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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度職委員名單 

 

本社第四屆周年會議已於 2005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假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

下 1-2 號室協會會堂舉行，除通過各委員會報

告外，更選出新一屆董事會、貸款委員會及監

察委員會。名單如下：  

董事會 

 社長 郭德培 

 副社長 施婉婉 

 司庫 沈榮富 

 秘書 李錫祥 

 董事 吳文波 

貸款委員會 

 主席 杜森泉 

 秘書 何志雄 

 委員 卓國基 

監察委員會 

 主席 屈錦榮 

 秘書 李遠昌 

 委員 黃頌達 
董事會在其後的會議通過委任下列社員擔

任新一年度的教育委員會成員及代表，名單公

布如下：  

教育委員會 

 主席 張源龍 

 副主席(培訓) 張英銳 

 副主席(活動) 譚桂珍 

 秘書 楊蔚賢 

 委員 朱子順 

 委員 何志雄 

 委員 吳文波 

 委員 郭蔭強 

 委員 陳傑和 

 委員 陸藝揚 

 委員 盧偉文 

 委員 鄺偉榮 

協會代表  鄺偉榮 

中央社代表  施婉婉 

  陳傑和 

社員活動 ─ 節目預告 

蛇宴聯歡暨迎新活動 
 

日期：  2005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7 時 30 分開席  

地點：  灣仔駱克道 368 –  374 號百齡大廈 2 樓  

 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費用：  新社員   $85* 

社員   $115  

非社員   $120  

(大小同價 )  

*於 2005 年 8 月至 12 月期間加入的新社員可

享此優惠價。歡迎各社員攜眷與親友參加，每

位參加者可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及參加幸運大

抽獎。報名或查詢：郭德培社長 2388 0177   

張源龍教委主席 9183 8626。  

社員個人帳戶季結單 

本年度首季﹝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九月﹞帳

戶結單將隨今期《薈萃》郵寄予各社員。而社

員周年會議通過派發的 2004-2005 年度股息  

(2 .8 釐)  已於 9 月 30 日誌入各社員的股份帳戶

內。社員如對季結單上的交易紀錄有任何查

詢，歡迎致電 2388 0177 本社辦事處。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9/10/2005 粉嶺華明邨社第一屆周年會議 

 香港總堂社周年會議 

12/10/2005 國際日籌備會議 

15/10/2005 國際日聚餐 

16/10/2005 聖若翰社周年會議暨聚餐 

20/10/2005 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21/10/2005 機電工程署社周年會議 

22/10/2005 機電工程署社周年聚餐 

29/10/2005 協會「智庫理財」比賽 

30/10/2005 聖老楞佐社周年會議 

4/11/2005 國際日檢討會議 

3/12/2005 協會成立 39 周年 

3-4/12/2005 協會中期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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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2388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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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親子教育活動  

 
由於本社於 2004 年周年會議中修改章程以容

納現任社員的直系親屬加入，增加本社社員人

數。他們大部分原都不是社員，對儲蓄互助社認

識不深，故有需要進行入社講座，使他們了解儲

蓄互助社是什麼一回事。 

以往本社曾透過多種不同的活動來進行教

育，像國內旅行(如清遠兩天遊、中山一天遊 )、

聚餐(蛇宴、火鍋)等。今次為了照顧小朋友們，

我們嘗試用親子日營方式進行，透過戶外活動使

家長與子女的親情更加融洽；並藉此抽出一些時

間來進行社員教育，可謂一舉兩得！ 

2005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工作人

員和參加者已齊集九龍塘火車站，乘冷氣旅遊巴

士直往目的地  — 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假

村。到達營地後聽取營地職員講解使用守則後，

社長致歡迎詞及簡述此次活動目的，隨後是一個

集體活動  — 踏汽球及幸運大抽獎；此外各人更

可獲贈原子筆一枝及 Trendy 毛公仔一個。 

上午其餘的時間是自由活動，各人可選擇球

類活動、游泳、駕駛電動高爾夫球車、射箭、單

車、撈金魚、電子遊戲機、閱讀等，各適其式。

中午時間到了，大家到飯堂享用豐富的午餐：

“五菜一湯，白飯任裝”，一輪風捲殘雲，桌上

的食物均被各人吃光了！ 

下午 1 時 30 分全體到活動室集合，由社長郭

德培講解儲蓄互助社是什麼，並簡介精英社及其

與協會、亞盟會、世界議事會的關係；副社長施

婉婉闡釋儲互社的組織、架構，隨後由教委正、

副主席朱子順、屈錦榮解釋社員權利與義務及介

紹教育委員會最近的活動。雖然炎熱的天氣令睡

魔作祟，但大部分參加者都很用心聆聽。 

繼續下來又是社員自由活動時間；而各委員

們卻忙著召開聯席會議。董事會、監察、貸款、

教育委員會都作出該委員會的報告，經一番熱烈

討論後會議於下午 3 時結束。到下午 4 時旅遊巴

士載着各人返回九龍塘解散。 

檢討今次活動，眾人都認為是一個好的開

始！大棠度假村真是個親子活動的好地方，加以

事前周詳的安排和熱心的工作人員，教育委員會

功不可抺！最重要一提的是今次得到協會和一些

熱心人士的贊助，使這次活動更加成功！ 

國際日快訊 

儲運齊拓展 理想盡實現 

國際日聚餐─多位精英社社員獲註冊官嘉獎  

2005 年度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慶祝活動已於

10 月 15 日的聚餐當晚圓滿結束。本社社員均

是來自各社的精英，今年本社多位社員獲註冊

官嘉許他們對社及儲運的貢獻 /服務，名單如

下：  

優異服務獎  長期服務獎  

方潔玲女士  余超旋先生  

麥鉅開先生  

此外，本社社員陸嘉俊參加親

子籃球射籃比賽獲得男子個人組季

軍。社員譚桂珍於聚餐當晚之「掌

聲振八方」以全場最多掌聲 /  歡呼

聲  (超過 110 分貝)  榮獲最受歡迎

獎。謹此向兩位社員祝賀！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於 2005 年 9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177 名 

股份結餘 $2,644,950.08 

貸款結餘 $  637,636.00 

儲備金  $   27,742.54 

資產總額 $2,691,724.86 
 

譚桂珍個人勇奪「智庫理財」大贏家 

協 會 舉 辦 的 「 智 庫 理

財」比賽大贏家已經在 10 月

29 日產生，當日有 11 個社

參加，本社亦有派員參加，

結果譚桂珍在激烈競爭中脫

穎而出，勇奪個人組冠軍，

其餘結果如下： 

隊際組 冠軍：水務社A 

亞軍：電盈社A 

季軍：電盈社B 

個人組 冠軍：精英社  譚桂珍女士 

亞軍：水務社  李冰兒女士 

季軍：粉嶺華明邨社 鄧玲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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