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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儲蓄互助社編號：054)

服務：根據香港法例第119章「儲蓄互助社條例」的監管和保障下，
社員免費享有人壽保險，社金安全保險及免利息稅等權益。本社乃在政
府註冊之非牟利團體，為堂區所有教友服務，全部收益由社員分享。

vv

辦公時間	:	每逢主日彌撒後(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辦公地點	 :	上水保平路11號基督之母堂

網頁	 :	http://www.culhk.org/sscu

電郵	 :	sscu@moc.org.hk

電話	 :	(852)	2679	0555

傳真	 :	(852)	3747	6920

WhatsApp	:	(852)	6768	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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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儲蓄互助社46屆(2022)
架構圖

社員大會

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
楊月亮	(主席)

陳潔芬	(秘書)

霍偉明	(委員)

貸款委員會貸款委員會
王德明	(主席)

張子華	(秘書)

李紹源	(委員)

董事會董事會
楊新	(社長)

鍾智恆	(副社長)

葉碧仁	(司庫)

陳卓英	(秘書/助理司庫)

莫美嫻	(董事)

黃淑芬	(董事)

古麗眉	(董事)

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
古麗眉	(主席)

莫美嫻	(副主席)

莫秀英	(秘書)

吳清英

張子華			李紹源			何瑞明

黃淑芬			余麗心			林遐齡	

羅婉萍			孟愛玲			侯美馨

鍾智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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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會前祈禱	>

2.		確定會議足夠法定人數~正式開會	>

3.		通過第45屆周年會議紀錄	>

4.		董事會報告	>

5.		司庫財務報告	>

6.		表決通過派發股息	>

7.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及	教育委員會報告	>

8.		選舉:	董事三名、監察委員乙名、貸款委員乙名	>

9.		董事會職位互選	>	

10.	宣佈董事會互選結果	>	

11.	委任～協會代表、中央社代表及教育委員	>

12.	其他事項	>

13.	第46屆社員周年會議結束	>

14.	第47屆董事會及所有委員會成員拍照

第46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
日期:2023年2月19日上午11時30分			地點:	基督之母堂有蓋停車場

中央社代表中央社代表
黃淑芬

霍偉明

協會代表協會代表
楊新

王德明

0403

YEUNG SU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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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5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1時30分
地點：基督之母堂停車場
本社社員人數共236名，出席之社員101名，符合法定人數，
參加會議之嘉賓有：
本堂主任司鐸：孟德鄰神父
牧民議會會長：溫達文先生

首先由本堂主任司鐸孟德鄰神父帶禱

秘書陳卓英先生於上午11:30時正宣布開會並由社長楊新先生致歡迎辭。

秘書陳卓英先生報告第44屆社員周年會議記錄曾於2022年1月23日在社
方之告示板張貼至2022年2月13日及透過廣播群組上傳供社員參閱	(詳情
請參閱年報第6至8頁)。

					陳智亮先生動議										陳惠薇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報告：社長楊新先生提交董事會報告書(詳情請參特刊報第14頁)	

					張金勇先生動議　							施婉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報告：司庫葉碧仁女士提交司庫報告書(詳情請參閱年報9及10頁)

					王瑞玲女士動議										林烱新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要求通過其他事項：

1.	贊助堂區經費$12,000.00

					馮瑞玲女士動議										林遐齡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	贊助周年會議開支$30,000.00

					張金勇先生動議										莊伯宏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3.	教育撥備$1,000.00

					趙綺卿女士動議										張鳳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4.	探訪撥備$1,000.00

					鄧靜芳女士動議										石偉成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5.	20%違約貸款儲備金撥備$29,574.90

					鍾瑪琍女士動議										羅婉萍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6.	從社務撥備撥款$21,000.00補貼派息

					王德明先生動議										鍾蓮生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建議派發股息率		1.50		釐

					莫美嫻女士動議										張金勇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貸款委員會報告：由貸款委員會主席王德明先生提交貸款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特
刊第15頁)

