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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第 42 屆儲社委員大合照

3 月 20 日第52屆協會周年會議

4 月 24 日儲社專職簡介會

3 月 2 日己亥年儲社春節聯歡

3 月 31 日派遣禮

5 月 12 日鮮花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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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司庫專職簡介會

7 月 21 日徐錦堯神父信仰分享會

9 月 15 日 群力社週年大會

2019 深圳朝聖遊

6 月 19 日第47屆協會中央社周年會議

12 月 14 日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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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根據香港法例第119章「儲蓄互助社條例」的監管
和保障下，社員免費享有人壽保險，社金安全保險及免
利息稅等權益。本社乃在政府註冊之非牟利團體，為堂
區所有教友服務，全部收益由社員分享。

辦公時間 : 每逢主日彌撒後(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辦公地點 : 上水保平路11號基督之母堂
網頁 :       http://www.culhk.org/sscu 
電郵 :       sscu@moc.org.hk
電話 :       (852)2679-0555
傳真 :       (852)3747-6920

天主教香港教區認可的堂區善會
團體天主教儲社聯會成員

本社簡介本社簡介
(一九七七年成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儲蓄互助社編號: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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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年2月23日上午11時30分  地點: 基督之母堂有蓋停車場

1.  開會前祈禱

2.  確定會議法定人數

3.  通過第42屆周年會議紀錄

4.  董事會報告

5.  司庫財務報告

6.  派發股息

7.  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8.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及 教育委員會報告

9.  選舉董事兩名、監察委員乙名、貸款委員乙名

10. 董事互選 

11.  宣佈互選結果 

12. 委任教育委員, 委任協會代表, 委任中央社代表

13. 其他事項

14. 會議結束

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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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儲蓄互助社43屆架構圖上水儲蓄互助社43屆架構圖

社員大會社員大會

監際委員會監際委員會
盧柏浩（主席）
楊月亮（秘書）
陳潔芬（委員）

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
古麗眉（主席）
莫秀英（秘書）

吳清英
張子華
林遐齡
莫美嫻
孟愛玲
霍偉明
李紹源
余麗心
羅婉萍
侯美馨
鍾智恆

中央社代表中央社代表
張子華
盧柏浩

協會代表協會代表
楊新

王德明

貸款委員會貸款委員會
張子華（主席）
羅婉萍（秘書）
孟愛玲（委員）

董事會董事會
楊新
黃淑芬
葉碧仁
陳卓英
莫美嫻
王德明
古麗眉

（社長）
（副社長）
（司庫）
（秘書/助理司庫）
（董事）
（董事）
（董事）



P.8

日期：2019年 1月 27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時 45分

地點：基督之母堂停車場　　　　　　　　　　　　　　　　　　　

本社社員人數共 250名，出席之社員 74名，符合法定人數，

參加會議之嘉賓有：

漁農自然護理署：儲蓄互助社助理註冊官鄭志濤先生
        署理高級二等合作事業主任黃碧玉小姐
        署理高級合作事業督察郭錦嫦小姐
        合作事業督察周善琼小姐
        合作事業督察陳域斯先生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孔慶柱先生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及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秘書羅保祥先生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監察委員會秘書張源龍先生

香港天主教儲社聯會：外務副會長葉保茵小姐

精英儲蓄互助社：社長郭德培先生

教育委員會主席魏國全先生

群力儲蓄互助社：社長陳偉翔先生
        副社長吳惠珍女士
        秘書許翊樂先生
        司庫梁廣發先生

大學儲蓄互助社：秘書陳淑英女士

華明邨儲蓄互助社：秘書葉潔美女士

聖文德堂蓄互助社：社長麥瑞好女士
   秘書何淑如女士

本堂主任司鐸：孟德鄰神父

本堂助理主任司鐸：杜國明神父

本堂執事：郭炳輝先生

牧民議會會長：陳家信先生

社長楊新先生於上午 11時 45分宣布開會並致歡迎辭。

秘書陳卓英先生讀出第 41屆社員周年會議記錄。該記錄曾於2018年12月9日 至2019年

1月13日在社方之告示板張貼供各社員參閱(詳情請參閱特刊第7至10頁)。　

陳家洋先生動議　 林遐齡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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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副社長黃淑芬女士提交董事會報告書(詳情請參特刊報第14頁)。

