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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賀 牛年 進步 

 
社員貸款優惠 （2008 – 2009 年度） 

由即日起至 2009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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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超級市場購物禮券。詳情請致電本社

23880177 查詢。 

 

備註： 

1. 獲批貸款金額每滿 10,000 元可獲贈價值

100 元之超級市場購物禮券，即貸款

20,000 元得 200 元購物禮券，貸款 30,000

元得 300 元購物禮券，如此類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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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名貸款社員每年最多只可享有此優惠

一次。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 (於 2008 年 11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205 名  

股份結餘  $3,542,456.17 

貸款結餘  $  697,680.00 

儲備金  $  105,501.95 

資產總額  $3,650,727.99 

個人帳户季結單 
2008 年 10-12 月份個人帳户季結單將

與本期﹙2009 年 1 月份﹚《薈萃》一起寄

出 。 各 社 員 如 發 現 帳 目 不 符 ， 請 電

23880177 與社長或司庫聯絡。 
 

繳交協會費 

2009 年度協會費將於 2 月 28 日前繳

交，成人每年 25 元，16 歲以下社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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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底自其股金中扣

取，並在 2009 年 1 月份的季結單中顯示。如

有查詢，請電 23880177 與社長或司庫接洽。 

 

社員活動花絮 ─ 蛇宴 

 

秋風起，三蛇肥！秋冬正是進補的好季

節。本社每年一度的蛇宴已於 2008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在灣仔駱克道服務業工會聯

合會舉行。當晚筵開九席，好不熱鬧，除了

佳餚外，更有豐富的枱獎和幸運大抽獎，眾

人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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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年度教育委員及代表名單 
教育委員會 

主席：   張源龍(兼任董事) 

秘書：   陳雪芬 

副主席(活動)： 陳淑英 

委員：   鄺偉榮 

   何志雄 

   鄭英傑(2008年 12月離任) 

副主席(培訓)： 譚桂珍 

委員：   張英銳 

   麥鉅開 

協會代表：  鄺偉榮 

中央社代表：  施婉婉 

   卓國基 
 

協會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為了與各社的代

表加強溝通，協會及中

央社每年都會合辦一些

座談會。今次座談會在

2008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假大朗天域酒店舉行，共有 31 位代表及 10 位

協會董事出席。 

座談會內容主要是介紹協會於 2008 年 4 月

至 11 月期間完成的工作，以及中央社截至 2008

年 10 月底的財務狀況。會議還邀請了中大社社

長黃隆先生介紹「投資管理技巧」，將他在中大

社投資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翌日由會長葉偉光主持社務研討，將出席

者分為四組，並由他們各自定名。總結各組的意

見如下： 

(1) 經營儲社比以往困難 ─ 眾人意見認為職委

員老化，無新血，缺乏義工。 

(2) 眾人心中希望將來互助社的模樣 ─ 深入社

會、接觸群眾，專業化。 

(3) 協會在本港儲運應擔當的角色 ─ 是一個具

法定地位，領導各社暢順地推行社務的一

個組織。 

(4) 中央社在本港儲運應擔當的角色 ─ 中央調

配各社資源及解決社員財務困難的一個組

織。 

此外，發展青少

年認識及加入儲運，教

育社員認識儲運核心價

值是維持它能持續發展

的元素。至於如何履行

社會責任，各人都贊成

由社方面撥出經費。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6-7/12/2008 協會/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09/01/2009 新水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13/01/2009 與註冊官協調會議 

13/02/2009 港鐵社春茗 

21/02/2009 協會春茗 

21/03/2009 警察社周年聚餐 

25/03/2009 協會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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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溫故知新 – 儲運知多少？ 
(取材自國際日特刊) 

1. 1992 年協會與註冊官重開定期會議，雙方藉

此交換意見，加强溝通。 

2. 1993 年協會會長，助理註冊官及社長等 5 人

前往美加兩地考察儲蓄互助社運動。 

3. 有部份報章對註冊官公開發表之講話中提及

將修改法例簡化對社務停頓之儲社的清盤手

續之報導有誤導成份，協會事後作出澄清，

以消除可能之誤解。 

4. 1994 年協會與亞盟會在港主辦首次「中國儲

運拓展協調會議」，參加者來自世界議事

會、加拿大合作事業協會、總會保險社、亞

盟會及幾個亞洲國家協會共 8 個單位。會後

與會代表前往珠海，中山及廣州等地考察。 

5. 協會周年大會通過增加協會費至成人社員 21

元，小童社員 6 元。入會費增至 100 元。 

6. 為響應漁農自然護理署之「大眾植樹計劃」

及慶祝儲運卅周年，協會舉辦植樹籌款活

動。 

7. 協會會長率團前往北京拜會港澳辦、民政

部、中國農業銀行及中國經濟技術交流中

心，與有關人士討論 97 後儲蓄互助社之存在

問題及交流對在中國推廣儲運之意見，隨後

再往山東臨沂考察當地之儲蓄互助社。 

8. 協會連同警察儲蓄互助社召開記者招待會，

澄清部份立法會議員對儲蓄互助社提供低息

貸款，引致警員大量花費或賭博之誤解。 

9. 1995 年亞盟儲運論壇在本港舉行。 

10. 儲蓄互助社總會保險社董事局訪港與協會會

晤，討論香港儲運保險業務及了解社員對保

險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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