠明、李茂松、

程國浩及鄭蔡德芸，以感謝及表揚他們過去一年的積極參與及協助。 

 

23. 討論協會代表書面提案 

總幹事李遠昌報告截至現時，並沒有接到協會代表的書面提案。 

 

24. 會長孔慶柱再次多謝各位嘉賓及協會代表出席是次周年會議。 

 

25. 周年會議結束  

周年會議於下午 10 時 15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