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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活動回顧 

 
1 月 28 日第 42 屆儲社委員大合照 5 月 12 日聖母月暨母親節(鮮花義賣) 

 
6 月 9 日天儲聯三周年感恩祭 

5 月 27 日儲社旅行(深圳一天遊) 

 
7 月 29 日靈修分享會 

  
8 月 26 日舉辦迎新推廣日 

 
10 月 13 日協會國際日聚餐 

 
9 月 30 日聯席會議(顧神父調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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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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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scu@m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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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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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屆社員周年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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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 董事會 

教育委員會 

中央社代表 

協會代表

貸款委員會 

 

上水儲蓄互助社 42 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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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 時 40 分  

地點：基督之母堂停車場                    

本社社員人數共 245 名，出席之社員 97 名，符合法定人數 

參加會議之嘉賓有： 

漁護署合作事業督察周善琼小姐 

漁護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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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秘書羅保祥先生 

香港天主教儲社聯會：會長黎耀民先生，秘書區玉芳小姐 

精英儲蓄互助社：司庫沈榮富先生，教育委員會主席張源龍先生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司庫林婉華小姐 ，貸款委員林鳳儀小姐 

善導之母儲蓄互助社：監察委員會主席陳朱霞女士 

愛德儲蓄互助社：董事呂鋈鑾先生，監察委員會秘書陳曉明小姐 

聖雲仙儲蓄互助社：董事梁少芝小姐，監察委員梁少芬小姐 

華明邨儲蓄互助社：司庫周活海先生 

本堂主任司鐸：顧嘉靈神父 

牧民議會會長：葉碧仁女士 

本社永遠名譽顧問：羅永忠先生及夫人(何瑞明女士) 

 

社長楊新先生於上午 11 時 40 分宣布開會並致歡迎辭。 

秘書陳卓英先生讀出第 40 屆社員周年會議記錄。 該記錄曾於 2017 年

12 月 17 日 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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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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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金勇先生動議  羅永忠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報告：社長楊新先生提交董事會報告書(詳情請參特刊報第 14 頁)。 

古麗眉女士動議 莫美嫻女士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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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及 13

頁)。 

吳清英女士動議 陳潔芬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要求通過其他事項： 

1. 資助堂區經費$6,000.00 

張鳳玲女士動議  葉碧仁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 資助敬老聚餐$1,000.00 

楊月亮女士動議  張金勇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3. 教育撥備$1,000.00 

陳惠薇女士動議  孟愛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4. 周年會議開支撥備$4,000.00 

馮瑞玲女士先生動議  陳智亮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5. 17.5%稅務撥備$19,798.79 

羅永忠先生動議  陳家洋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6. 20%違約貸款儲備金撥備$22,627.19 

霍嘉怡小姐動議  羅琼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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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由貸款委員會委員主席羅婉萍女士提交貸款委員會報

告(詳情請參閱特刊第 15 頁)。 

黃瑞玲女士動議 張鳳玲女士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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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蓮生女士動議 莫秀英女士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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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建議派發股息率  0.75  釐   

林烱新先生動議  羅艷梅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提名小組選出董事會候選人 3 名。提名小組委員楊新先生邀請席上各社

員提名其他 

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董事候選人： 

古麗眉女士 陳卓英先生  莫美嫻女士 

董事會選舉結果： 

古麗眉女士 陳卓英先生  莫美嫻女士  

提名小組選出 2 名貸款委員會候選人，提名小組委員楊新先生邀請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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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華先生 

 

貸款委員會選舉結果： 

羅婉萍女士 張子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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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小組選出 1 名監察委員會候選人，提名小組委員楊新先生邀請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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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潔芬女士  

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 

陳潔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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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柏浩先生為協會代表，任

期一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張子華先生及王德明先生為中央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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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枝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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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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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收支表)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155,815.46 港元，總開支為

$64,962.21 港元，本年度盈餘為$90,853.25港元，扣除 20%(即$18,170.65 港元)被撥入儲

備金，淨盈餘結算為$72,682.60 港元。 

另 2017 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9,780.29 港元，本年度可供派息之總額為$82,462.89 元。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 1 釐※ 

