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九一期 一九九六年六月 

告別「積穀」  迎接『儲運報』 

 歷時三十年，出版了二九一期的「積穀」要和

各位告別了。但這個結束只是意味著一個新的開

始。「積穀」作為協會和儲蓄互助社之間，甚至乎

社與社之間的橋樑，並不是從此消失了。事實上，

「積穀」是擴充了，發展成最少八大版紙的「儲運

報」。 

 有鑑於「積穀」在印刷、版面、篇幅和分發上

的限制，新的轉變是可解決上述種種問題。「儲運

報」是交由發行「警聲」、「地區星報」和「豐

收」的聯益報業有限公司印製。 

 將於七月創刊的「儲運報」不單有儲蓄互助社

的訊息，還增添了生活和消閒的資訊，加強趣味

性，務求成為一份資訊與趣味並重的消閒刊物。不

論是否儲蓄互助社之社員也有興趣閱讀，從而宣傳

儲蓄互助社之訊息。敬請各「積穀」讀者繼續支持

「儲運報」。 

 首期的「儲運報」將於七月初面世，而且以彩

色印刷，內容有協會服務簡介、警務社及電訊社的

介紹、儲運三十年的回顧、儲運先驅蘇國榮先生專

訪等，各社員請密切留意。 

國際日快訊 

 .一年一度國際日即將來臨，而各項活動亦已準備就緒。第一項舉辦之活動是網球，將於八月二日舉

行。以下就是今年國際日活動一覽表，各有興趣參加的社員，請迅速向屬社報名。 

比賽項目   比賽項目/ 活動 主辦單位 舉行日期 比賽/ 活動舉行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抽籤日期 報名費 

網球 地鐵社  八月二日（星期五） 

八月六日（星期二） 

八月九日（星期五）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晚上六時至十時 

地下鐵路公司 

柴灣康樂會會館 

七月廿一日 容後通知 每社$200 

釣魚 國際社 八月十一日（星期日） 西貢海 七月十五日 － 每隊$1,000 

大旅行 機電社 八月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深圳一天遊 七月二十日 － 每人$238 

羽毛球 中大社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體育中心 

七月三十日 八月六日 單打$25 

雙打$50 

攝影 

(專題組) 

善導之母社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半 

九龍城寨公園 

香港科技大學 

七月三十日 － 每人$100 

象棋 善導之母社 八月廿五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 

九龍新蒲崗彩虹道五號 

伍華書院 

八月十四日 即場 每人$10 

七人足球 懲教署社 八月至十月 容後公布 待定 待定 每隊$300 

乒乓球 電訊社 九月十五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九龍荔枝角月輪街四號 

電訊體育館 

八月十九日 八月廿九日 

電訊社 

團體$50 

單打$10 

大旅行 水務社 九月廿八日（星期日） 西貢燒烤及酒樓晚宴 待定 － 每人$200 

卡拉OK 國際日籌委會 九月七日（星期六） 

晚上七時至十時 

上環文娛中心 八月十九日 待定 每人$50 

國際日馬拉松 聖老楞佐社 十月廿七日（星期日） 

晚上六時正（聚餐前） 

海洋皇宮大酒樓 即場報名 － 免費 

國際日聚餐 國際日籌委會 十月廿七日（星期日） 海洋皇宮大酒樓 待定 － 待定 



「積穀」點滴 

 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期「積穀」面世，是協

會成立之前已出版的社員通訊。「積穀」這個名

字是取自「積穀防飢」這個成語，非常符合儲蓄

互助社之精神。創刊之時全港只有五個儲蓄互助

社：福德、聖方濟各、博愛、模範及群益。自協

會成立後，它便肩負起傳達訊息的橋樑，將協

會、各個儲蓄互助社及社員緊密地連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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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積穀」以月刊形式出版，而版面只

得一張 A4 紙的大小。其後因為人手、經費及社

員的投稿等因素，版面有增有減，亦曾改為雙月

刊，甚至停刊。儘管如此，每當環境許可時，

「積穀」又會再度出現，因為協會明白到必須有

一個媒介，讓各個儲蓄互助社及社員將資訊傳

開。 

 現時的「積穀」是協會以影印機印刷的。由

於影印機的能力所限及分發等問題，發行量不能

太大。現時「積穀」的發行量約為一千八百份，

絕對不能滿足社員的要求。 

 「儲運報」是可以達到每名社員均有一份的

目標，因為它可以解決發行量及分發等技術上的

問題。所以，協會的目標就是內容及質素上更為

充實，不過，單靠協會是難以實現這個目標。事

實上，作為儲運的刊物，協會希望所有儲蓄互助

社都能參與。社員可以投稿以將對儲蓄互助社的

感受寫出來，職委員可以將儲運經驗與他人分

享，各社亦可以將社務發展及活動情況給友社參

考，協會則負責報導外地訊息及擔當教育者......

