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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註冊官為表揚儲蓄互助社領袖及其職員對儲運的

貢獻，每年均會頒發優異及長期服務獎狀給予他們。 

今年獲得儲蓄互助社註冊官頒發優異服務獎之人

士共有十位。其中葉偉光先生及蔡鍔鋒先生均是協會

現任董事，令今屆董事會中曾獲得優異服務獎的董事

增加至七位。協會能得到這些精英的參與，必能發揚

光大。今期積穀特別訪問了這兩位得獎者，分享一下

他們的感受。 

以下是得獎者葉偉光先生講述他十一年來在儲蓄

互助運動裏的經驗。 

 葉-葉偉光 記-記者 

記： 葉生，當你知道獲獎後，第一刻的感覺如何？ 

葉： 我感覺到自己在儲運中所作的努力得到別人的欣

賞和認同。 

記： 可不可以介紹你在儲運的歷史？ 

葉： 最初我在香港電訊儲蓄互助社擔任教育委員，接

著當了教育委員會的主席。有了這些經驗後，再

被社員選為理事。現在，我是電訊社的副社長。 

記： 你一人身兼數職：香港電訊的產品經理、電訊社

副社長、協會秘書、中央社貸款委員、還要攻讀

MBA課程以及兼顧家庭，你怎樣分配時間呢？ 

葉： 最重要是懂得運用時間。每人一天都只有二十四

小時，要花時間做一些新的工作，當然要重新分

配工餘的時間，例如：娛樂和睡眠的時間等。這

些義務工作是要付出時間、精神，甚至是金錢。

所以，我們便要學習犧牲享受，繼而是享受犧

牲。享受義務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將日常工作上

得來的知識和社員分享，真正能幫助到有需要的

社員。其實在儲蓄互助社工作不單幫助別人，也

能幫助自己。因為社的活動能提供策劃、組織的

機會；理事會成員更可提高決策和分析能力。這

些都能增加個人修為，對正職工作也有幫助。我

本人很幸運有家庭的支持，令到我能無後顧之

憂，可以全心全意地專注公司、社及協會的工

作，才能有今天小小的成績。 

記： 多謝你與各社社員分享儲運的經驗。 

葉： 很高興能接受積穀的訪問。 

※※※※※ 

現在由協會及中央社司庫蔡鍔鋒先生分享儲運的心

得。 

 蔡-蔡鍔鋒  記-記者 

記： 蔡生，你獲得優異服務獎後有什麼感受？ 

蔡： 好開心，很多謝地鐵社提名我接受這個獎項。 

記： 你是於 80 年入社的嗎？ 

蔡： 對，之後我當了監察和教育委員會秘書。88 年獲選為

監察主席，跟著是司庫。在 93 年至今擔任地鐵社的副

社長。 

記： 在儲蓄互助社的十多年裏，你累積到什麼經驗？ 

蔡： 我們都是一群義務工作者，要怎樣能令到每個人都作

出貢獻是一門學問。長時間地維持熱誠是需要特別技

巧。這是有別於日常工作的，因為日常工作涉及個人

金錢的利益。要義務工作者同心合力做一件事，就要

用一種特別的領導方法，從中可加強個人管理技巧。 

記： 作為董事會的一員，你對今屆董事會有什麼意見？ 

蔡： 今屆董事會已大大改變舊有的政策和方針，充滿了朝

氣和魄力。絕對有機會讓有能之士發揮所長，令參與

者有成功感。 

記： 新一屆董事會即將誕生，你會怎樣鼓勵其他社的理事

委員或社員加入協會呢？ 

蔡： 協會董事會希望各社能夠提名一些有衝勁、不怕辛苦

和能夠犧牲個人時間的精英作為下屆董事會的候選

人。我認為董事會內應推行適當改組以配合未來發展

需要，令到協會董事主要擔當領導和策劃的角色，再

由支援部隊負責執行政策的工作。這樣的分工會令協

會更有效率，逐步邁向四化：多元化、系統化、制度

化、現代化的目標。 

記： 多謝蔡生的意見，希望協會會更上一層樓。 

蔡： 不用客氣。 

 

1995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聚餐 

 

今年的國際日聚餐已於十一月五日假海洋皇宮大酒樓舉

行，並在一片熱鬧聲中圓滿結束。在聚餐當日，接待處展覽

了攝影比賽的得獎作品。卡拉 OK 決賽和燈謎競猜使氣氛更

熱鬧。抽檯獎令到大家有機會獲得各社的精美紀念品。隨

後，電訊歌舞團的歌手及舞蹈員伴著聚餐進行。一連串精彩

的歌舞極盡視聽之娛。壓軸項目當然就是幸運大抽獎，當晚

的獎品總值超過一萬元，各出席者也能盡興而返。 

 

 

 

 

 

 

 

 

 

 

 

 



國際日卡拉OK比賽 

 

國際日卡拉OK比賽匯集了各社歌唱精英，一展身

手。 10隊進入決賽的歌手在聚餐當日使出看家本領，

務求技壓群雄，角逐錦標。一場龍爭虎鬥勢所難免。

經過三位評判細心評選後，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 周文亮(電訊社)  李香蘭 

亞軍 莫志光(機電社)  海闊天空 

季軍 歐佩瑋/白嬋(廉政公署社) 棋子 

 

