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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屆周年會議通告 

本社第 4 屆周年會議訂於 2005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四) 下午 7 時正假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

下 1-2 號室協會會堂舉行，凡本社社員均有權

出席此次會議，省覽各項報告，通過派發股息

及進行選舉。由於出席會議的社員需要達到法

定人數即四分之一合資格表決人數或以上，會

議才可進行，故請各社員儘量抽空出席。 

 

滿任董事及委員 

董  事  會： 施婉婉、鄭達忠 

貸款委員： 杜森泉 

監察委員： 鄭燦勳 

 

留任董事及委員 

董  事  會： 郭德培、李錫祥、沈榮富 

貸款委員： 卓國基、何志雄 

監察委員： 李遠昌、黃頌達 

本年度之提名小組成員為：沈榮富、何志

雄、黃頌達。任何社員若有提名，請填妥提名

表格並在周年會議前不少於 30 天 (8 月 15 日

前) 傳真或送交本社的提名小組。遲交之提名

恕不接受。 

 

泰國考察之旅   屈錦榮 

 

有鑑於近年泰國儲運發展迅速，隨着社員

人數及股金的增長，各社的體制及運作亦漸具

規模，社長特聯絡泰國儲互社協會及亞盟會，

於本年六月三日至六月六日期間，組團前往泰

國考察，成員包括社長、貸款委員會秘書、筆

者及一眾社員等。 

探社活動主要集中在六月四日舉行。是日

早上九時正，泰國儲互社協會的 Yut 先生駕車

前來酒店，接送我們前往探訪協會自資興建的

辦事處，該處雖然佔地不大，但各項設備齊

全，我們被帶往參觀該會的辦公地方後，更被

安排至他們的會議室觀看一套有關泰國儲運發

展及該國儲運現況的短片，短片播放後更舉行

經驗分享及交流。 

Yut 先生身體語言豐富，講解生動，在約

一小時的簡報中，加深了我們對泰國儲運的認

識。簡報會後，大家有機會到位於協會地下一

間由泰國婦女合作社經營的售物中心購物，各

團員對各種泰國特有的手工藝品及衣物服飾等

都深感興趣，經一輪搜購後，大家都滿載而

歸。在購物期間，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 由於社

長夫人陪同社長前往考察，引起 Yut 先生的疑

惑，詢問其中一位女士是否筆者的太太，筆者

笑稱與她並無任何關係時，即引起哄堂大笑。 

在等候交通安排接送往午膳期間，社長特

別帶領筆者前往位於協會辦事處附近的一間宿

舍。社長在擔任亞盟理事會會長及司庫期間每

年均需前往泰國，於逗留泰國時候即寄宿於

此，宿舍當時雖然設備較為簡陋並缺乏空調，

但社長並不以此為苦，並自得其樂，重遊舊地

更勾起社長幾許回憶。 

午膳安排在一人工湖畔餐室進行，湖邊環

境寧靜，加上陣陣清風，不禁令人想起「寧可

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意境。期間世界議事

會會長 Bobby McVeigh 及亞盟的總經理 Ranjith

加入接待和討論，令各人在裹腹之餘，更加深

彼此的認識，增進大家的友誼。 

午膳後驅車前往 Chunchon Klongchan，繼

續探訪以該地為名的社區合作社，有關社址雖

小，但十分熱鬧，很多社員都利用該處作提存

款項的服務，有如一間小型銀行。除播放短片

簡介外，該社更贈送一個具泰國特色的瓷器小

擺設予各團員。 

總結是次泰國考察之行，行程雖短但富有

成果，除加深認識了泰國儲運歷史及近況外，

感受至為深刻的是：泰國儲運起步比香港稍

遲，但經協會及各社職委員的勤奮工作，努力

不懈，為改善社員及泰國人民生活作出無私的

奉獻，堅持儲運的經營理念及宗旨，才能有今

天的成績。社的數目是香港的 21 倍，社員人

數是香港的 60 倍，可見成功絕非僥倖。最後

更要鳴謝泰國儲蓄互助社協會，特別是 Yut 先

生的細心安排及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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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社活動 
1.  精英社協辦母親節親子烹飪比賽  

 

由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主辦，本社協辦

的母親節親子烹飪比賽於 2005 年 5 月 8 日

（母親節）假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中電樂廚坊

舉行，這次也是國際日其中的一項活動。  

 

由於親子烹飪是一項新的嘗試，既可透

過活動增進父母、子女間的感情，也可事後

享用烹飪的成果；所以反應熱烈，但因場地

所限，只能容納 15 對人士，結果要用抽簽

方法決定參賽者。  

 

由於精英社是第一次協辦國際日的活

動，缺乏經驗，錯漏在所難免；還望各社多

多包涵，多提意見，以備日後改進。  

 

親子烹飪比賽當日參賽者與活動主辦人合照 

 
 

2.  社員招募圓滿結束  

 
社員招募運動由 2005 年 3 月推出以

來，我們一共招收了 18 位新社員，成績尚

算美滿，在這 18 人之中，其中 12 位是現任

或曾任的委員，6 位是家屬。我們謹此歡迎

他們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並希望他們日後

多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註：我們稍後會聯絡介紹人前來領取紀念品。 )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於 2005 年 6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172 名  

股份結餘  $2,809,419.98 

貸款結餘  $   602,204.00 

儲備金  $     13,116.29 

資產總額  $2,895,924.65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29/07/2005 政府物料供應人員社周年會議 

29/07/2005 將軍澳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06/08/2005 水務署員工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10/08/2005 國際日第七次籌備會議 

13/08/2005 懲教署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20/08/2005 電訊盈科社 30 周年慶典 

04/09/2005 海星堂社周年會議 

11/09/2005 群力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14/09/2005 國際日第八次籌備會議 

15/09/2005 精英社周年會議 
25/09/2005 彩虹邨聖家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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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中央社周年會議選出新委員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於 2005 年 6

月 22 日舉行第 34 屆周年會議，社長宣布派

息 3.75%，同時並選出新一屆職委員，名單

如下：  

 
董事會– 社長 ：葉偉光 

  副社長 ：陳志傑 

  司庫 ：李茂松 

  秘書 ：楊達榮 

  董事 ：郭德培 

監察委員會– 主席 ：曾慶華 

  秘書 ：羅輯發 

  委員 ：李錫祥 

貸款委員會– 主席 ：麥鉅開 

  秘書 ：王德忠 

  委員 ：王燕 

 

國際日快訊 
 

舉辦日期  活動項目  協辦社  

 

7 月 17 日  飛鏢  地鐵社  

7 月 24 日  乒乓球  電盈社  

7 月 24 日  攝影  地鐵社  

8 月 14 日  羽毛球  中大社  

8 月 20 日  籃球射籃  警察社新水社合辦  

8 月 27-29 日  大旅行  水務社  

8 月 31 日  愛心送暖  海星堂社  

10 月 15 日  聚餐  機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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