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劃目標 
個人發展 → 提升個人自我管理能力，鍛練意志力，學習不同技能丶社
交技巧，擴濶視野及社交圈子，從課程學習欣賞，提升個人修養丶增
進知識，加強自信及管治能力，裝備自己在儲社丶職場及各方面發展。 
願景 → 長遠發展社務，締造未來儲運領袖。 

計劃對儲社帶來的好處：  
分享資源，此計劃邀請了各社的大學教授丶講師及專業導師去設計
及傳授度身訂造的訓練課程。目標是令到經訓練後的學員可以帶領
團隊工作，幫助儲社舉辦大小型活動，籌辦會議及聚會，強化儲運
知識成為稱職董事或委員，提升管理丶建立面對逆境和解難的能力。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Manage yourself, Manage others, Manage your team :  
 

意思是說，一個人通過「正心誠意」的修養，可以使自己成為一
個有道德的人；人有道德便能夠令家庭和睦；能令家庭和睦就可
以團結人民，治理好國家；若能治理好一個國家，他就有能耐使
整個天下都達到至善的境界。每一個領袖首先是由管理好自己開
始，再管理其他人，才可管理好團隊丶社群。儲社正正是一個全

方位的平台，以協助管理儲社業務及服務社員去鍛練成長。 
 

對         象  主要為現職儲社職委員，年齡不限，經驗不拘，活躍於儲社活動及有志為儲社服務，
 願意承擔責任。 
 
訓練時間 2019年3月起，每月的第二或第三個星期六（09:00-12:30及13:30-17:00）共約80
 小時，訓練計劃為期一年，學員需參與每月一天兩節，共12日課堂及訓練活動。 
 
修畢證書 修畢學員將獲得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頒發「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畢業證書。 
 
費        用 每位學員全期$6,000（成本費用包括場地租用丶物資及所需活動開支）建議由學
 員屬社資助。 
 
獎勵計劃 最佳表現之10%學員，可獲全費資助參與亞盟論壇或海外交流及訓練等其中一項國
 際活動。 
 
任         務 學員需在訓練期間籌備一項推動儲運的活動。 
 

截止報名  2019年2月28日 

此項計劃，目的志在提供平台讓一些有潛質的儲社職委員去學習各項技
能丶知識，加深了解儲蓄運動的深層意義與價值去學習如何管理好自己
和團隊。學員可以籍著各課堂及活動，擴濶社交圈子，認識不同背景丶
職業丶階層的儲運工作者，互相學習切磋，發展儲蓄互助的社羣，傳承
儲運精神，讓儲運的光芒繼續燃點，薪火相傳。 

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9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合辦 



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9 
課程一覽表 

儲運知識  Credit Union Knowledge  

CU1 儲運歷史 Credit Union History 

CU2 平民金融 Microfinance 

CU3 認識香港儲蓄互助社條例及章程 
The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HK credit unions 

CU4 
香港儲蓄互助運動的特點與外國的
區分 

Differentiation of Credit Union in HK from 
Oversea Countries 

CU5 儲運和社會的關係 Credit Union and the society 

CU6 
協會/中央社/ 儲社的架構及各委員
會職能及培訓 

Organization of League / League Central / 
Credit Union and Roles /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mmittees 

CU7 儲社優質管治、個人操守管理 Credit Union Governance 

CU8 
儲社資產管理 -  在監管框架下的實
踐 

Asset Management  

團隊管理及領導才能發展  Team Management & Leadership 

TM1 
課程啟動 - 師生會面及創造團隊學
習精神 

Program Start Up – Introduction & Creating 
team learning spirit 

TM2 有效會議管理 Running Effective Meetings 

TM3 團隊中的體驗式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eam 

TM4 活動項目管理 Event Management 

TM5 項目時間管理技術 Time Management for Event 

TM6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1 Activity 1 

TM7 項目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for event 

TM8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2 Activity 2 

TM9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3 Activity 3 

個人技能  Personal  Skill  Development  

PS1 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PS2 人際溝通技巧 Communication Skill 

PS3 解難與決策 Decision Ma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PS4 運動及體能培訓方法 Gym & Physical Workout Training  

PS5 
體育精神與修練 -空手道曁自衞術
訓練 

Sportsmanship & Practice - Karatedo and 
Self-defense Techniques Training 

PS6 司儀技巧 Emcee Skills 

PS7 個人資產及風險管理 
Personal Asset Management & Risk 
Management 

PS8 表達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 



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9 
課程時間表 

3月16日 

• 課程啟動及師生會面 

• 創造團隊學習精神 (TM1) 

• 儲運歷史 (CU1) 

• 平民金融 (CU2) 

4月13日 

• 時間管理 (PS1) 

• 有效會議管理 (TM2) 

5月18日 

• 團隊中的體驗式學習 (TM3) 

6月15日 

• 人際溝通技巧 (PS2) 

• 活動項目管理 (TM4) 

7月20日 

• 解難與決策 (PS3) 

• 項目時間管理技術 (TM5) 

8月17日 

• 香港儲蓄互助運動的特點與外
國的區分 (CU4) 

• 儲運和社會的關係 (CU5) 

•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1 (TM6) 

9月21日 

• 協會/中央社/ 儲社的架構及各委
員會職能及培訓 (CU6) 

• 運動及體能培訓方法 (PS4) 

10月19日 

• 項目風險管理 (TM7) 

• 體育精神與修練 - 空手道曁自衞

術訓練 (PS5) 

11月16日 

• 儲社優質管治、個人操守管理 
(CU7) 

• 司儀技巧 (PS6) 

12月7日 

• 認識香港儲蓄互助社條例及章程 
(CU3)  