隨著卡拉OK比賽結束後，今年國際日所有比賽已

告一段落，我們除了對得獎的社員衷心說聲恭喜外，

更希望其他參賽者再接再勵，繼續支持國際日活動，

令來年比賽更放異彩、聚餐更為熱鬧。 

 

 

進步神速的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 

 

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水務社雖然只有 1,261 名社員，但

股金及貸款結餘已有二千三百萬元，穩佔全港儲蓄互助社第

五位。時至今年六月底，水務社的社員人數增加至 1,348

人，而股金及貸款結餘已激增至三千一百萬元。為甚麼水務

社能有這樣驕人的成績？有甚麼方法可供其他社借鏡呢？今

次讓我們向他們的司庫方耀榮先生了解一下水務社的秘訣。 

 方-方耀榮  記-記者 

記： 水務社今年在股金及貸款方面跳升至全港第四位，平

均每名社員的股金及貸款結餘達二萬多元，是全港之

冠，你們是怎樣鼓勵社員存款和貸款的？ 

方： 主要是加強了教育推廣工作。現在，除了沿用儲蓄互

助社單張作宣傳外，更以教育委員來加強了社與社員

之間的關係。我們的教育委員會成員有二、三十人，

分佈於各區、各廠房裏。這樣可以面對面向同事介紹

儲蓄互助社，讓他們有問題時直接向身邊的教育委員

查詢。教育委員也可隨時向社員推介新的政策，解釋

理事會所作出的決定。社員更能明白到在社存款的重

要性。這樣，社便有大量資金可供借貸，貸款委員會

和理事會才可批出較大額和較多宗貸款，滿足社員的

需求。再加上水務社的社員貸款額是根據個別社員的

股金數目來訂定的；即是股金越大，貸款額越大。我

們的貸款政策鼓勵社員一方面存款，一方面貸款，令

到社的股金及貸款結餘都有大幅的增長。 

記： 現在水務署有多少員工？ 

方： 約五千人。 

記： 你們在吸納新社員時有沒有遇到困難呢？ 

方： 大部份未入社的同事都是擔任工程師等專業工作，屬

於較高收入的一群。從創社開始便有不需借錢、不用

入社的觀念。要改變這種思想和建立社的形象，我們

還需要多加解釋。從而令他們了解到儲蓄互助社不單

提供一處穩健的資金存放處，也能透過善用貸款而提

高生活質素。當然，最重要的是有互助互利的心，令

同事間的關係更密切。 

記： 水務社倘若能吸納更多社員，定能在股金及貸款方面

有更大的進步。多謝您接受積穀的訪問。 

方： 很高興能與大家分享經驗。 

 

協會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本年度第二次協會及中央社座談會已於 11 月 16 日舉行

了。會上各代表踴躍發言，對中央社業務作出激烈的討論。

此外，協會代表與所屬社的理事會及與協會溝通的問題，也

是大家所關注的。經過今次的座談會，希望各代表能將信息

帶回屬社的理事會。 

 

展銷會 

 

由協會主辦、善導之母儲蓄互助社協辦的展銷會已在

11 月 26 日於伍華書院舉辦完畢。十多個參展商售賣各式各

樣的產品如：食品、家庭用品、服裝、手提電話等等。此

外，更設有抽獎項目，令購物者除了享有優惠折扣外，還有

額外得獎的機會。 

展銷會當日大抽獎得獎名單如下： 

 獎品 贊助公司 得獎號碼 

1. 朱古力一盒 Sourcing Merchandise 0021 

2. 糖果三包 Sourcing Merchandise 0105 

3. Mandarina Duck 腰包 聯營公司 0178 

4. T-shirt 宏匯公司 0260 

5. T-shirt 宏匯公司 0265 

6. T-shirt 宏匯公司 0006 

7. Cross 筆 華港聯營 0293 

8. 招財貓一套 龍豐集團 0274 

9. 水晶噴泉 龍豐集團 0004 

10. Ashanti 香水 歐譽有限公司 0275 

11. Annabella 香水 歐譽有限公司 0213 

12. 家庭餐具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0225 

13. 傳呼機 ABC 佳訊 0122 

14. Lion King 文具 Polloyds International 0159 

15. 銀包二個 Hung Fat Trading 0223 

16. 冬菇一包 卓佳貿易 0285 

17. 酒心朱古力 大來貿易 0255 

18. 水晶相架 大來貿易 0169 

19. 水晶花瓶 利寶來家庭用品 0066 

20. 水晶煙灰缸 利寶來家庭用品 0020 

21. 濾水器 New Concept Promotion 0243 

22. 微波爐飯煲 New Concept Promotion 0154 

23. 銀包一個 安地皮具 0198 

24. 朱古力一盒 Sourcing Merchandise 0129 

25. 水晶花瓶 利寶來家庭用品 0254 

26. 銀包一個 安地皮具 0112 

27. 巨型卡通裝飾 Polloyds International 0019 

協會將以電話聯絡以上得獎者領獎。 

 

香港協會中央社財務概況 

截至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社員人數: 74 

股金結餘: $4,947,363.92 

儲備金: $155,093.49 

資產總額: $5,367,790.82 

貸款結餘: $864,829.00 

社最高貸款額可達: $5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