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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活動回顧

4 月 30 日儲社委員派遣禮

5 月 27 日天儲聯第 2 屆感恩祭

7 月 30 日儲社委員流浮山靈修行

5 月 14 日聖母月暨母親節(鮮花義賣)

6 月 25 日探訪年長社員

10 月 15 日參與<堂區福傳嘉年華>攤位

12 月 14 日委員生日會

9 月 17 日舉辦<白雁氣功>體驗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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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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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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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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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屆社員周年會議議程
日期:2018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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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邀請堂區主任司鐸顧嘉靈神父帶禱
2. 確定會議足夠法定人數~正式開會
3. 介紹與會嘉賓
4. 社長致歡迎辭
5. 嘉賓致辭
6. 通過第四十屆周年會議紀錄
7. 董事會報告
8. 司庫財務報告
9. 表決通過派發股息
10. 捐贈款項予堂區
11.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及 教育委員會報告
12. 選舉: 董事三名、監察委員乙名及貸款委員二名
13. 董事會職位互選
14. 宣佈董事會互選結果
15. 委任～協會代表、中央社代表、教育委員
16. 其他事項
17. 社員周年會議結束
18. 第四十二屆董事會及所有委員會成員拍照
19. 聯歡聚餐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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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屆上水儲蓄互助社架構圖

中央社代表

協會代表

張子華 及 王德明

盧柏浩 及 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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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2017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6 時 20 分
地點：上水滙煌府婚宴專門店
本社社員人數共 242 名，出席之社員 92 名，符合法定人數，
參加會議之嘉賓有：
漁護署助理註冊官袁振華先生
漁護署合作事業督察陳域斯先生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楊達榮先生，總幹事李遠昌先生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副社長孔慶柱先生，秘書羅保祥先生
香港天主教儲社聯會 : 會長黎耀民先生，副會長陳曉明女士，秘書林婉華女士
精英儲蓄互助社：董事張源龍先生
聖芳濟各儲蓄互助社：社長區有權先生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副社長潘緒光先生
聖文德堂儲蓄互助社：社長何淑如女士
海星堂儲蓄互助社：教育委員譚潔芳女士
善導之母儲蓄互助社：董事陳朱霞女士
愛德儲蓄互助社：董事呂鋈鑾先生
聖雲仙儲蓄互助社：社長馬慶堂先生
儲光儲蓄互助社： 董事陳淑英女士
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董事黃嘉榮先生
惠澤儲蓄互助社：秘書馮瑞馨小姐
群力儲蓄互助社：司庫梁廣發先生，秘書許翊樂先生，董事吳惠珍女士
本堂主任司鐸：顧嘉靈神父
本堂助理司鐸：孟德鄰神父
本堂執事：郭炳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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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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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楊新先生於晚上 6 時 20 分宣布開會並致歡迎辭。
秘書陳卓英先生讀出第 39 屆社員周年會議記錄。 該記錄曾於 2017 年 1 月
15 日 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在社方之告示板張貼供各社員參閱(詳情請參閱特
刊第 6 至 7 頁)。
陳智亮先生動議

孟愛玲女士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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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頁)。
葉碧仁女士動議 陳惠薇女士和議
司庫報告：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葉念慈女士提交司庫報告書(詳情請參閱年報 10 及 11 頁)。

古麗眉女士動議

羅茂棠先生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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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永忠先生動議 林遐齡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

資助敬老聚餐$1,000.00
陳家洋先生動議 余麗心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3.

教育撥備$1,000.00

羅婉萍女士動議 陳智亮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4.

周年會議開支撥備$3,000.00
黎明初先生動議 吳清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5.

17.5%稅務撥備$19,468.68

楊新先生動議
6.

陳潔芬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0%違約貸款儲備金撥備$22,249.92

黃淑芬女士動議 温達文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7.

有$100.00 存款來歷不明，建議撥入未分配盈餘。

羅婉萍女士動議 楊新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貸款委員會報告：由貸款委員會委員主席陳家洋先生提交貸款委員會報告(詳
情請參閱特刊第 13 頁)。
黎明初先生動議 鍾蓮生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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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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頁)。
何占美先生動議 王德明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教育委員會報告：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古麗眉女士提交教育委員會報告(詳情
請參閱年報第 15 頁)。
註冊官審查報告書：副社長黃淑芬報告儲蓄互助社註冊官已於 2016 年 8
月 22 日完成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社方已於 2016 年 9 月 17 日將該報告書張貼在社方之報告板上超過一個月，
期間沒有收到任何社員之查詢或反對。