•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2  (TM8) 

• 2020年 

1月11日 

• 個人資產及風險管理 (PS7) 

• 表達技巧 (PS8) 

2月15日 

• 儲社資產管理 -  在監管框架下的
實踐 (CU8) 

• 自訂團隊興趣活動 3 (TM9) 

• 畢業 



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9 
導師團隊 (排名不分先後) :  

蘇國榮先生  

自1999年退任香港申訴專員後，積極在中國推廣價值教育、經濟倫理和聯合
領導且有承擔的持續環境。他是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首任總裁，亦是亞洲儲
蓄互助社同盟會創會會長。他於1994年離開任職達二十多年之儲蓄互助社美
國總會保險集團(職位是國際副總裁，專責亞洲及非洲區事務)。蘇先生曾是世
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董事，包括一屆司庫。在1978至1985年間，他是香港立
法局的委任議員。 

莫家麟先生 

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前會長。莫先生是一位經
驗豐富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及管理顧問，擁有多年的人力資源管理和運營
管理的經驗，專長策略人力資本審查和規劃，以及人才管理、培訓、績效
管理、領導培訓及組織發展。莫先生現職和記港口集團人力資源總監，曾
任職市區重建局人力資源總監、友邦保險集團人才管理主管及捷成集團人
力資源總監，他也曾於早年任職地鐵公司的多個管理職位。 

馬慶堂先生 

英國伯明翰大學學士及香港中文大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修
讀文憑及證書課程。過去27年在不同的大學工作，主要是師資及人材培訓。
在儲蓄互助社的運動中有50年的經歷，曽任儲社董事會和不同的委員會成員。
十分投入及熱愛這運動，興趣瞭解研究和發掘更多有關儲運和社會發展的關
係，儲運能否協助基層人士的生活有更佳的選擇和質素等等。 

潘志昌博士 

潘志昌博士 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1981年9月加入樹仁經濟學系，出任
講師。除了1991年前赴英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修讀統計學碩士課程外，一直在樹
仁任教，至今已35年。講授科目包括：經濟學原理、貨幣銀行學、管理經
濟學、經濟統計學、時間數列分析、香港經濟、當代中國經濟、演創經濟
學、金融風險分析及管理、經濟預測等目前研究領域主要是集中於香港、
台灣及中國的儲蓄互助社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 )。 

李志滿博士 

專業主修安全管理應用科學及工商管理，資歷註冊安全主任、審核及認可安全
顧問，現任職香港科技大學「健康、安全及環境處」高級經理。是全日本剛柔
流正剛會空手道士會公認七段師範、鍊士，世界空手道連盟公認七段。現任大
學社社長。 

袁振華先生 

前儲蓄互助社助理註冊官，1982 - 2006 任職合作事業督察，2006 - 2017 出
任儲蓄互助社助理註册官。袁先生對儲蓄互助社有35年的深厚認識，在職期間
推動儲社優質管治，參與亞盟會議及DE培訓，分享經驗和心得。 



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9 
導師團隊 (排名不分先後) :  

鄭利明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一級榮譽學士及博士，並受聘多間科研企業。現職香港城市
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現任磁訊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及活躍於專業，並為
IEE(HK)/IET主席。鄭博士亦活躍於社區，為法團、家教會、教師工會及新
一代文化協會等組織任主席。於政界方面，為九龍城何文田區區議員、區
議會及政府多個委員會委員及副主席、特區選委會及全國人大代表選委會
成員。曾任儲蓄互助社協會及香港儲運慈善基金董事，現為大學社副社長。 

李曠明先生 

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英國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教育文憑。參與儲
社工作超過三十年，自電盈社在九十年代起參與投資市場，一直負責該社資
產管理工作，2018年管理投資基金達十五億港元，在嚴密的法例及監管下，
一直保持正常回報，每年向社員派發股息。擔任電盈社社長十年期間，致力
推動培訓及儲運教育工作，成立首個儲運青年團，亦是本儲運青年領袖訓練
計劃發起人之一。 

李民正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榮譽勳章、工程管理碩士、工程技術學會會員、香港設施管
理學會會員、專業設施經理。於香港政府擁有超過40年的工程及管理經驗，
並曾擔任機電工程署（EMSD）醫院工程服務區域經理。他曾在香港，英國
和澳大利亞接受過工程和管理培訓。曾教授工程及管理課程，並為機電工程
署的工程畢業生及高級管理人員擔任導師超過15年。李先生還參加了醫院的
SARS和退伍軍人病等緊急情況處理小組。近年，李先生一直在私立醫院擔任
醫院工程和設施管理顧問。目前，他在該行業擔任管理顧問和執行教練。 

李兆波先生 

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課程聯席主任，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院長,會計學院
高級講師。2006 至 2008 年為香港浸會大學會計及法律學系講師及公司
管治與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助理主任。1999 至 2006 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
學會計學院，持有理學士（物理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及電腦學碩士多
個學位。李氏亦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
會員，並擁有特許財務策劃師的資格。2003 至 2004 年曾獲選為香港中
文大學商學院最佳講師之一。 

溫振昌博士 

溫振昌博士是一位管理顧問和培訓師，擁有超過20年管理層經驗，遍及教
育、公共事業及商業機構。溫博士擅長於人力資源發展戰略、商業模式、
人才管理、戰略思維和領導力發展等範疇。他也是經驗豐富的培訓和人際
關係技巧導師。在溫博士的專業領域中，他是一位專業管理顧問，亦是香
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資深會員。溫博士同時是MBTI認證執行師、身心語言
程式學認證執行師、九型人格培訓師及同理聆聽培訓導師。溫博士擁有加
拿大渥太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學位、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
獲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