2018 11 30  2018 2017 

收入 港元 港元 

貸款利息 59,126.96 51,894.64 

協會中央社股息 73,945.83 61,483.86 

銀行利息 8.56 3. 67 

投資收益(股票,外幣) - 73,973.49 

對換差額 - 70.32 

其他收入(股票派息) 22,734.11 280.00 

總收入 155,815.46 187,705.98 

支出 港元 港元 

保險費 - 貸款安全保險, 人壽及安全保證書 1,340.54 1,340.00 

司庫交通費津貼 4,800.00 4,800.00 

折舊(傢具雜物) 1,561.20 1,846.00 

協會費 8,425.00 8,340.00 

銀行服務費  2,167.80 7,386.11 

雜項費 895.50 3,067.90 

交際費 3,870.00 3,090.00 

人壽保險費 562.17 30,000.00 

贊助開支(堂區) - 3,000.00 

天主教儲社聯會會費 500.00 500.00 

其他開支 2,578.00 11,200.00 

投資損失 38,262.00 - 

總開支 64,962.21 74,570.01 

本年度盈餘 90,853.25 113,135.97 

減：撥入儲備金(20%) 18,170.65 22,627.19 

        本年度稅務撥備金(17.5%) - 19,798.79 

本年度淨盈餘 72,682.60 70,709.98 

備註: <稅務撥備金>已於 2018 年 8 月獲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正式批

准所有香港儲社，全數豁免(2002/3 至 2017 年度)及予以發還，故此本社已毋

需再從總盈餘預留 17.5%作稅務撥備之用，本社亦已將稅務撥備$145,335.91

更改為社務撥備作未來社務發展用途，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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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 

 

 2018 2017 
資產一覽 港元 港元 

貸款結餘 431,580.00 600,610.00 

香港協會中央社股份 2,570,472.78 3,495,326.95 

港幣往來戶口 1,447,887.08 1,887,322.99 

港幣儲蓄戶口 1,120,937.12 120,934.72 

交通銀行-人民幣定期儲蓄戶口 787,650.00 1,500,000.00 

交通銀行-港元儲蓄戶口 802,586.87 128,498.87 

交通銀行-港幣定期 1,000,000.00 - 

英鎊儲蓄戶口 260,029.36 260,025.55 

美元儲蓄戶口 38,273.61 38,271.26 

人民幣儲蓄戶口 0.21 0.21 

澳元利息 9.16 9.16 

傢具雜物淨值 2,172.10 3,733.30 

零用金 608.50 297.00 

匯豐銀行-香港股票 494,160.00 494,160.00 

總資產 8,956,366.79 8,529,190.01 

負債一覽 

股份結餘 8,458,877.55 8,032,723.60 

教育撥備 1,000.00 1,000.00 

違約貸款儲備金 249,519.79 226,847.60 

暫記帳 – 稅務撥備(改稱~社務撥備~) - 118,616.03 

探訪撥備 1,000.00 1,000.00 

暫寄帳 - 社務撥備 145,335.91 - 

本年度盈餘 90,853.25 143,135.97 

未分配盈餘 9,780.29 5,866.81 

總負債 8,956,366.79 8,529,190.01 

司庫簽署：葉念慈           社長簽署：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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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 

人 

  

HK$8,458,877.55 

HK$5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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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過去的 2018 年，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加上中美貿易戰，令整個投資

市場非常艱巨，對於我社擁有接近 900 萬元的資產，董事會要在合符法

例底下，要既安全、又穩健給社員穩定的回報，的確不容易。 

可幸今年亦有一個好消息，協會多年來，協助全港 41 間儲蓄互助社豁

免繳交利得稅，終於在今年爭取成功，可喜可賀。 

因此，本社可釋放多年來儲起之十多萬元稅務撥備，除了回撥社員利息

外，亦儘我們 250 名社員的心意，增加撥款捐贈聖堂作為常務經費之用 ; 