					孟愛玲女士動議										吳清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監察委員會報告：由監察委員會主席楊月亮女士提交監察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特
刊第16頁)

				莫秀英女士動議										葉碧仁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教育委員會報告：由教育委員會主席霍偉明先生提交教育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年
報第17頁)

				張鳳玲女士動議										王巧金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提名小組選出董事會候選人2名。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其他候選
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董事候選人：

					楊新先生										黃淑芬女士

董事會選舉結果：

					楊新先生										黃淑芬女士

提名小組選出1名貸款委員會候選人，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其他候
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貸款委員會候選人：

					張子華先生

貸款委員會選舉結果：

					張子華先生

第45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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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小組選出2名監察委員會候選人，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其
他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監察委員會候選人：

					霍偉明先生										楊月亮女士

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

					霍偉明先生										楊月亮女士

董事會被選出後立即召開會議互選高級人員，並將董事會互選結果宣佈如下：

					社長：楊新先生											副社長：鍾智恆先生

					司庫：葉碧仁女士								秘		書：陳卓英先生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楊新先生及王德明先生為協會代表，任期一
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霍偉明先生及黃淑芬女士為中央社代表，任期
一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下列社員為教育委員，任期一年。

					張子華先生					莫美嫻女士					羅婉萍女士					莫秀英女士					林遐齡先生					

					古麗眉女士					孟愛玲女士					吳清英女士					余麗心女士					何瑞明女士				

					李紹源先生					黃淑芬女士					侯美馨女士					鍾智恆先生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陳卓英先生為助理司庫，任期一年。

周年會議於上午12時30分正宣布結束。

司庫報告(收支表)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1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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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簽署：

陳卓英	
社長簽署：

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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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1月30日之年度 2022 2021

收入 港元 港元

貸款利息 66,258.14 53,545.74

協會中央社股息 50,077.47 47,879.53
銀行利息 34,594.63 27,904.90
其他收入(股票派息) 73,756.41 81,588.66
保險賠償金 25,383.43

總收入 224,686.65 236,302.26

支出 港元 港元

保險費	-	貸款安全保險 - -

司庫交通費津貼 4,800.00 4,800.00

折舊(傢具雜物) 594.00 702.00
協會費 10,515.00 8,370.00
銀行服務費 1,966.25 3,553.81
什項費 669.00 678.90

交際費(2022年:協會聚餐	、儲社旅行、帛金) 3,930.00 6,517.00

人壽保險費 42,180.37 36,422.61

支付保險賠償金 - 25,383.43

其他開支	(2021年:賑災) - 2000.00

對換差額 33,641.81 -

總開支 98,296.43 88,427.75

本年度<盈餘> 126,390.22 147,874.51

減：撥入儲備金(20%) 25,278.04 29,574.90

	本年度<淨盈餘> 101,112.18 118,2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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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1月30日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224,686.65港元，總開支為$98,296.43
港元，經扣除當中20%（$25,278.04	港元)作為儲備金，淨盈餘為$101,112.18港元。
另扣除共$24,000港元（撥備開支及累加2021年都未分配盈餘$17,490.79港元，本年度可
派息之總額為	$88,672.34港元。（扣除當中	$5,930.63港元，撥作來年未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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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1月30日,本社社員人數為232232人

截至2022年11月30日之股金結餘為
HK$9,824,135.82HK$9,824,135.82

截至2022年11月30日之貸款結餘為
HK$848,993.26HK$848,993.26

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

10年內~社員股金及貸款統計表(2012至2022)

社員人數

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2022 2021

資產一覽 港元 港元

貸款結餘 848,993.26	 717,000.00

香港協會中央社股份 2,770,287.48 2,719,010.01
香港協會中央社(定期存款) 500,000.00 -
港幣往來戶口(匯豐) 921,785.47	 1,572,937.86
港幣儲蓄戶口(匯豐) 258,753.88 258,746.44

