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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04/01/2007 儲社稅務問題座談會 

12/01/2007 新水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20/01/2007 儲社管治簡介會  

24/01/2007 協會 2006 年度中期檢討會 

30/01/2007 財經講座 ─ 「2007 年香港經濟

前瞻與展望」 

03/02/2007 上水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13/02/2007 天文台社周年會議 

10/03/2007 地鐵社春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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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 (於 2006 年 11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175 名  

股份結餘  $2,797,898.37 

貸款結餘  $  823,972.00 

儲備金  $    51,897.93 

資產總額  $2,904,401.41 

 

個人帳户季結單 
2006 年 12 月份個人帳户季結單將與

本期﹙2007 年 1 月份﹚《薈萃》一起寄

出。如發現有疑問，請電 2388 0177 與社

長或司庫聯絡。 

 

儲社訓練計劃 — 自我修為 

協會提供的儲社訓練計劃，主要為儲

社訓練各全職人員及委員，並培訓新一代的

儲運接班人。 

作為精英社社員，應該是各社的精英

份子，但是對其他委員的職責也應有相當的

認識，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a） 董事的權責（2 月 10 日） 

（b） 監察委員工作坊（3 月 3 日） 

職委員有興趣報讀但未有能力支付費用者；

可向協會申請資助。 

社員活動花絮 

﹙1﹚ 參觀新水社  

12 月 23 日精英社職委員與協會職員

共 12 人一起到新界濾水廠員工儲蓄互助社作

友好交流。大家一同分享儲社運作經驗，又

參觀水務署 150 年紀錄片，並參觀了沙田濾

水廠，令各人大開眼界，這次探訪真是獲益

良多。 

 

﹙2﹚ 蛇宴 

11 月 30 日教育委員會舉辦了「蛇宴

聯歡」，因為價廉物美，大受歡迎，筵開 10

席，席上並有抽獎助興。 

 

社員活動預告 

新春團拜燒烤聯歡  (精英社與新水社合辦 ) 

日期： 2007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 6 時至 10 時 

地點： 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鄭棟材樓地

庫 — 思源館 

費用： 社員$80，非社員$90 (大小同價) 

新社員﹙06 年 12 月至 07 年 2 月

入社者﹚$50 

報名： 郭德培社長，電話：2388 0177 

張源龍教主，電話：9183 8626 

截止日期：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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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旅 
－ 郭德培 － 

 儲蓄互助運動的訊息是自 1961 年引入

亞洲，而香港第一個儲蓄互助社﹝聖方濟各

社﹞是在 1964 年成立的。 

 當時的協會永久顧問 — 郭樂賢神父

和他的助手 — 蘇國榮先生除了不斷在本港

推動儲運，還大方無私地走到臺灣幫助講解

儲蓄互助社。 

 到了目前，臺灣現有 339 個社，社員

人數 20 萬，股金約 45 億港元，共同連繫包

括教會社﹙天主教及基督教，現已伸展至社

區﹚，原住民社等。 

 反之，本港只得 42 個社，社員 6 萬多

人，原因為什麼？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

以精英社在兩年前都有意組團到臺灣考察，

只可惜事與願違，無法成行。今年也不例

外，費用比較昂貴，所以亦不能成團。 

 幸好中大社排除萬難，決定組團成

行，並邀請本人擔任隨團顧問，於 2006 年

12 月 30 日出發，2007 年 1 月 3 日返港﹙五

日四夜﹚。第一天至第三天是旅遊，而第四

至第五天則參訪四個單位。 

 事前的安排包括接洽旅行社，透過協

會聯絡「臺灣協會」安排探社活動，並提出

我們的要求，於是安排先到臺北九份、淡

水、中正堂、士林夜市、西門町、日月潭等

地方遊覽；這些都是到臺灣應該遊覽的地

方。 

 第四天上午，我們收拾好遊樂的心

情，穿上整齊的制服，浩浩蕩蕩地到臺中市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會址，協會理事

長﹙即會長﹚莊金生先生特別大清早從他的

老家﹙花蓮﹚坐車到臺中來會我們，顯得對

我們的交情及重視，經過互相介紹成員後，

隨即作出會務簡介，並交換紀念品及拍照留

念。 

 隨後往附近的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

系」拜訪，因為該學系的教授們對合作事業

及儲蓄互助運動有深厚的認識，並且常常替

臺灣協會作講座或著書等，中大社亦趁這次

機會與臺灣的大學作出交流。 

 
 

 午餐由臺灣協會招待，隨即趕往臺

南，參訪臺灣最大的儲蓄互助社 — 「臺南

新樓儲蓄互助社」，新樓社是一個基督教長

老會的社，共同連繫由 50 個教會，10 個機

構、學校及 6 間其他教派的教會所組成；社

員人數約 7,000 人，股金 3.5 億港元，貸款結

餘 1.5 億港元。他們目前最大的問題也是資

金過剩，希望中大社就投資問題給他們借

鏡。參訪完畢即往高雄去，晚上中大社設宴

招待不辭勞苦隨團的理事長莊金生先生、協

會英文秘書柯宣竹小姐、協會行政組長王永

裕先生、臺南分會督導陳先生等，席間談笑

甚歡，不醉無歸。晚飯後有些團友急不及待

往六合夜市及著名的愛河遊覽。 

 第五天前往參訪一個獨具特色的社 —

「高雄國際儲蓄互助社」，他們的共同連繫

是「人造花業職工會」會員、家屬及社區，

社員人數 604 人，股金 880 萬港元。發起人

兼現任社長簡振王先生，經營印刷業務，他

認識儲蓄互助社可幫助普通老百姓﹙工人﹚

改善生活，將他的一間店舖無條件借出來為

社址，現在經濟改善了，在隔鄰買了一個舖

位為現社址，除了辦理一般社務外，晚上更

提供免費的卡拉 OK 供社員娛樂消遣。 

 參訪到此完畢，莊理事長、王組長、

柯秘書也和我們揮手道別，我們很感激他們

花費了兩天寳貴時間陪我們由北到南，長途

跋踄，真是感恩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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