董事會建議派發股息率 1 釐
霍偉明先生動議 王瑞玲女士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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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念慈女士 羅茂棠先生

王德明先生

董事會選舉結果：
葉念慈女士 羅茂棠先生

王德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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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愛玲女士
貸款委員會選舉結果：
孟愛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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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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柏浩先生
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
盧柏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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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丹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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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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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會議於晚上 7 時 40 分宣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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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止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187,705.98 港元，總開支為
$74,570.01 港元，全年度盈餘為$113,135.97 港元，其中 20%即$22,627.19 港元被撥入
儲備金，另預留稅務撥備金 17.5%，即$19,798.79 港元，淨盈餘結算為$70,709.98 港元。
經計算扣除$14,000 港元撥備開支及累計上一屆的未分配盈餘$7,866.81 港元, 本年度可供
派息之總額為$64,576.79 元。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 0.75 釐※
備註: 稅務撥備金自 2010 年度開始，累計存有$118,616.03 港元( 之前在 2016-2017 年
度收支表內未有列出)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年度

收入
貸款利息
協會中央社股息
銀行利息
投資收益(股票,外幣)
對換差額
其他收入
總收入

2017

2016

港元

港元

51,894.64
61,483.86
3. 67.00

58,297.20
66,880.48
32,279.82

73,973.49
70.32
280.00
187,705.98

6,125.40
163,582.90

1,340.00
4,800.00
1,846.00

1,340.00
4,800.00
1,606.80

3,090.00
30,000.00
3,000.00
500.00

1,666.00
28,000.00
3,510.00
500.00

港元

支出
保險費 - 貸款安全保險, 人壽及安全保證書
司庫交通費津貼
折舊(傢具雜物)

8,340.00
7,386.11
3,067.90

協會費
銀行服務費
雜項費
交際費
人壽及股金保費(撥備)
贊助開支(堂區)
天主教儲社聯會會費

11,200.00

其他(儲社辦公室裝修)
總開支
本年度盈餘
減：撥入儲備金(20%)
本年度稅務撥備金(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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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5.00
2,415.50
650.00

-

74,570.01
113,135.97

52,333.30
111,249.60

22,627.19
19,798.79

22,249.92
19,468.68

70,709.98

本年度淨盈餘

港元

69,531.00

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資產一覽
貸款結餘
香港協會中央社股份
港幣往來戶口
港幣儲蓄戶口
交通銀行-人民幣定期儲蓄戶口
交通銀行-港元儲蓄戶口
英鎊儲蓄戶口
美元儲蓄戶口
人民幣儲蓄戶口
澳元利息
傢具雜物淨值
零用金
匯豐銀行-香港股票
對換差額
總資產
負債一覽
股份結餘
預留年度保險費
周年大會撥款
教育撥備
違約貸款儲備金
暫記帳 – 稅務撥備
探訪撥備
預付帳(社員身故)
暫寄帳
預留股息
未分配盈餘

總負債

2017

2016

港元
600,610.00
3,495,326.95
1,887,322.99
120,934.72
1,500,000.00
128,498.87
260,025.55
38,271.26
0.21
9.16
3,733.30
297.00
494,160.00
8,529,190.01

港元
529,020.00
3,432,643.09
2,104,962.42
120,932.32
1,500,000.00
128,498.87
260,024.28
5,702.20
0.21
9.16
4,621.30
628.90
134,250.00
2.36
8,221,305.11

8,032,723.60
1,000.00
226,847.60
118,616.03
1,000.00
143,135.97
5,866.81
8,529,190.01

7,706,029.61
28,000.00
37,350.00
1,000.00
204,552.68
101,048.35
18,776.79
100.00
111,249.60
12,798.08

8221305.11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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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年 11 月 30 日,本社社員人數為 243 人

年份

社員人數
2016-2017
2015-2016
2014-2015
2013-2014
2012-2013
2011-2012
2010-2011
2009-2010
2008-2009
0

50

100

150

200

250

社員人數

10 年期間~社員股金及貸款統計表(2007 至 2017)
8,450,000.00
7,450,000.00
6,450,000.00
5,450,000.00
4,450,000.00
3,450,000.00
2,450,000.00
1,450,000.00
450,000.00

股金(港元)

