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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意見調查結果 

 
為更瞭解各社員的需要，社方擬透過問卷

形式徵集社員的意見，以便本社能制訂合適的

社務政策及為社員提供優質的服務。  

 

本社曾於今年三月份向全體社員發出社員

意見調查問卷合共一百二十多份，收回問卷共

20 份，回應率約 16%。收回的問卷經整理後，

意見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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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回覆的社員都認為本社應擴大共同

連繫及設定每月最低儲蓄額，而大部分均認為

基本貸款額及最長還款期可稍為調高，並同意

規定社員以自動轉帳方式儲蓄及還款，及提供

優惠予按時儲蓄及依期還款的社員。社員最希

望享有的優惠方式是協會費津貼，其次為購物

禮券。另外，社員希望本社能多舉辦一些考察

及交流活動，而聯誼活動亦甚受歡迎。活動的

形式首選聚餐，其次是參觀或探訪儲蓄互助社

或相關組織，以及講座和研討會等。  

 

 
董事會經參考上述意見後於 2004 年 5 月

11 日會議上通過建議擴大本社共同連繫至本社

社員的直系親屬 (即父母、配偶及子女 )  ，交周

年會議通過及修訂章程後正式生效；另調高基

本貸款額上限至$30,000 及更改最長還款期至

36 個月，7 月 1 日起生效；此外，社員每月儲

蓄額達到$300 或以上者，社方將為其支付下年

度的協會費，即時生效。  

 

至於社員活動方面，收集所得的意見將交

由教育委員會考慮，作為日後舉辦活動參考之

用。如社員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有關是次意見調

查的詳細結果，  歡迎向本社查詢。  

協會第 37 屆周年會議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第 37 屆周年會議已於

2004 年 3 月 24 日圓滿舉行，並選出新一屆董

事會成員：  

 

會長    葉偉光  

首席副會長  楊達榮  

副會長   李茂松  

司庫   郭德培  

秘書   李遠昌  

董事   王德忠  

   何志雄 

   李錫祥 

   杜森泉 

   陳志傑 

   麥鉅開 

   曾慶華 

   鄧湛泉 

   羅輯發 

   鄭蔡德芸 (當然成員) 

 

「依期還款」貸款優惠反應良好 
 

本社自推出這項貸款優惠計劃以來，反應

良好；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止，共接獲 15 宗

申請，貸款總額達三十多萬元。  

 

社員個人帳戶季結單 
 

本社將於五月份隨《薈萃》發出本年度第

三季﹝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三月﹞帳戶結單予社

員。社員如對交易紀錄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88 0177 本社辦事處。  

mailto:ecu@hkcreditunion.org


薈萃﹝第十七期﹞ 二零零四年五月 22 

1-2 號室 電話：(852) 2388 0177 傳真：(852) 2323 6020 電郵：ecu@hkcreditunion.org 

與協會及友社的聯繫和溝通 
近日本社曾／將派代表出席下列活動：  

日期 活動 

2/4/2004 九廣鐵路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17/4/2004 「防止賄賂條例」及「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講座 

香港警察社周年聚餐 

24/4/2004 儲社投資座談會 

21/5/2004 地下鐵路社創社 25 周年銀禧晚宴 

22/5/2004 電訊盈科社周年聚餐 

28/5/2004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12/5/2004 國際日籌備會議 

14/5/2004 生力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16/5/2004 善導之母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21/5/2004 地鐵社創社 25 周年銀禧晚宴 

22/5/2004 電盈社周年聚餐 

23/5/2004 聖方濟各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28/5/2004 中大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6-10/6/2004 亞洲拓展儲運工作坊〈香港〉 

9/6/2004 國際日籌備會議 

12/6/2004 香港儲運論壇 

25/6/2004 中央社周年會議 

********************************* 

查詢請電 2388 0177。  

第七屆國際儲運領袖訓練營  

世界議事會於每年8月份舉辦「國際儲運領

袖訓練營」，本年度在拉丁美洲巴哈馬群島首

都拿騷 (Nassau,  Bahamas)舉行，主題為「儲蓄

互助社與別不同的價值」 (Value in the  Credi t  

Union Di ffe rence )，預計會有超過 40個國家的

儲運領袖參加。此訓練營的目的是探討儲運所

面對的不同問題。  

訓練營的詳情如下：  

日期：  8月1日至4日 (星期日至星期四 )  

地點：  拉丁美洲巴哈馬群島首都拿騷

(Nassau,  Bahamas)  

報名費：  US$895  

機票：  雙人來回機票連酒店住宿套票

約為US$4,700  

所需費用：  每名參加者約HK$24,500  

截止報名日期：  6月1日  

報名方法：  填妥申請表連同報名費 (支票抬

頭請寫Credi t  Union League of  

Hong Kong)，寄回協會  

如須作進一步深入瞭解此訓練營者，請致

電2770 7711與協會總幹事聯絡。  

國際日快訊 
2004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即將舉行的各

項活動日期如下：  

 

舉辦日期 活動項目 協辦社 

5 月 9 日 中國象棋 九廣鐵路社 

5 月 16 日 飛鏢 地下鐵路社 

6 月 13 日 桌球 電訊盈科社 

6 月 17 日 

(逢星期二、四) 
網球 懲教署社 

6 月 26 日 卡拉 OK 水務署員工社 

7 月 11 日 乒乓球 電訊盈科社 

7 月或 8 月 大旅行 水務署員工社 

8 月 1 日 攝影 機電工程署社 

8 月 8 日 釣魚 國際貨櫃碼頭社 

8 月 22 日 羽毛球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社 

8 月 31 日(截止) 愛心送暖大行動 海星堂社 

待定 社交舞 協會 

下一屆 步行 地下鐵路社 

10 月 16 日 聚餐 國際貨櫃碼頭社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於 2004 年 3 月 31 日) 

社員人數 125 名 

股份結餘 $1,241,493.68 

貸款結餘 $  576,588.00 

儲備金  $    5,161.24 

資產總額 $1,259,372.26 

 

 

社員更改每月儲蓄額回條 
由現在起，社員每月儲蓄額達到$300 或以

上者，社方將為其支付下年度的協會費。如果

閣下欲更改每月儲蓄額，請填妥下列回條並傳

真／郵寄回本社。  

 

致：精英儲蓄互助社﹝傳真 2323 6020﹞  

 

  請將本人之每月儲蓄額更改為           元  

中文姓名：    先生 /女士 /小姐  

通訊地址：       

    （註：如有更改） 

其他更改：     

   （註：只需填適用資料） 

社員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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