亦經董事會的商量同意下，有部分留作日後發展推廣之用。 

現時全港儲社也有青黃不接的困擾，所以在未來的發展中，都希望能吸

引一些年青積極社員參與社務工作，協會方面會舉辦一些專業、專題課

程，歡迎儲社各委員及社員報名參加，希望各社員留意本社的通告。 

一如既往，本社也會舉辦一些恆常活動及講座，亦盡堂區善會的責任，

協助本堂議會籌辦福傳活動，凝聚更多教友融入上水堂區大家庭中。 

在此亦感謝在儲社內，上下共事的社長及各委員會成員，無分彼此，盡

心盡力為做好每個項目。亦特別多謝前任主任司鐸顧嘉靈神父過去多年

來鼎力支持本社，當然還有現任主任司鐸孟德鄰神父及牧民議會中各成

員，還有各個友好社蒞臨支持，當然社員的參加就最重要。 

 

 

副社長 : 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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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月 份 處理貸款宗數 批准宗數 拒絕宗數 該月批准貸出款額 

2017 年 12 月份 0 0 0 - 

2018 年 1 月份 2 2 0 HK$90,000.00 

2018 年 2 月份 1 1 0 HK$40,000.00 

2018 年 3 月份 2 2 0 HK$80,000.00 

2018 年 4 月份 2 2 0 HK$70,000.00 

2018 年 5 月份 1 1 0 HK$50,000.00 

2018 年 6 月份 2 2 0 HK$120,000.00 

2018 年 7 月份 1 1 0 HK$30,000.00 

2018 年 8 月份 1 1 0 HK$20,000.00 

2018 年 9 月份 0 0 0 - 

2018 年 10 月份 1 1 0 HK$10,000.00 

2018 年 11 月份 0 0 0 - 

總計: 13 13  HK$510,000.00 

 

貸款委員會於 2017-2018 年度審批貸款申請 13 宗，全為個人社員貸款，

均獲得批准，批出貸款總額共 $510,000 港元。 

本會今年度所貸出款額港幣$510,000.00，上年度貨款港幣 

$784,000.00， 比較,下降 35%， 股金總額 $8,458,877.55，貸存比率維

持 6%左右。 

 

貸款委員會主席 : 羅婉萍 

秘書:  張子華 

委員:  孟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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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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項和稽查了各

類收支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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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時出席每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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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效法耶穌基督的犧牲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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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的塔冷通的比喻常常提醒自己，如何好好使用天父給予的恩

賜於儲社中好好為教友服務，學習以天主的方式去管理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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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天父的慈愛，基督的恩寵，聖神的引導，儲社教育委員會籌辦不同

的活動讓社員了解儲社的工作。 

 

以下是 2017-18 各活動的報告 

13/5/18（主日）鮮花義賣，共得善款$10,620 港元。 

(不扣除任何成本並全數捐助本堂作牧民經費) 

 

27/5/18（主日）深圳聖安德肋堂朝聖旅遊，參加人數 84 位。 

 

29/7/18（主日）更新人士分享會，“罪惡與皈依及十誡與修和”， 

參加人數約 120 位。 

 

26/8/18（主日）儲社推廣簡介會，參加人數約 40 位。 

 

18/11/18（主日）協助明愛賣物會籌款。 

 

本委員會所推行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董事會，各委員及堂區的

協助，而更重要的是得到各位社員的支持。最後，本人謹代表教育委員

會向所有支持及協助我們工作的人士致以萬分之謝意。 

 

「天主不需要我們事事成功，衪只希望我們每事努力嘗試。」聖德蘭修女 

 

主席 張子華      秘書 莫秀英  

 委員 古麗眉  莫美嫻  林遐齡  余麗心 

          吳清英  霍偉明  霍嘉怡  劉枝榮            

羅婉萍  孟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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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代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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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項目，依時序扼要地給大家回顧： 

21/3  : 協會第 51 屆周年會議 

20/6  : 協會協會中央社第 46 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25/8 : 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第 45 屆社員周年會議 

8/9 : 精英儲蓄互助社第 17 屆社員周年會議 

9/9 : 聖雲仙儲蓄互助社第 50 屆社員周年會議 

16/9 :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第 5０屆社員周年會議 

13/10 : 2018 國際日聯歡聚餐(本社監察委員-陳潔芬, 獲協會頒 15 長期服務獎) 

8/12 : 儲蓄互助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協會代表(楊新 及 盧柏浩) 
 