貸款總額(港元)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最新股金結餘為 HK$8,032,723.60
2016 年 12 月 0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貸款總額為 HK$7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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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固本培元，休養生息，穩中求進，愛樂共享！」是今屆董事會開始時的工作方
向和定位，因為經過四十周年的各項大型慶祝活動，包括籌辦社員大旅行，編制紀
念特刊、設計紀念雨傘、鮮花義賣、社務推廣、參與協會和友社活動、筵開 16 席近
200 人參與的聚餐，及各項表演慶祝環節等等，我們的團隊成員實在需要固本培元，
稍作休息回氣，繼續穩中求進地去服務社員和堂區教友，【樂在服務中】是我們儲
運團隊一貫秉承助人自助的互愛精神！
2017 年其實也是不平凡的一年，社務概況大家可以參閱詳盡的司庫報告，以下
簡報一些重點事項和大家分享：


辦事處內全面裝修，門口位置更改為面對教堂側門



正門加添了帳篷擋雨遮蔭



儲社專用告示板設於辦事處旁，方便社員了解社務和儲運最新資訊



聖母月鮮花義賣，所得款項全數不扣除成本捐贈堂區作福傳牧民用途



增加社員福利〜人壽儲蓄及貸款保額為十萬港元



為全部社員代繳付每年協會費



通過周年捐獻堂區金額為本社年結純利約 10%



贊助及協助堂區福傳嘉年華會活動



從盈利中撥出 17.5%作稅務撥備
從上述各項事務，本社今年度的開支確是較以往為多，加上儲社的基本社務~貸

款依然呆滯維持在貸存比率 10%左右，而儲社亦因為受到法例 119 章程規範，不能
作高風險投資，故今年度的盈利派息將會更為保守，希望社員諒解。
求主帶領，祈願新一屆的各委員會成員繼續保持團隊合作精神，藉儲社平台服務
社員教友，關愛社會弱小，實踐福傳使命，活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
神！

社長 : 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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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6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月份

處理貸款宗數

年 12 月
年1月
年2月
年3月
年4月
年5月
年6月
年7月
年8月
年9月
年 10 月
年 11 月
總計:

2
2
2
2
1
2
3
1
1
0
1
2
19

批准宗數

2
2
2
2
1
2
3
1
1
0
1
2
19

拒絕宗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該月批准貸出款項

HK$80,000.00
HK$55,000.00
HK$100,000.00
HK$44,000.00
HK$10,000.00
HK$90,000.00
HK$140,000.00
HK$15,000.00
HK$30,000.00
HK$50,000.00
HK$170,000.00
HK$784,000.00

本會今年度共收到貸款申請 19 宗, 全部符合本社貸款政策. 共貸出款額港幣
HK$784,000.00, 數目比上年高出 7.1%. 貸存比率維持在 10%左右。

貸款委員會主席 : 羅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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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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本社繼續實行「助人自助」精神，在有系統的管治及監察下，令本社持
續發展，為教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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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教會一年中最大的節日。踏入十二月，那熟悉、温馨柔和的聖誕歌聲，在人們耳畔
依依繚繞，預示着這普天同慶的快樂日子即將到來，也提醒每位基督徒，是時候準備自己迎
接救主的來臨。
確實，隨著聖誕的來臨，本年度快將結束，而本堂儲蓄互助社社員周年大會即將舉行，意味
著一連串比平日更緊密的工作會接踵而來。
多謝社員的信任，董事會的委任及與一群教育委員上下一心，同心協力，為堂區及社員事奉。
以下是我們在過去一年教委會的工作，簡報如下:
22/1 於上水金都酒樓舉行聯席會議，共 20 位委員出席
05/2 基督之母堂新春團拜
26/2 第 40 屆社員周年大會晚宴出席社員及非社員人數約 200 位
30/4 第 41 屆儲社委員派遣禮
14/5 鮮花義賣共籌得$10,130 (全數捐助堂區作牧民經費)
25/6 第二季探訪余志剛與葉玉梅社員
30/6 於上水金都酒樓舉行儲社委員生日會(1-6 月)
30/7 儲社委員流浮山靈修一天
聖經分享(溫達文先生與張子華先生)
26/8 儲社推廣及迎新會(因颱風 10 號風球取消）
17/9 白雁氣功講座(親子體驗班)
15/10 上水基督之母堂家庭福傳嘉年華
14/1 於上水金都酒樓舉行儲社委員生日會(7-12 月)
在此呼籲有意服務堂區教友，歡迎加入我們儲社這個大家庭，給予我們更大的支持和力量，
發揮基督團隊的功能，互相配合，關愛堂區和服務社員。我們期盼著您的佳音，並為您和您
家人祈禱，願主祝福您！

[ 我們會感到自己所做的只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缺少了它，海洋
就是少了一滴]