陳智亮先生動議　黎潔儀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報告：司庫葉念慈女士提交司庫報告書(詳情請參閱年報11及12頁)。

霍嘉怡小姐動議　馮瑞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要求通過其他事項：
1. 資助堂區經費$10,000.00
彭卓文先生動議  吳清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 資助敬老聚餐$1,000.00
楊月亮女士動議  黃旭初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3. 教育撥備$1,000.00
陳潔芬女士動議  孟愛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4. 周年會議開支撥備$6,000.00
林烱新先生動議  陳智亮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5. 20%違約貸款儲備金撥備$18,170.65
霍嘉怡小姐動議  莫秀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6. 探訪撥備$1,000
羅婉萍女士動議  陳智亮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7. 主保聚餐撥備$1,000
黃淑芬女士動議  吳清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貸款委員會報告：由貸款委員會委員孟愛玲女士提交貸款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特刊第15頁)

彭卓文先生動議　莊伯宏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監察委員會報告：由監察委員會主席盧柏浩先生提交監察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特刊第16頁)

王德明先生動議　鍾蓮生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教育委員會報告：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張子華先生提交教育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年報第17頁) 

陳潔芬女士動議  葉碧仁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建議派發股息率  1  釐  

羅艷梅女士動議  林烱新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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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小組選出董事會候選人 2 名。提名小組委員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其他
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董事候選人：
楊新先生  黃淑芬女士
董事會選舉結果：
楊新先生  黃淑芬女士

提名小組選出 1 名貸款委員會候選人，提名小組委員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
其他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貸款委員會候選人：
羅婉萍女士 
貸款委員會選舉結果：
羅婉萍女士 

提名小組選出 1 名監察委員會候選人，提名小組委員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
其他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監察委員會候選人：
楊月亮女士　
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
楊月亮女士　

董事會被選出後立即召開會議互選高級人員，並將董事會互選結果宣佈如下：
社長：楊新先生   副社長：黃淑芬女士
司庫：葉念慈女士   秘書：陳卓英先生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楊新先生及王德明先生為協會代表，任期一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張子華先生及盧柏浩先生為中央社代表，任期一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下列社員為教育委員，任期一年。
張子華先生   莫美嫻女士   羅婉萍女士   莫秀英女士    林遐齡先生   古麗眉女士
孟愛玲女士   霍偉明先生   吳清英女士   余麗心女士    霍嘉怡小姐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陳卓英先生為助理司庫，任期一年。

周年會議於下午1時正宣布結束。

秘書簽署：陳卓英                                         社長簽署：楊新

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2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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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社2018年已獲退還<稅務撥備金>共$145,335.91港元，將作為本社<社務撥備開支>發展
用途。本屆董事會亦通過撥出$55,000港元作為2019年度特別派息開支用途。

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292,647.20港元，總開支為$223,884.26港
元，經扣除當中20%($13,752.59港元)作為儲備金，淨盈餘結算為$55,010.35港元。
另扣除共$14,000港元(撥備開支)、及累加2018年度未分配盈餘$8,226.98港元及由<社務撥備>
抽出$55,000港元，本年度可供派息之總額為$103,391.56港元$103,391.56港元。(餘下$845.77港元則為未分配(餘下$845.77港元則為未分配
盈餘)盈餘)

司庫報告(收支表)司庫報告(收支表)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 1.25 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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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

於2019年12月29日經董事會批准。

司庫簽署：葉碧仁           社長簽署：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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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
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本社社員人數為 254 人

10年內~社員股金及貸款統計表(2009至2019)

截至 2019年 11月 30日之最新股金結餘為HK$9,143,415.98HK$9,143,415.98

2018年 12月 01日至 2019年 11月 30日之貸款總額為HK$968,000.00HK$9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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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董事會報告
2019年對於全世界的金融投資市場，尤其中美貿易戰雙方立場消息而引發的波動更是難以捉摸，

