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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社員會議通過擴大共同連繫 

 
 

本社董事會為回應社員的訴求，於 2004 年

9 月 10 日舉行的第 3 屆社員周年會議上提出修

章建議，將本社的共同連繫擴展至現任社員的

直系親屬〈父母、配偶及子女〉，並獲得絕大

部分出席的社員通過。有關的修章建議隨後已

獲儲蓄互助社註冊官正式書面批准，由即日起

本社已開始接受合資格社員家屬的入社申請。  

家屬社員的權利和義務與一般社員無異，

可以依據本社現行的章程及政策按時儲蓄，有

機會得到比一般銀行存款利息高出二十倍以上

的股息回報〈以本社今年度派息 3 釐計〉，並

享有月息 0.8%的低息貸款，以及免費儲蓄人壽

保險和貸款安全保險等福利；此外更可以參加

本社替社員安排的活動，如旅行、參觀及座談

會等。惟按照法例，未成年的社員在年滿 16

歲前暫無資格在社員會議上表決。  

有意及合資格申請入社的社員家屬只要填

妥所需的入社申請文件，連同可證明與有關社

員之間親屬關係的有效文件，如出生證書、結

婚證書或宣誓紙的副本，提交本社辦理即可。

本社歡迎所有社員致電索取入社申請表格。  

2004-2005 年度職委員名單 

本社第三屆周年會議已於 2004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7:30

下 1-2 號室協會會堂舉行，共有 43 名社員出

席。選舉結果如下：  

董事會 

 社長 郭德培 

 副社長 施婉婉 

 司庫 沈榮富 

 秘書 李錫祥 

 董事 鄭達忠 

貸款委員會 

 主席 杜森泉 

 秘書 何志雄 

 委員 卓國基 

監察委員會 

 主席 鄭燦勳 

 秘書 李遠昌 

 委員 黃頌達 
董事會在其後的會議通過委任下列社員擔

任新一年度的教育委員會成員及代表，名單公

布如下：  

教育委員會 

 主席 朱子順 

 副主席(活動) 張源龍 

 副主席(培訓) 屈錦榮 

 委員 方潔玲 

 委員 任銘芳 

 委員 何志雄 

 委員 吳文波 

 委員 張英銳 

 委員 陳志標 

 委員 陳傑和 

 委員 陸藝揚 

 委員 盧偉文 

協會代表  鄭文光 

中央社代表  施婉婉 

  鄭達忠 

社員個人帳戶季結單 

本社將於十月份隨《薈萃》發出本年度首

季﹝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九月﹞帳戶結單予社

員。而社員周年會議通過派發的 2003-2004 年

度股息  (3 釐)  已於 9 月 30 日誌入各社員的股

份帳戶內。社員如對交易紀錄有任何查詢，歡

迎致電 2388 0177 本社辦事處。  

社員更改每月儲蓄額回條 
由今年 7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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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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亞洲儲運論壇  

香港儲社代表團訪問韓國協會的訓練中心  

 

2004 年度亞洲儲運論壇已於 2004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韓國牙山市舉行。亞洲儲運論

壇是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一年一度的儲運盛

事，一方面可提升參加者的優良儲社管理知

識，另一方面讓他們藉此機會與海外不同地方

之儲社領袖交流經驗。今年共有來自 26 個國

家及地區的參加者出席，而本港共派出 32 位

代表參加。  

本年度論壇的主題為「變革管理」，由來

自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加拿大合作事業聯

盟、澳洲儲蓄互助社基金會、德國 Marburg 大

學及英國 Leices ter 大學的專家及教授主講對

於儲蓄互助社的挑戰該如何應變。  

首天的議程除了開幕儀式及拍照留念外，

講題分別集中於三大管理範圍，包括人事管

理，組織管理及財務管理。分組討論題目包括

提 升 儲 社 董 事 表 現 、 符 合 變 革 的 標 準 、

PEARLS 的效應、有效協作：建立儲社團隊、

儲社管治錦囊、儲蓄金的流動；全體大會的論

題由韓國協會分享推行合作社管治的進度及電

子商務的經驗。第二天的論壇接續分享韓國協

會經歷金融風暴後的重整工作，合作社的人力

資源管理  ─  視社員為變革的策略性資源，以

及加拿大儲社透視之抓緊根基，致力未來。分

組討論包括：顧客關係管理、基準個案研討、

市務管理策略、改善工作表現策略及業務策劃

這次論壇介紹其新推出之基

準評估服務。  

這次論壇無論是講者或是論題，都十分吸

引和切合時宜，增加了我們不少儲社營運的知

識。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8/9/2004 國際日籌備會議 

10/9/2004 精英社周年會議 

19/9/2004 聖雲仙社周年會議 

 彩虹 周年會議暨聚餐 

 群力社周年會議 

25-26/9/2004 外展訓練課程 

6/10/2004 國際日籌備會議 

17/10/2004 懲教社教育基金同心助學慈善行 

 聖若翰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21/10/2004 機電工程署社周年會議 

30/10/2004 機電工程署社周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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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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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 聚餐 國際貨櫃碼頭社 

下年度項目   

11 月 21 日 步行 地下鐵路社 

12 月 19 日 長跑 地下鐵路社 

 

今年國際日的口號： 

儲蓄為未來 夢想可成真 
慶祝國際日暨儲運40周年聯歡聚餐 

日  期：2004年10月16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4時恭候，7時入席 

地  點：尖沙嘴海洋中心4樓海洋皇宮大酒樓 

席  券：每張250元正 

 

步行 

日  期：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 

路  線：東涌至大澳郊遊徑 

費  用：每位60元正(包括齌宴午膳及保險) 

報名方法：請致電2388 0177報名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於 2004 年 7 月 31 日) 

社員人數 131 名 

股份結餘 $1,395,606.68 

貸款結餘 $  451,948.00 

儲備金  $   12,672.29 

資產總額 $1,438,3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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