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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年度職委員名單 

本社第五屆周年會議已於 2006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五〉下午 7 時半假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

2 號室協會會堂舉行。為慶祝本社成立 5 周年誌

慶，當天下午 6 時 30 分開始已不斷播放本社 5 年

來的活動相片，並由副社長作出旁述。  

下午 7 時 30 分社員大會開始，我們邀請到署

理助理註冊官袁振華先生和合作事業督察文達先生

擔任嘉賓，以及有中大社、新水社及電盈社出席捧

場。會後進行 5 周年切餅儀式，並由友社聯隊與協

會及本社進行儲運常識大比拼。最後由社長主持幸

運大抽獎，各人均盡興而回。 

新一屆董事會、貸款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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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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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錦榮 

   秘書  郭蔭强 

  委員  黄頌達 

董事會在其後的會議通過委任下列社員擔任新

一屆的教育委員會成員。名單公布如下： 

教育委員會： 主席  張源龍 

  秘書  陳雪芬 

 

個人帳户季結單 
9 月份個人帳户季結單將與本期﹙2006 年 10

月﹚《薈萃》一起寄出，而在 9 月份周年會議上通

過派發的 4 釐股息亦已存入各社員的户口中。如有

疑問，請電 2388 0177 與社長或司庫聯絡。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04/10/2006 國際日籌備會議 

09/10/2006 國泰大學儲社訪問協會及中大社 
09/10/2006 儲社訓練計劃 ─ 初級證書班開課 

19/10/2006 機電社周年會議 

21/10/2006 國際日聚餐 

22/10/2006 聖若翰社周年會議 

28/10/2006 機電社周年聚餐 

29/10/2006 聖老楞佐社周年會議 

28-30/10/2006 電盈社河源河壩小學開幕典禮 

02/12/2006 協會/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09/12/2006 環保助學籌款賣物會 

*********************************  
查詢請電 2388 0177。  

 

國際日快訊 

儲運推動世界創高峯 
國際日聚餐—多位精英社社員獲註冊官嘉獎 

2006 年度國際日慶祝活動已於 10 月 21 日的聚

餐當晚圓滿結束。本社社員均是來自各社的精英，

今年本社多位社員獲儲蓄互助社註冊官嘉許他們對

社及儲運的貢獻/服務。名單如下： 

優異服務獎 

施婉婉女士 ﹙副社長﹚ 

盧偉文先生 ﹙教育委員﹚ 

長期服務獎 

李振耀先生 

洪旭光先生 

洪毓裕先生 

屈錦榮先生 ﹙監察委員會主席﹚ 

孫友銘先生 

此外，本社社員鄭英傑、陳雪芬亦獲得國際日卡拉

OK 比賽亞軍，謹此向上述各位社員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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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活動預告 
﹙1﹚ 蛇宴聯歡 — 秋風起矣，三蛇肥矣！滋補，

美味，聯誼。 

 

日期： 200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7 時 30 分開席 

地點： 灣仔駱克道 368–374 號百齡大厦 2 樓 

 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費用： 社員 $120 

 非社員 $125 

 ﹙大小同價﹚ 

 每位參加者可獲精美紀念品乙份及參加大

抽獎，歡迎攜眷與親友參加。 

 

﹙2﹚ 環保慈善賣物會 

 我們日常常有很多積存未使用的物品，棄

之可惜！將它們放在賣物會中寄賣，物盡

其用，一舉兩得。社員們亦可以用較廉宜

的價錢購買適合自己的物品，提倡節儉。 

日期： 20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下午 1 – 3 時開放予社員及家屬 

下午 3 – 5 時開放予其他人士 

地點：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協會會堂  

助學： 邀請各社捐出物品，收益捐作國內學校助學

金，鼓勵各寄賣者捐出部分收益作助學金。 

 

﹙3﹚ 臺灣儲運考察旅行團 

 去年我們因時間倉卒，臺灣之行告吹，今

年得到一個友社合作合辦臺灣考察團，成

行日期是 2007 年 1 月上旬。已得到臺灣協

會首肯替我們安排探社，現正與旅行社聯

絡安排其他旅遊活動。 

 臺灣儲運發展比香港遲，但是他們現在合

共三百多個社，社員十八萬多名，原因是

甚麼？這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 (於 2006 年 8 月 31 日 )  

社員人數  176 名  

股份結餘  $2,586,535.17  

貸款結餘  $   658,480.00  

儲備金  $    51,877.93  

資產總額  $2,757,964.98  

社員意見調查結果 

為更瞭解各社員的需要，社方希望透過問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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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曾於今年八月份向全體社員發出社員意見

調查問卷合共一百七十多份，收回問卷共 26 份，

回應率約 15%。問卷經整理後，意見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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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社現時的貸款服務，接近四成回覆的社

員均表示滿意，其餘六成社員則無意見。回覆的社

員當中有八成半都希望本社利用電子郵件與他們溝

通及接收本社的宣傳推廣資訊，而超過七成最喜愛

閱讀《薈萃》中有關社員優惠的內容。 

 

另外，社員最感興趣的活動為旅遊及聚餐，分

別佔七成及五成以上，而交流聯誼活動亦甚受歡

迎。旅遊目的地以國內的最受歡迎，有超過七成受

訪社員選擇，其次是本地及海外旅遊；過半數認為

兩日一夜團較為合適。聚餐的形式首選自助餐，其

次是中式筵席及蛇宴。大約三成社員希望參觀或探

訪其他儲蓄互助社或相關組織，而近四成社員認為

最適宜舉行活動的日期是周末及公眾假期。  

 

社方會於 2006 年 10 月 19 日的聯席會議上討論

上述意見後再檢討有關的社務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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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答謝社員提供寶貴的意見，社方已抽出其中

的三位並向其送出超級市場禮券，得獎者為鍾思

敏、黃頌達及巫壽明；其餘所有回覆的社員均可獲

贈紀念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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