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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於 4月 6日回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出的觀

點後，截至現時為止，仍未有進一步訊息。我們會繼續

密切留意及跟進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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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協會中央社及香港儲運慈善基金策劃研討會 

協會及協會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座談會於 5月 26-27日在東莞常平順利進行，出席者計有協會、協會中央社和香港儲運慈善

基金董事及職委員、16家儲蓄互助社的協會及協會中央社代表，人數合共 36人。 

是次座談會安排了一節「領導培訓工作坊」、加深了與會者對「儲社管治的規範」的認識及

分享了最新的儲運訊息；在研討環節就跟進「協會改進委員會報告」中對「協會章程修訂建

議」發表及交流各種意見。  

研討會於 5月 5-6日在東莞樟木頭順利舉行，與會者包括協會、協會中央社和香港儲運慈善

基金董事、各委員會委員及協會辦事處職員。 

會上研討的內容包括： 

─ 檢視協會方針及定位，抱負及使命 

─ 協會內部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架構、分工及職能 

─ 持續培訓工作及探討「儲運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 協會申請恢復為亞盟會正規會員 

─ 制定 2018-19協會中央社工作計劃 

─ 設定協會中央社屬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架構 

─ 檢討及改善與儲社的溝通方式，增強儲社對慈善基金的了解和認受性 

─ 探討協會與慈善基金成員的組成及關係  

─ 檢討協會人力資源運用以配合慈善基金順利運作 

─ 討論慈善基金工作計劃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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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至 12月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暫定) 參與人士 課程內容 

儲社職委員工作坊- 

  我要做好儲社這份工 
2018年 9月 5日 儲社職委員 

分享儲社的經營理念及原則，如何

成為儲社理想的員工/儲社工作者 

儲社管治工作坊 2018年 9月 29日 儲社職委員 
認識儲社管治及相關需要知識，以

協助儲社推行儲社管治 

個人技巧訓練-人際關係 2018年 10月 31日 儲社職委員 
分享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改善與人

溝通的方式，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儲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 2018年 12月 8日 

儲社社長/協會

及中央社代表/

董事/職委員 

分享儲社管理經驗、協會及中央社

最新訊息，提供儲社交流平台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第 46屆周年會議於 6月 20日下午 7時 30分在協會郭樂賢

神父堂順利舉行。是次出席社員人數共 56 名(26 間社員儲社及 30 名個人社員)。2017

– 2018 年度中央社派息率為 2.125%。 

2018-19 年度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 董事會 

社 長： 李明珠（協會董事）   副社長：楊達榮（協會董事） 

司 庫： 李曠明（個人社員）   秘  書：羅保祥（協會董事） 

董 事： 孔慶柱（協會董事） 

董 事： 葉偉光 (儲光儲蓄互助社的獲授權人） 
董 事： 黃勤慧 (政府物料供應人員儲蓄互助社的獲授權人） 

董 事： 周劍華 (協會董事)    

董 事： 李茂松 (個人社員)  

2018年 5月 16日  

教育委員工作坊 
儲蓄互助社的組織架構，教育委員會的組

成，教育委員會的職責，宣傳及推廣社

務，新社員教育，舉辦社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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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8月至 10月) 舉行日期 

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8月 25日 

善導之母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8月 26日 

互信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8月 26日 

海星堂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9月 2 日 

精英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9月 8日 

聖雲仙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9月 9日 

機電工程署儲蓄互助社 49屆周年會議 10月 11日 

機電工程署儲蓄互助社 48屆周年晚宴 10月 20日 

各儲蓄互助社周年會議及晚宴 (5月至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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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協辦社 活動日期 

愛心關懷頸巾編織競賽 海星堂社/聖安多尼社 5月 - 8月 

卡拉 OK同樂日 協會 8月 18日 

儲社探訪 愛德社/眾堂區社 8月 25日 

羽毛球比賽  電訊盈科社 9月 1 日 

飛鏢比賽 新界濾水廠員工社/ 

水務署員工社 
9月 9日 

行山之旅 儲光社 9月 22日 

國際日聚餐國際日聚餐國際日聚餐   ※ 10※ 10※ 10月月月 131313日日日   

旺角倫敦大酒樓旺角倫敦大酒樓旺角倫敦大酒樓   ※ ※ ※ 餐券每位餐券每位餐券每位   $330$330$330   

訂座電話訂座電話訂座電話   : 2388 0177: 2388 0177: 2388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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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正與湖南新邵第一中

學積極籌劃 2018年九月開辦「希望工

程班」，歡迎各位愛心人士支持，詳情

請密切留意即將發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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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攝影充滿愛」 義務拍攝服務 

日  期 服務團體 項  目 

 2018 年 5 月 3 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應屆畢業學生拍攝畢業照 

 2018 年 5 月 19 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第 32 屆社員周年晚會義務拍攝服務 

 2018 年 5 月 22 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祥華幼兒中心  應屆畢業學生拍攝畢業照 

 2018 年 6 月 1 日 大學儲蓄互助社  第九屆社員周年會議暨聚餐義務拍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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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出門 恕不退換? - 保障消費者的條款 

｢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相信大部份讀者都曾經見過此句出現在不同的店鋪標示、貨物收

據、甚至合約條款上。那麼倘若 閣下真的不幸買到不合適的商品，又是否絕對不可退換

呢？本行想藉著此專欄與讀者概括介紹數項《貨品售賣條例》(香港法例第 26 章) 中能夠保

障消費者權益的條款。 

 

為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貨品售賣條例》中規定出售的貨物必須符合： 

1. 可商售品質 

 每件貨物必須達至可商售品質，簡單來說，即令正常消費者滿意的品質。而貨物品質

包括： 

(a)  貨物能否用於平常的用途； 

(b)  貨物外觀是否完好； 

(c)  貨物是否存在破損或瑕疵； 

(d)  貨物是否安全；及 

(e)  貨品是否耐用。 

 而每件貨品的價錢、商品說明等都可能影響此項標準。 

2. 其他向賣方提及的特定用途 

 除上述提及貨品必須符合其平常用途外，倘若消費者向賣方提及任何特定的用途，貨

物必須在合理程度上適合該用途。 

 例子： A 告訴賣方想買有防水功能的手錶，賣方只可賣有防水功能的手錶給 A。 

3. 貨物描述/說明 

 如果貨物設有介紹或說明，賣出的貨物必須符合介紹或說明。 

4. 與樣本相符 

 倘若賣方銷售時有使用樣本，則賣出的貨物必須與該樣本相符。 

 

即使買賣雙方在合約裡並未提及以上的條件，《貨品售賣條例》已假定賣方必須符合以上隱

含條件，而違反任何一項即屬違反合約，消費者可以拒絕該貨物並要求退款。 

 

換言之，即使有訂明｢貨物出門 恕不退換｣，只要商品違反以上任何條件，消費者都有權退

貨。但倘若賣方出售貨物時或之前曾要求/允許消費者檢查貨物，消費者便可能喪失退貨的

權利。因此，假若商店有此標示或條款，消費者便須小心檢查貨物，以免招致損失。 

 

請注意，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相關疑問，請咨詢專業法律人士提供相關的法律意見。   

(本欄資料由司徒維新律師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提供。 

查詢請電 2521 6333 或電郵至 enquiry@hksunlawy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