港元儲蓄戶口(交銀) 13.27 13.27

人民幣定期儲蓄戶口(交銀) 850,514.58 846,530.65

港幣定期戶口(交銀) 2,397,342.91 2,379,062.38

英鎊儲蓄戶口 221,161.23 242,845.82

美元儲蓄戶口(匯豐) 38,194.79	 37,788.94

人民幣儲蓄戶口(交銀) 0.01 39.67

澳元儲蓄戶口 7.54 8.22

傢具雜物淨值 1,622.00	 2,216.00

零用金 354.70 463.70

香港股票代號(騰訊#0700) 222,800.00 222,800.00

香港股票代號(太古#0019) 230,250.00 230,250.00

香港股票代號(中國銀行#3988) 494,160.00 494,160.00

香港股票代號(長江基建#1038) 562,875.00 562,875.00

總資產 10,319,116.12 10,286,747.96

負債一覽 港元 港元

股份結餘 9,824,135.82	 9,750,839.22

教育撥備 1,000.00 1,000.00
違約貸款儲備金 311,763.38 312,143.48
探訪撥備 1,000.00	 1,000.00
暫寄帳	-	社務撥備 49,335.91 70,335.91

本年度盈餘 126,390.22 147,874.51

未分配盈餘 343.79 3,554.84

去年社員大會餘款 5,147.00 -

總負債 10,319,116.12 10,286,747.96

司庫簽署：

葉碧仁

於2022年12月31日經董事會批准。

社長簽署：

楊新 08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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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本人為儲蓄互助社董事會服務的第三年，回首過去，我一直努力
摸索儲社在未來繼續發展的路向，以及如何與教友們在天主信德和儲運～助
人自助的概念下一同成長，無數的思緒總是在我的腦海裡縈繞著。

去年是本社四十五週年成立的同時，也是踏入疫情的第三個年頭。感謝各
位委員的努力和支持，在每一個艱難的時刻仍堅持為本社舉行多個凝聚社
員和加強信仰的活動！

先以年頭的乒乓球賽掀開序幕，再一如以往在五月舉行鮮花義賣，然後緊
接推出「建立每月儲蓄習慣」宣傳活動、九月份靈修講座，以及闊別三年
的秋季大旅行。

資產管理方面，在全球經濟動盪的情況下，我們仍能保持穩健平穩的資產增
長，與各社員一同實踐儲蓄概念的方針，一點一滴地累積財富,	善用「塔冷
通」。

能夠成功一如以往地凝聚教友們，見到他們參與本社活動展現的笑容，本人
感到非常欣慰，也推動我與各委員繼續為本社努力！在此再次感謝各緊守崗
位、致力為社員和堂區服務的委員們！

在我們一眾投入為儲社的未來發展而努力之際，去年突然收到秘書陳卓英
(Peter)弟兄離世的消息，令人悲痛不已，也令我頓時痛失一位良師及重要
同袍！我們將永遠懷念與他一同合作的時光，離別雖然傷感，但我們將努力
不負Peter所望，繼續秉承並發揮儲蓄互助社的精神，全力為各社員和堂區
教友們提供服務，成為他們信賴的拍檔！

最後，分享Peter兄弟的處世之道：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豁達
地面對每一天！

2022年~資產簡報

人民幣
32%
$850514

#0700(騰訊)
9%
$222800

#1038(長江基建)
21%
$562875

#0019(太古A)
9%
$230250

#3988(中銀)
19%
$494160

美元
1%
$38194

英鎊
8%
$22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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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報告
副社長	:	鍾智恆



上
水
儲
蓄
互
助
社

感覺上年度的報告書剛完成，原來今年又到寫報告書的時間了。

本監察委員會的委員組合，今年度更替了新委員加入，改變了分工崗位，亦
增強了投入和積極。會務方面，保持各司其職，盡其本份，達到完善合作，
工作流程暢順及減少失誤!