中央社代表報告 

本社之中央社代表，負責將中央社的訊息、監察投資的收益及由協會學習得

來的常識作匯報。最重要是每月於社內董事會匯報有關中央社的每月投資簡

報及每年的派息結果(註 : 董事會於 2018 年中鑒於投資市況，已從中央社原先

共叄百五十多萬的投資金額，抽回其中一百萬撥入本社之銀行定期。本社目

前仍存有貳百五十多萬於中央社內投資，所賺取的股息更是本社主要收入的

來源) 。 

 

在過去一年，本社中央社代表參與協會所舉辦的活動, 當中主要事宜 : 

20/6  :  協會中央社第 46 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9/9 : 聖雲仙儲蓄互助社第 50 屆社員周年會議 

9/9 : 群力儲蓄互助社第 51 屆社員周年會議 

13/10 : 2018 國際日聯歡聚餐 

08/12 : 儲蓄互助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中央社代表(張子華及 王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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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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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隨筆 
 

 

「服務儲社 42年有感」 

42 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嗎？由於父親的緣故，16 歲的時候便跟隨父親

加入於上水堂區成立的儲蓄互助社，並且成為教育委員，期間擔任過兩

年教育委員，監察委員兩年，貸款委員六年，董事會 32 年。 

 

能夠在同一個團體不間斷地服務 42 年，我何來這一份毅力和堅持呢？

其實可以說，服務儲社是我生命路途上成長的搖籃，無論信仰生活、工

作、家庭、待人處事等等，服務儲社成為塑造現在的我的重要元素，天

主的安排是何等奇妙，感恩！讚美主！ 

 

不可能長篇大論地述說其中的歷程，只希望借用此一篇空間分享參與服

務嘅喜悅。希望堂區的兄弟姊妹也不吝嗇地去接受服務他人嘅機會，過

程雖然可能會經歷喜怒哀樂，困難和不如意，但是正如剛回歸主懷的楊

鳴章主教所言：「沒有經歷困難痛苦的考驗，又如何彰顯天主的那份愛

呢！」學習成為一個喜樂的事奉者，因為他必定是天主所喜悅的！ 

 

 

 

 

 

楊  新  (本 社 現 屆 社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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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隨筆 
 

每年的十一月是儲社年結的時候，今年有別以往，除社員可獲派息一厘

外，儲社還可捐助堂區壹萬元；可以派息一厘不是貸款的人次或金額增

加，也不是投資賺取了很多，相反， 在外幣買賣還蝕了叁萬多元!  可以

派息一厘是因為多年來為應漁農自然護理署規定每年的利潤抽起 17.5%

作利得稅的要求而作的撥備，經過多年的爭取下，今年收到通知以後不

需要交稅了，所以多年來的撥備可以派還給社員。感謝主! 

做年結所需要的時間比月結多，幸得副司庫的努力和支持，我倆終可順

利完成，這令我體會到什麼叫團隊精神，和副司庫的合作更有默契。 

回想當初加入儲社的時候，每樣工作都只是靠人手，每次月結都要很長

的時間才能完成，而當這個月的月結完成後，又要準備下個月的月結了，

還有漁農自然護理署週年核數更需要約兩個星期時間。幸好跟已故的副

司庫甚有默契，每個月都可以在例會前把數完成。想到已故的副司庫，

內心是非常惆悵及難過! 由於每個月都與副司庫花很多時間留在儲社，

所以我們的感情很好，例如她知道我是不能捱餓及吃甜，她每次都會給

我預備豬仔包，副司庫的離去影響了我的心情，工作壓力更大更重！現

在電腦化後每月的月結如果順利進行，祇需四至五小時便可完成，但如

果有錯漏，嘿…….年結需要時間更多，因為要先完成月結，再計算淨利

潤要抽起的撥備如：(每年 20%儲備金、週年大會及捐助堂區等)，最後

才是派息多少。 

非常感謝每年週年大會各委員們發揮的團隊精神，印年報、社員的年結

表、佈置場地等。 

我為什麼要這樣詳盡地把司庫的工作寫出來? 因為每年祇是呼籲接班人, 

卻從來沒有告知司庫的工序, 喜歡接受挑戰的弟兄姊妹, 來吧!

葉 念 慈  (本 社 現 屆 司 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