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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新禧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本社董事會及各委員

會仝寅預祝各位社員龍馬精神，心想事成，學業

進步。  

 

社長的話 
── 成為儲蓄互助社志願服務者的條件  

﹝轉載自《儲蓄互助社雜誌》﹞  

社長 郭德培 
 

事實上並沒有標準來判定一位志願服務

者的「好」或「壞」，只能說他們所做的事

是否盡心盡力，並且必須對每一位個人做深

入的了解才能作研判。而且未曾聽過有授與

這些志願服務者畢業或更高學位的學術機

構，因此是否有人能權威性地定出標準來評

定是令人懷疑的。  

若說志願服務者們扮演著不可思議的角

色，那麽這種直覺判斷是令人覺得有意義

的。然而，目前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定出

標準而令人不再覺得不可思議，並且讓志願

服務者們知道、了解這些標準，而使他們更

積極地參與，覺得參與的意義性及值得讚

賞。但嚴格說起來，要使標準化的理論能實

際應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志願服務者也有一些權利，對於剛參與

這項工作者有權利知道下列四項基本事項：  

一．  要知道為儲蓄互助社貢獻出什麽﹖也

就是說他們必須知道他們所要做的工

作是什麽，要知道本身的職責、義務

及對社員所應負的法律上和道義上的

義務。  

二．  要知道用什麽方法和工具來貢獻。例

如召開會議、訂實行計劃、訓練計

劃。  

三．  要知道志願服務貢獻的成效。它應該

是一個富有意義的、富有價值的工作

並要建立友誼且獲得回報。  

四．  要知道志願服務貢獻的回報是什麽。

回報的種類很多，通常人們該利用時

間從事有價值的活動，而儲蓄互助社

的志願服務正是一個受到肯定的有價

值活動。  

以上四點便是志願服務工作者的基本認

識。  

 

社員個人帳戶季結單及社員證  

本年度第二季帳戶結單及社員證已於 1 月份

隨今期《薈萃》一起寄出，請各位查收。  

 

繳交協會費  

2006 年度的協會費將於 2 月 28 日前繳交，

成人每年 25 元，而 16 歲以下的社員則為 10

元。本社將會為每月儲蓄超過 300 元的社員支付

本年度的協會費，至於低於此數目的社員，本社

已在 2005 年 12 月底自其股份中扣取，並誌入

2006 年 1 月份發出的季結單。如有查詢，請致

電 2388 0177 本社辦事處。  

 

「依期還款」貸款優惠  

由即日起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止，凡社員成

功申請本社之貸款達 10,000 元或以上，並依期

還清整筆款項，即可獲贈價值 100 元之超級市場

購物禮劵。詳情請致電本社 23880177 查詢。  

備註：  

1 .  獲批貸款金額滿10,000元可獲贈價值 100元之

超級市場購物禮券，即貸款 20,000元可得200

元購物禮券，貸款 30,000元可得300元購物禮

券，如此類推。  

2 .  超級市場購物券將於發放貸款時一併奉上。  

3 .  此優惠只適用於所有在上述優惠期內提出的

新貸款申請﹙不適用於循環貸款﹚，還款期

最短為六個月。  

4 .  每名貸款社員最多只可享有此優惠一次。  

 尚有其他細則請參閱有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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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 (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181 名  

股份結餘  $2,621,574.08 

貸款結餘  $  516,894.00 

儲備金  $   27,772.54 

資產總額  $2,686,651.18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11/01/2006  國際日第二次籌備會議  

12/01/2006  協會會員特別會議  

13/01/2006  新界濾水廠員工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18/02/2006  地鐵社春茗  

26/02/2006  上水社周年會議  

18/03/2006  警察社周年會議  

23/03/2006  協會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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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蛇宴花絮 

 

 
 

本社於 12 月 8 日在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所舉行的蛇宴聯歡，在一片歡愉、開心的氣氛下

圓滿結束。  

當晚共有百多名社員及家屬、朋友參加，筵

開 8 席。是次聯歡晚宴，本社除有董事、委員贊

助禮品外，還得到禮匯洋行和邦達公司分別贊助

了十多份精美禮品，作為大會抽獎之禮物，大獎

為雙人特大碼羽絨被一張。  

本社教育委員會各委員將會再接再厲，希望

於 2006 年舉辦更多的活動，讓各社員及家屬參

加。  

國際日快訊 

2006 年 度 國 際 日 籌 委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已 於

2005 年 12 月 14 日在電訊盈科職員體育館召

開，出席會議者計有 12 個社代表共 33 人。  

本屆國際日活動由電盈社負責統籌，會議由

社長尹應全主持。籌委會秘書協會項目策畫主任

鍾思敏介紹去年國際日檢討會議的結果予各出席

者，並希望今年國際日能增設儲運論壇、儲運問

答比賽和智庫理財比賽等項目，向社員提倡更多

儲運訊息和理財意念。  

經各委員商討後，建議之 2006 年度國際日

活動如下：  

舉辦日期  活動項目   協辦社  

3 月   親子家庭步行樂   電盈社  

4 月   長跑    電盈社  

5 月   親子烹飪   精英社  

  高爾夫球   電盈社  

  中國象棋   九鐵社  

  桌球    電盈社  

  卡拉 OK  九鐵社  

  乒乓球    電盈社  

8 月   羽毛球    待定  

  釣魚    國際貨櫃社  

  攝影    待定  

  大旅行    水務社  

  愛心送暖   海星堂社  

7 -8 月   智庫理財   中央社  

  儲運論壇   協會  

  問答比賽   協會  

10 月   聚餐    電盈社  

 

社員活動  ─  任食任飲燒烤自助餐  

教育委員會將會為各位社員舉辦一項新

春燒烤聯歡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06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5 時至 9 時  

地點：九龍界限街警察體育遊樂會燒烤場  

(九龍西洋菜街北 430 號)  

費用：  

每位   成人   小童(12 歲以下)  

新社員  $48  $18 

社員   $78  $58 

非社員  $88  $68 

節目包括：精選燒烤美食及飲品；抽獎助興  

報名：  請電 23880177﹙郭德培社長﹚或

91838626﹙張源龍教委主席﹚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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