─ 德蘭修女

教育委員會主席 : 張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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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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 協會第 50 屆周年會議
21/6 : 協會協會中央社第 45 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25/6 : 出席愛德儲蓄互助社第 46 屆社員周年會議
26/8 : 出席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第 44 屆社員周年會議
3/9 : 出席海星堂儲蓄互助社第 19 屆社員周年會議
9/9 : 出席精英儲蓄互助社第 16 屆社員周年會議
10/9 : 出席聖若翰儲蓄互助社第 50 屆社員周年會議
14/10 : 2017 國際日聯歡聚餐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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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社大部份的股金均存放在中央社內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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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 協會中央社第 45 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14/10 : 2017 國際日聯歡聚餐
0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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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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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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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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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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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尊重
不久以前，在手機媒體看到關於《銀鳥》的故事：有一天，一個住在森林附近的農
夫，在麥田旁看到一隻受了傷的銀色小鳥，他頓時起了憐憫的心，便把銀鳥带回家
中醫治。
笫二天清早，農夫在烹飪早餐時聽到一陣悦耳的歌聲，他好奇心地走到窗外，看到
銀鳥正在自由地歌唱。農夫心想這是他有生以来聽到最美妙的歌聲。這個消息傳到
村中的教書先生耳中，他便走來要聽銀鳥的歌聲。聽後只淡淡說出：「農夫，這銀
鳥的歌聲確實不錯，若你聽過金鳥的歌聲，那你便知道什麼才是真正悦耳的歌聲。」
農夫對這句話耿耿於懷，當銀鳥再次在他身旁唱歌時，農夫失望地對銀鳥說：「你
的歌聲再好，仍不及金鳥的悦耳。」從此，銀鳥無論怎樣努力唱歌，仍得不到農夫
的讚賞。當銀鳥的傷好之後，銀鳥飛到農夫身邊用歌聲道別，便朝著夕陽飛去，在
夕陽餘暉下，農夫看到銀鳥變成了金鳥，心內充滿著.......難言的遺憾！
「欣賞」：在人生的路途上，常遇到與我們價值觀，處事模式不同的人。當我們以
欣賞和尊重的角度去接納和發揮這些人的長處。你會發現，自已生命的視野將會得
到擴展。就好像農夫遇到了銀鳥，因為他欣賞銀鳥的歌聲，心靈也被銀鳥的歌聲所
豐富。
「欣賞」：是不受別人影響，直接從對方身上找出值得欣賞的地方。教師先生無心
的對話，導致農夫與銀鳥之間產生心病。銀鳥縱然用盡努力，也喚不回農夫起初的
欣賞。倘若農夫可以放下不必要的比較，繼續欣賞銀鳥美妙的歌聲，也不致出現日
後的遺憾。
銀鳥值得欣賞的地方是牠懂得知恩圖報，本社委員值得欣賞的地方，是大家勇於嘗
試；對同路人抱著一份真心的關懷。雖然部份委員沒有接受正統訓練，亦無阻大家
對社員的關心和熱情。無論在社員探訪、關心和聯誼地區社員，大家都不遺餘力，
無私付出，默默地為同路人提供服務。亳無疑問，委員團隊是本會最重要的資產，
是值得彼此欣賞與互相尊重的。
註：多謝關心本社的社員提供部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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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隨筆
司庫心聲
又到一年一度計算派息的時候，每年都想派出較理想的息率，但股
金的積存越來越大，而借貸卻越來越少。每年的派息來源除了社員的借
貸利息及中央社派息就沒有其他的收入。
除了日常開支今年儲社的支出也頗龐大，因為用了數十多年的儲社
辦事處已經非常殘舊及不整齊，經過委員們的商議，決定翻新儲社的辦
事處 (增設正門帳蓬以防雨水渗透) ，這次翻新的費用差不多一萬五千元。
堂區是我們的家庭，所以每年儲社亦會支持堂區的所有活動，既出
錢又出力。例如：每年贊助堂區的經費已由多年前的三千元增至今年的
六千元，加上贊助堂區主保瞻禮、敬老聚餐，再加上十月份的家庭福傳
嘉年華，儲社也額外資助了三千元。
如此這般儲社支持堂區活動已動輒萬多元，這些支持是儲社代各社
員對堂區的少少心意。為了可以派出較理想的息率，儲社便把那不斷增
加的股金的一部份作投資生息，如投資外幣、股票等，希望能有多些的
回報，而今年的投資收益約有七萬四千元，多謝幾位投資小組的成員勞
心勞力，才有以上的收益。
無奈今年的支出實在不少，很抱歉今年的派息利率約只有 (0.75%)。
少是少了一點，但「希望在明天」，期盼將來會有更好的息率。

葉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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