加上香港因反修例引發持續的社會問題，憂慮和不安情緒困擾著大部分的香港人, 2019年確實是

艱難及充滿挑戰的一年。

本社創社元老兼永遠榮譽顧問羅永忠兄弟2019年初息勞歸主，他終生榮主愛人，對堂區及儲社無

私奉獻，的確是我們基督徒的典範。

本社歷任司庫葉念慈姊妹因患病住院而未能履行職務，可幸有葉碧仁姊妹義不容辭，臨危受命接

受董事會邀請接任司庫，使本社的運作如常，在此特別鳴謝！

儲蓄互助社是一個負責任的公益團體，本社亦屬堂區善會，面對種種惡劣環境，更要活出基督精

神。

 

撰寫今年的董事會報告使我也感到有點壓力，但是無論如何我會盡量如實分享本社這年度的概

況。

社務：

社員人數 254 人比上年度增加 5 名；股份結餘$9,143,415 比上年度增加8%；貸款結餘

$734,310，比去年上升70%，但貸存比率依然低企只有8.5%；資產總額$9,633,467 比去年上

升7.5%， 預見明年本社的資產總額必定可以衝破一千萬元大關！

2019年度主要活動簡報 : 請參閱教育委員會報告P.18

儲社的稅務：

就儲社被徵收利得稅事項，特首及行政會議於2018 年8 月底批准上書的儲社有條件地豁免利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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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董事會報告
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AEOI)：

依據2018 年稅務修訂條例議案，儲蓄互助社必須按照新規例由2020 年1 月1 日起遵循法例向稅

務局上報有海外稅務責任的社員資料，而所有新申請加入儲社的新社員必須填報「自我證明書」

及連同入社申請書一同遞交。

股息：

由於今年可供派息的款額只有六萬多六萬多，故董事會決議從社務撥備撥出$55000$55000，並且建議今年度

派息1.25 釐。

前瞻：

委員老化、缺乏年青社員投入服務團隊是儲社面對多年的問題和挑戰，期望主繼續帶領和看顧使

到更多人能夠參與儲社服務，彰顯助人自助，實踐互助互愛的世界大同理念！

鳴謝：

堂區是我家，上水儲蓄互助社是堂區善會的一份子，感謝各善會的兄弟姊妹和教友、神長一貫的

支持和鼓勵，友社、協會、註冊官等合作伙伴長期的分享、支持和協助！

身體的肢體雖多，仍是屬於同一個身體「哥前12」

社長 : 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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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貸款委員會報告
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

貸款委員會於2018-2019年度審批貸款申請15宗，全為個人社員貸款，均獲得批准，批出貸款總
額 $968,000.00港元。

本會今年度所貸出款額港幣$968,000.00，上年度貨款港幣 $510,000.00，比較上升89.8%， 
股金總額 $9,633,467.25，貸存比率維持10%左右.

2018-2019年度，社員申請貸款個案共15宗，成功獲批核個案共15宗；批出貸款額合計港幣
$968,000.00元。今年貸放比率較2017-2018高出約百份之五十。
貸款委員會，一向以來把大眾社員的權益放在第一位，在審閱每宗申請時，都會按貸款規定和條
例仔細考慮，謹慎批核。對急需週轉的社員申請，貸款委員會更會反覆思量，本著「自助互助」
的理念，在不損大眾社員利益下，批核申請 。
由於過去半年香港社會運動，末有平息跡象。2020年勢將延續上一年的痛苦，不少食肆會陸續
關門，零售業將會加速進入寒冬。確實，香港經濟有放緩及中美貿易戰等困擾，業界普遍看淡明
年經濟。本社亦會不時檢討，開源節流，我們將與大家共渡時艱，抵抗經濟海嘯無情的衝擊。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愉快、主寵滿溢 !

