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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社條例的中文真確本詞彙差異 

 自從九六年一月十六日儲蓄互助社條例的中文真確本

頒布後，協會發覺條例中一些詞彙與社方慣用語略有不

同，故現將社員較熟識的詞彙差異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中文法例 慣用語 中文法例 慣用語 

周年會議 周年大會 援助 不時之需 

董事會 理事會 儲備金 常備金 

共同連繫 共同關係 卸任董事 滿任理事 

貸款人員 貸款專員 保證 抵押 

高級人員 職委員 股份結餘 股金結餘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 

第廿四屆周年會議 

 第廿四屆中央社周年會議已於五月廿三日在協會辦

事處舉行。今年中央社的社務發展理想，全年貸款額由

$1,118,860 激增至 $2,965,500，增長率高達 165%，成績

驕人。股份增長為 $398,214.08，增長率為 8.43%。在周

年會議上，各中央社代表及社員通過董事會之建議，派

發股息五厘半。 

中央社派息低？ 

 一直以來，中央社給各社的印象是「派息低」的儲

蓄互助社。事實上，以往中央社的股息率大約是 2 至 3

厘。然而，在最近兩年，股息率已有顯著的增長，分別

為 5 厘及 5 厘半。近年收入的增加，除了因為貸款總額

上升外，股份的增加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今年度中央

社收入可見下表。 

95-96 年度收入 港元 % 

銀行利息 

貸款利息 

其他收入 

247,608.01 

82,454.19 

11,463.30 

72.5 

24.1 

3.4 

合計 341,525.50 100.0 

 由此可見，在中央社收入中，銀行利息比貸款利息

更為重要。自九三至九六年短短的三年間，中央社之股

份結餘由 124 萬元增至 512 萬元，增幅超過四倍。將貸

款後餘下的資金存入銀行，收取利息，是所有儲蓄互助

社穩健理財方法，中央社亦不例外。不過隨著定期存款

金額的增加，利率及利息亦相應提高，收入亦有所改

善。雖然，股份增加對派發股息造成一定壓力，但是銀

行利息收入就是股息率的保障。 

年度 股份結餘 增長 全年貸款 增長 股息 

91-92 1,122,479.76 8.0% 1,242,000 -27.0% 2.5% 

92-93 1,242,840.14 10.7% 208,265 -83.2% 2.0% 

93-94 2,954,046.43 137.7% 737,400 254.1% 2.5% 

94-95 4,724,454.22 59.9% 1,118,860 51.7% 5.0% 

95-96 5,122,668.30 8.4% 2,965,500 165.0% 5.5% 

 當然，各儲蓄互助社願意將金錢存入中央社的主要

原因，是希望將資金共融，幫助有需要的社，發揮互助

精神。所以，近年中央社積極鼓勵冷戶重新儲蓄、各社

增加儲蓄金額及將儲備金存入中央社等措施，就是希望

藉著股份的增加，一方面對有需要的社提供更大的援

助，另一方面亦可保障各社股份，得到出合理的回報。 

新一屆中央社董事會及各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鄧任其 

蔡鍔鋒 

黃學明 

鄭蔡德芸 

盧濟康 

社長 

副社長 

秘書 

司庫 

董事 

趙偉棠 

施婉婉 

葉偉光 

主席 

秘書 

委員 

郭樹森 

屈錦榮 

袁柏年 

主席 

秘書 

委員 

修改章程 

 在今年周年會議上，除了通過派發股息及選舉新一

屆委員外，亦通過修訂社章草案。今次修訂章程是經過

全面檢討中央社章程，並且配合法例中文真確本的詞彙

而作出有關的修改。內容涉及宗旨、業務、選舉、職責

等各方面，務求清楚界定有關中央社的運作。獲通過之

中央社章程將於收到儲蓄互助社註冊官書面批准後即時

生效。 

更正啟事 

 第二八八期「積穀」一九九六年三月號有關「豐

收」創刊一文內，誤植警務社的社員通訊刊物「無憂」

為「忘憂」，特此更正。 



一九九六年度訓練課程及座談會時間表 

 為了決定協會今年會務的發展方向，協會董事及職

員已於四月廿七及廿八日舉行了協會策劃研討會，並且

訂下今年的工作目標。在未來一年內，協會將舉辦多個

訓練課程，增加職委員及社員有關知識，為各儲蓄互助

社培訓管理的人才。除此以外，協會亦會繼續舉辦座談

會，增強與各社的溝通。現在，協會董事會已將未來半

年的訓練課程及座談會的時間表暫定如下，希望有興趣

的職委員及社員密切留意。 

項目 日期 時間 內容 