依照法例和章程賦予的權力，本委員會按時查閱現金支出帳項，財務報告，會
議記錄，書信往來，貸款申請書。並每月呈交會議記錄和報告書予董事會；
亦每年一次向註冊官提交財務審計報告。

根據查核情況顯示:

＊董事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聯席會議每兩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以共同商議
會務，會後編寫會議記錄，跟進各重要事項。並建立廣播平台，向社員發
放有關本社重要事項的資訊。

＊貸款委員會，按社務章程，完善處理社員的貸款申請，照顧社員在經濟方
面的問題!

＊教育委員會定期籌辦講座，鮮花義賣敬聖母籌款，避靜靈修，年度旅行	和
周年大會聚餐等活動。

本儲社全體委員會委員，都是努力秉承本社服務宗旨，不忘初心，協助社員
解決經濟上的需要。

最後，本委員會對於各委員會的委員，於過去一年的貢獻和付出，使充分發
揮團隊合作的精神和效果，衷心致謝!!

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快樂!主佑

監察委員會報告

監察委員會主席	:	楊月亮

月份 處理貸款宗數 批准宗數 拒絕宗數 該月批准
貸出款額(HK$)

2021年12月 3 3 0 $138,000.00

2022年01月 0 0 0 -

2022年02月 1 1 0 $69,200.00

2022年03月 4 4 0 $390,000.00

2022年04月 3 3 0 $112,000.00

2022年05月 0 0 0 -

2022年06月 4 4 0 $198,000.00

2022年07月 0 0 0 -

2022年08月 1 1 0 $40,000.00

2022年09月 0 0 0 -

2022年10月 1 1 0 $40,000.00

2022年11月 1 1 0 $26,000.00

總計 18 18 0 $1,013,200.00

本會今年度所貸出款額港幣$1,013,200港元(上年度貸款總額為港幣	$762,000港元)，貸出金額上
升36.9%，		股金總額	$9,824,135.82港元，貸存比率為10.3%左右.

2021-2022年度，社員申請貸款個案共18宗，全部獲成功批核；批出貸款總額合計港幣
$1,013,200元。本年度貸款宗數及總額，均較上屆有所上升。

貸款委員會，一向以來把大眾社員的權益放在第一位，在審閱每宗申請時，都會按貸款規定和條
例仔細考慮，謹慎批核。對急需週轉的社員申請，貸款委員會更會反覆思量，本著「自助互助」
的理念，在不損大眾社員利益下，批核申請	。

經歷連續3年(2020~2022)的新冠肺炎肆虐，本社於3月至8月期間，再度推出<抗疫貸款計劃>，
以<回贈一半已收取的貸款利息予全數償還貸款的社員>為吸引優惠，也得到不少社員的支持呢。

2022年10月，本社的董事會會秘書(陳卓英先生PETER)遽然離世，本人尤感惋惜及痛心。PETER
在世時，亦給予本會於貸款文件上的協助並對本人的教導，永感銘記!	

貸款委員會主席:		王德明		

貸款委員會報告
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

貸款委員會於2021-2022年度審批貸款申請18宗，全為個人社員貸款，均獲得批准，批出貸
款總額	$1,013,2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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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46估不到一個疫情竟能維持三年之久，	除了令社會及經濟不斷的受到影響，更擔憂

本堂儲蓄互助社的運作也受到影響。幸好第五波疫情後大家開始對疫情有新的看
法，也放寬了不少限制。故此於下半年本社也舉辦了不少活動。

8/5	舉辦了每年一度的鮮花義賣敬聖母及慶祝母親節，得到了各委員的鼎力支持
及同心協力製作花束、盒裝花，更有絲花在網上義賣，活動非常成功。在首台彌
撒後很多花束及鮮花很快便被購買一空。是次活動除現金籌得$16870, 	網上也
得到39位社員認購絲花共籌得$9000，全數共$25870。這次義賣不扣除成本全
數捐贈給聖堂。