貸款委員會主席:  張子華        秘書:  羅婉萍        委員:  孟愛玲



P.17

監察委員會報告監察委員會報告
本監察委員會在過去的一年,審查了本社的現金收支賬項和稽查了各類收支賬

目,檢閱貸款申請書和各委員會的會議報告,審查社務運作和接受並調解社員所

提出有關社務運作的投訴,在處理以上工作時,我們都謹慎進行,確保社員利益。

我們以香港法例第 119 章為基礎,根據其賦予的權力,小心履行職務,並按章程規

定,每月呈交一份報告書予董事會,報告有關監察社務工作的情況,在周年大會後

向註冊官提交周年審計報告書。

從工作中所知情況顯示,各委員會對其職責,均能克盡己任、積極投入、表現稱

職,有效發揮其本會功能,同時穩步向前,使社務運作順暢。

董事會每月召開董事會議一次;聯席會議每兩月召開一次;各委員都能準時出席

每次會議,共同商議會務;司庫在每次會議中,報告每月財務狀況,秘書紀錄會議

內容及重要事項,於會議後編寫會議紀錄並發給各委員閱覽,同時亦會跟進各項

重要事宜。

本社全體委員會委員,都努力秉承本社「非牟利、非救濟、乃服務」的宗旨,並

效法耶穌的犧牲精神,協助本社社員解決經濟上的問題;本社根據法例而制定的

社務章程,均能完善管理及保障儲蓄和貸款紀錄。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主佑!

監察委員會主席 : 盧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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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報告教育委員會報告
去年的42屆AGM記憶猶新，新的一屆AGM又將來臨，與往年一樣，得到眾多
教育組組員的協助，我們本年度也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27/1  舉辦了42屆 AGM 及聚餐 共120人(嘉賓26人)一同參予。

31/3  第二屆儲社社員派遣禮

12/5  五月鮮花義賣敬聖母，當日不扣除成本，全數捐堂區作牧民經費用 
        途，義賣共籌得 $12,800-

21/7  新世代信仰分享會 - 主講：徐錦堯神父。 當日共84人參加，大家都聽 
        得很投入啊!

29/9  儲社推廣日 - 當天活動以攤位及派傳單作推廣，歡迎4位新社員入社

12/10  國際日聚餐 - 因社會運動取消

17/11   儲社協辦堂區舉辦一年一度的深圳朝聖一天遊，共58人參加。

上述的活動你們有參加嗎？期待來年能舉辦更多的活動與眾同樂。也歡迎社
員提供不同的活動。亦希望更多的社員加入教育組一同為儲社服務，助己助
人。有興趣參加的社員可隨時與我們聯絡啊！

教育委員會主席 :古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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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代表報告協會代表報告

中央社代表報告中央社代表報告

一如既往，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每年均有非常豐富的活動和工作去推動儲
運發展，現在簡要羅列出本年度的一些2019年主要項目：

3月 2 日 : 己亥年儲社春節聯歡
3月20日 : 第52屆協會周年會議
4月24日 : 儲社專職簡介會
5月22日 : 司庫專職簡介會
6月19日  : 協會協會中央社第47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8月24日 : 精英儲蓄互助社 , 水務儲蓄互助社社員周年會議
9月15日  : 聖雲先儲蓄互助社 , 群力儲蓄互助社社員周年會議
9月22日 :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社員周年會議
12月14日 : 儲蓄互助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協會代表(楊新 及 王德明)

時間轉逝眨眼又是一年，作為本社中央社代表有責任是要將中央社訊息與及
監察投資的收益及學習帶回匯報本社。由於中美貿易談判不明朗的影響，中
央社在投資方面有所損失，但對本社暫時沒有影響。在過去一年中央社所舉
辦的活動及參與，簡報如下:-

2019年4月24日    「儲社專職講座-董事會、監察、貸款、教育委員會的 
         職責工作」
2019年5月22日    「儲社專職簡介-司庫的工作」
2019年6月1-2日     江門二天協會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2019年6月19日     第47屆中央社週年會議
2019年10月12日     國際日聯歡聚餐(取消)
2019年10月26-27日    江門兩天美食團
2019年12月14日     社長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2019年12月27日     環保物品回收暨慈善賣物會

衷心多謝廬柏浩先生(中央社代表)社長楊新先生及各委員積極參與大部份的
講座及會議，從而提昇各位對儲社的認知，對幫助本社運作有極大的效益。

中央社代表(張子華 及 盧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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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申請貸款政策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一) 申請貸款資格

 甲. 人格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6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1,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五萬元。