專職訓練－ 

董事會 

六月廿二日

（六） 

全日 介紹董事會的組織

架構及功能 

國內研討會 七月六日 

至七日 

2 日 - 貸款政策 

- 財務及投資策略 

- 培訓新任職委員 

- 如何推廣社務 

法例及章程 

研習班 

七月十三日

（六） 

全日 加強職委員對法例

及章程的認識 

專職訓練－ 

監察委員會 

七月廿七日

（六） 

全日 介紹監察委員會的

組織架構及功能 

協會及中央社 

代表座談會 

八月九日

（五） 

晚上 匯報協會及中央社

工作 

專職訓練－ 

貸款委員會 

八月十七日

（六） 

全日 介紹貸款委員會的

組織架構及功能 

海外考察 八月十九日 

至廿五日 

7 日 台灣友誼計劃 

專職訓練－ 

監察委員會 

九月七日

（六） 

全日 - 為規模較大的社

而設計之課程 

- 介紹監察委員會

所需審計學知識 

海外考察 九月十八日 

至廿二日 

5 日 亞盟會周年會議 

海外考察 九月廿二日 

至廿六日 

5 日 台灣協會考察團 

社長座談會 十月十一日

（五） 

晚上 匯報協會工作 

項目管理課程 十月十二日

（六） 

全日 加強職委員的領袖

才能 

本地研討會 十一月九日

（六） 

下午 「堂區社如何可以

繼續生存?」 

專職訓練－ 

教育委員會 

十一月十六日

（六） 

全日 介紹教育委員會的

組織架構及功能 

協會及中央社 

代表座談會 

十一月廿二日

（五） 

晚上 匯報協會及中央社

工作 

專職訓練－ 

司庫 

十二月十四日

（六） 

全日 介紹司庫的工作 

以上各項目的詳細資料，容後公布。 

1996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International Credit Union Day 1996 

 儲蓄互助社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它存在於不同的

國家及地區，並將不同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社員連

繫在一起，並為他們提供服務。為了慶祝這個具有百多

年歷史的組織及表揚儲運先驅的偉大貢獻，每年十月份

的第三個星期四特定為「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International Credit Union Day’（簡稱國際日）。 

 第一次國際日慶祝活動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在

美國舉行，選擇此日之目的是想紀念倡導節儉者「富蘭

克林」(1706－1790)，因為這天是這個偉大的美國政治家

及哲學家的生日。直到一九四八年，由美國儲蓄互助社

總會和儲蓄互助社總會保險社重定每年十月份的第三個

星期四為國際日，此日期沿用至今。現時，世界儲蓄互

助社議事會全球八十七個會員國，均會在這天以不同的

節目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 

 香港協會作為世界議事會其中一個會員，自一九六

七年已開始舉辦活動慶祝國際日。時至今日，協會每年

均成立國際日籌委會，與各儲蓄互助社籌辦多項體育比

賽（足球、羽毛球、網球、乒乓球等）及康樂活動（聚

餐及旅行）。除了慶祝這個節日，藉著這些活動也可以

將社員、儲蓄互助社及協會的距離拉近，增加彼此的認

識，互相鼓勵，繼續為香港儲運而努力。 

 今年的國際日是十月十七日（星期四），主題為

「儲蓄互助‧理想成真」 ‘Credit Unions... Picture the 

Possibilities’。今屆的國際日籌委會亦已於三月十六日產

生，主席是中大社的曾偉傑先生。經過兩個多月的籌

備，各項活動及暫定舉行日期可見下表。至於各項活動

的詳細資料，將會陸續寄往各儲蓄互助社，歡迎各有興

趣的社員參加，一起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節日。 

項目 主辦單位 舉行日

期 

活動地點 

象棋 善導之母社 8月 善導之母堂 

羽毛球 中大社 8月 沙田中文大學 

網球 地鐵社 8月 地鐵柴灣康樂會體育館 

釣魚 國際社 8月11日 西貢 

乒乓球 電訊社 9月 荔枝角電訊體育館 

卡拉OK 籌委會 9月 上環文娛中心 

聚餐前節目 聖老楞佐社 10月27日 海洋皇宮大酒樓 

聚餐 籌委會 10月27日 海洋皇宮大酒樓 

攝影 善導之母社 待定 待定 

大旅行(I) 水務社 待定 待定 

大旅行(II) 機電社 待定 待定 

足球 懲教署社 待定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