隨着鮮花義賣後，在15/5便舉行因疫情而延遲了的45屆AGM。雖然我們仍是閉
門舉行會議，但參與的社員也接近一百多人。我們更期待下一屆的AGM能公開
舉行會議。

連接在17/7	我們更推行了一推廣活動，此活動以展板形式介紹儲社的架構及服
務活動，希望藉此能給多些教友認識儲社的運作及吸納新社員。

當然我們還會兼顧教友的心靈上的靈修，所以在11/9	也主辦了一個由陳意婉修
女主講的~在生活中經驗天主~,	在100分鐘的分享中,	內容豐富實在，修女指出
在每人的生活中事事都有天主的臨在，無論任何事情也能體驗天主慈愛的實效。
這次活動也有80多人參予。

今年最後的一個大型活動，便是我們今年的秋季大旅行~有機農莊及荃灣聖母領報
堂朝聖~未知是否是已停辦了兩年之久，今年的旅行參與者反應十分熱烈，開始報
名個多小時，兩架車80名額很快便爆滿了，及後再加多40人的名額也很短時間
便爆滿了。多謝社員及教友的支持，這次秋季旅行大家可算盡興而歸，眾人在有
機農莊都買得滿載而歸，參觀荃灣的聖母領報堂也令我們流連忘返，奈何參觀的
時間實在太短了，大家都意猶未盡。最後停留在馬灣參觀，結束這一次的旅行。

這下半年舉行的活動中，你們又有參與其中嗎？接下來的活動便是今年我們的46
周年AGM，相信各社員也能參予期中。

期待明年待疫情平復後，繼續舉行更多的活動，更希望能收集大家給予儲社的一
些意見，能多些舉行不同的活動。更鼓勵多些社員參與儲社的工作，一齊令儲社
更能邁進一步！

教育委員會報告

教育委員會主席	:古麗眉	

協會代表報告

中央社代表報告

2022年，協會相繼恢復舉辦不同的活動及座談會，現在扼要列出一些曾出席
的協會活動：

＊	5月18日		:第55屆協會周年會議

＊	6月22日		:協會中央社第50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	10月15日:協會國際日晚宴

＊	12月3日		:儲蓄互助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三年之疫情終於過去，執筆之時，特區政府已全面通關，期望撥開雲霧見青
天，在全世界經濟下滑之下，中央社資產難免有所損失，所幸對本社影響不
大，寄望2023年世界全面恢復正常，帶動經濟，各行各業起飛，大家繼續努
力創造更穩健財富基礎。
以下是中央社過去一年所舉辦的活動：

＊	6月22日			：中央社50屆周年大會暨50周年活動啟動禮

＊	5月至6月		：50周年徽號設計比賽

＊	6月至8月		：慈善步行籌款

＊	9月3日					：50周年晚宴

＊	9月										：出版50周年紀念特刊

＊	3月至10月：統籌及協辦2022國際日活動

協會代表：楊新	及	王德明

中央社代表：黃淑芬	及	霍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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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貸款資格

甲.	人格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6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1,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五萬元。

乙.	擔保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十萬元。
註	:	人格貸款金額或擔保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本社總資產之十分一

丙.	擔保人資格：
(1)	擔保人必須是沒有欠款之社員及在過去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
			（年滿十八歲），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2)	擔保人與貸款者並無親屬關係；
(3)	熟悉貸款者；
(4)	須負責與貸款者聯絡；
(5)	若貸款者未依期還款，擔保人須負責追收貸款；
(6)	期間不得提取股金，亦無權申請貸款，直至貸款者清還半數欠款為止。

(二)	 申請手續	

申請貸款之社員，必須一週前填交貸款申請書，並須提供最近三個月內之地
址	證明副本及入息證明副本。

(三)			還款

(1)貸款$40,000.00以下者，最長還款期為36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2)貸款$40,000.00以上者，最長還款期為48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3)貸款者如無法依期還款，可向社方申請延期還款；	

(4)貸款者可用股金清還剩餘欠款。

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社員申請貸款政策(續)