 乙. 擔保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十萬元。
 註 : 人格貸款金額或擔保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本社總資產之十分一

 丙. 擔保人資格：
 (1) 擔保人必須是沒有欠款之社員及在過去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
   （年滿十八歲），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2) 擔保人與貸款者並無親屬關係；
 (3) 熟悉貸款者；
 (4) 須負責與貸款者聯絡；
 (5) 若貸款者未依期還款，擔保人須負責追收貸款；
 (6) 期間不得提取股金，亦無權申請貸款，直至貸款者清還半數欠款為止。

(二) 申請手續 

       申請貸款之社員，必須一週前填交貸款申請書，並須提供最近三個月內之地址 證明副本 
 及入息證明副本。

(三) 還款
        
 (1) 貸款$40,000.00以下者，最長還款期為36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2) 貸款$40,000.00以上者，最長還款期為48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3) 貸款者如無法依期還款，可向社方申請延期還款；
 (4) 貸款者可用股金清還剩餘欠款。

(四) 利息

   月息0.8釐(0.8%)，息隨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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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申請貸款政策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五) 審核項目 
   
 (1) 申請人之品格，經濟和家庭狀況；
 (2) 貸款理由是否充分；
 (3) 過去六個月 / 十二個月是否無間斷透過自動轉賬儲蓄；
 (4) 申請人或其配偶是否有固定職業；
 (5) 申請人有否償還貸款之能力；
 (6) 申請人及擔保人在本社之紀錄是否良好；
 (7) 如有需要，本社可要求申請人提供抵押；
 (8) 有直系親屬者只可批准兩人貸款，總貸款額最高為 港幣十五萬。

(六) 重借貸款
      
 (1)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可申請重借貸款，唯須先扣除未償還貸款，餘數才撥給貸款人；
 (2)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其擔保人亦可申請貸款，但不能超過人格貸款。

(七) 本社委員注意事項
   
 (1) 應派發還款表與申請人，列明還款日期、銀碼及應付利息；
 (2) 貸款後不得退股；
 (3) 本社委員沒有替申請人介紹擔保人之義務；
 (4) 申請人之資料本社絕對保密。

【本社具有絕對貸款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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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隨筆委員隨筆
社會運動對儲社的影響  

2019年進入尾聲，香港社會運動沒休沒止，除夕新年也不可能平靜。半年多
的社會運動是香港傷痛的一年，2020年勢將延續上一年的痛苦；預計不少食
肆會陸續關閉，旅客卻步不前，零售業將會加速進入寒冬，失業率亦將會高
企、加上中美貿易糾紛，社會不難出現劫匪當道、家庭破碎、民不聊生的慘
況。

風暴未止，經濟滑落將接踵而來，這是沒法避免的；只有積極面對及堅持，
健全的架構，穩健的理財起著極大的作用。成功得來不易，這都有賴你們的
支持，你們的一分一毫，代表對我們的信任和付託，我們務必傾盡心血而不
負之。在經濟下滑的陰霾下，我們要避免過度投資和偏離儲社規範，因已有
部分儲社出現損失，情況令人感到憂心。
 
還看我們今天生活中的香港，經過半年的社會動盪，可以說已進入了嚴冬
期：有人理智上十分混亂，有人心理上十分傷痛甚至麻木，有人靈性上感到
被天主所遺棄……現在各方面正需要停下來，放慢「新陳代謝」，好好療
傷，靜待復原。
 
執筆時正是將臨期，將臨期正值「仲冬」，包括了「大雪 」和「冬至」兩個
節氣，是「冬藏」時期，即將「秋收」所得適時運用；我們可藉此「冬藏」
時期，按照禮儀節令，調整靈性生活上的步伐！以「冬藏」的心態度過將臨
期，綻放出聖誕節的美果。
 
回顧是更好的前瞻，楊社長負責任的勇氣及高瞻遠矚的眼光，義無反顧地帶
領本社走往一條康莊大道，展望將來風暴海嘯遠離，我們將與大家共渡時
艱，抵抗經濟下滑無情的衝擊，寒冬雖至，但春天還會遠嗎?

張子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