(四)		利息

月息0.8釐(0.8%)，息隨本減。

(五)		審核項目

(1)	申請人之品格，經濟和家庭狀況；
(2)	貸款理由是否充分；
(3)	過去六個月	/	十二個月是否無間斷透過自動轉賬儲蓄；
(4)	申請人或其配偶是否有固定職業；
(5)	申請人有否償還貸款之能力；
(6)	申請人及擔保人在本社之紀錄是否良好；
(7)	如有需要，本社可要求申請人提供抵押；
(8)	有直系親屬者只可批准兩人貸款，總貸款額最高為	港幣十五萬。

(六)		重借貸款

(1)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可申請重借貸款，唯須先扣除未償還貸款，餘數
才撥給貸款人；
(2)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其擔保人亦可申請貸款，但不能超過人格貸款。

(七)	本社委員注意事項

(1)	應派發還款表與申請人，列明還款日期、銀碼及應付利息；
(2)	貸款後不得退股；
(3)	本社委員沒有替申請人介紹擔保人之義務；
(4)	申請人之資料本社絕對保密。

【本社具有絕對貸款決定權】【本社具有絕對貸款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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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隨筆我
愛
發
放
正
能
量

	 抱著正面的心態，讓大家一起發放正能量！

	 不要時常抱怨自己沒有的，要多些欣賞自己擁有的。

	 時常抱怨人活得很緊很累，懂得感恩的人可擁抱更多精彩。

	 讓我們一起體驗	”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憂”	的道理。

	 好好領悟和欣賞你擁有的幸福，不必過分擔憂未來。多親近
身邊跟你一樣熱愛生活的人，避免接觸一些負能量的人。當
然你偶爾也會覺得無助，覺得生活並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你
必須學會快點振作起來，理性地分析生活中的事物，你會感
到生活是可控的，而不是盲目地悲哀。

	 好好保護自己感受幸福的能力，珍惜當下的生活，人生路途
上有順暢也難免遇到挑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欣賞身邊
支持你的人，更加要懂得喜歡自己，你要知道「你從來都不
是孤獨的一個人走」！	

	 抱著正面的心態，懷著希望，積極面對，感受幸福喜樂的生
活，相信主必看顧。

	 不能改變的現實，或未符預期的結果，唯有改變自己的心
態；不要強人所難，更不要跟自己過不去！懷著正面的心
態，抱有希望，積極面對，相信主必看顧。

	 逆境時不要自暴自棄，悲傷難過；順境時不要自滿自大，得
意忘形。

	 前面看似絕路，希望常在轉角；
	 因為一切都「只是暫時的」。

	 痛過笑過、愛過恨過，皆成經過；
	 好事壞事、大事小事，終成往事；

	 「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惟祂的慈愛永遠常在」，讓大家都
能懷著感恩的心，別讓自己的幸福溜走。

	 人這一生，過的是心情，活的是心態。真正快樂的人並不一
定是一切美好，而是懂得活出自己的美好。

楊	新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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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AGM45社員周年大會

AGM45社員周年大會 儲社推廣日

敬禮聖母鮮花義賣

敬禮聖母鮮花義賣
2022.05.08

2022.05.15

協會中央社第50屆周年會議

協會中央社第50屆周年會議

儲社推廣日

2022.06.22

202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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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協會主辦(東龍島一天遊)

協會主辦(東龍島一天遊)

協會主辦(東龍島一天遊)

靈修講座

靈修講座
(陳意婉修女:在生活中經驗天主)

2022.07.30

2022.09.11

協會國際日晚宴
(頒發感謝狀)

協會國際日晚宴(頒發感謝狀)

秋季大旅行

秋季大旅行～
元	朗	有	機	農	莊，	馬	灣	公	園，	荃	灣	聖	母	領	報	堂

2022.10.15

20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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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2022.12.13

2022.11.27

委員靈修活動

委員靈修活動

儲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委員靈修活動

儲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25

加強
助人自助

提升
儲蓄概念

社區支援

培育
年青社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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