這樣，「儲運報」才是屬於大家，代表香港儲運

的刊物。 

菲律賓信用合作社協會代表探訪香港協會 

 三位菲律賓信用合作組織代表  Ms. Emma 

Sable, Mr. Danny Bullocer and Mr. Rodolfo Perez 

參加完台灣考察計劃後，順道到香港參觀協會及

瞭解香港的儲蓄互助運動。Ms. Emma Sable 是菲

律賓信用合作社協會的區會主任，Mr. Danny 

Bullocer 是菲律賓生力啤員工信用合作社的社

長， Mr. Rodolfo Perez 是菲律賓機場管理局員

工信用合作社的社長。 

 據他們表示，菲律賓的社員並未能養成定期

儲蓄的習慣，可能是地域分隔及社員經濟環境的

原因吧！但是他們對貸款卻有殷切的需求，當地

的儲蓄互助社常常因為股金不足而不能幫助社

員。為鼓勵社員儲蓄，當地的儲蓄互助社還接受

定期的存款，一如銀行提供的服務。同時，對於

退股亦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各代表對香港及台

灣社員定期儲蓄表示十分欣賞。 

 

 

 

 

 

 

 

 

 

 

 

 

 
後排左一：Mr. Rodolfo Perez    後排左二：Mr. Danny Bullocer 

前排左二：Ms. Emma Sable 

 

專職訓練─董事會 

 這項在六月廿二日的專職訓練─董事會，目

的是加強參加者對董事職務的瞭解，以及透過討

論來研究如何處理日常儲蓄互助社所面對的問

題。今次課程有八個社廿八位學員參加。學員不

單是現任董事，更有教育委員的參與，有助他們

日後勝任董事的工作。而配合著先進的輔助教

材，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香港協會中央社財務概況 
截至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社員數目: 76 

股金結餘: 5,242,441.50 

儲備金: 220,530.71 

資產總額: 5,785,851.79 

貸款結餘: 626,516.00 

社最高貸款額可達: 540,000.00 



專職訓練─董事會 

董事會是儲蓄互助社日常決策的組織，是直接影響到社務運作的好壞。協會特別為這些董事舉辦一項董事的培訓班，目的

是加強參加者對董事職務的瞭解，以及透過討論來研究如何處理日常儲蓄互助社所面對的問題。 

這項在六月廿二日的專職訓練─董事會，有八個社廿八位學員參加。他們來自懲教署、機電工程署、國際貨櫃碼頭、香港

電訊、地下鐵路、新界濾水廠員工、皇家香港警務處及水務署員工儲蓄互助社。學員不單是現任董事，更有教育委員的參

與，有助他們日後勝任董事的工作。在講者黃學明先生、施婉婉小姐、鄭蔡德芸女士及葉偉光先生的講解下，學員們都能

達到課程的要求，對董事的工作及應有的知識均有一定的水準。 

當日課程內容包括： 

 儲蓄互助運動簡史 

 董事會的權力、組成及職責 

 瞭解儲蓄互助社法例及章程 

 策略性管理模式 

 制訂有效政策 

 催收逾期還款及劃銷壞帳 

 籌備社員會議須知 

 資金的管理及保險須知 

 個案研究 

學員留心聆聽著講者的講解並不時發問，配合著先進的輔助教材，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課程結束後，協會亦透過問卷

調查得到學員們的寶貴意見，更一致表示會向各社員或職委員推薦本訓練課程。最後，本課程的負責人協會司庫鄭蔡德芸

女士向學員們頒發證書，嘉許他們整天的努力。 

 

「積穀」點滴 

 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期「積穀」面世。「積穀」這個名字是取自「積穀防飢」這個成語，非常符合儲蓄互助社之精

神。創刊之時全港只有五個儲蓄互助社：福德、聖方濟各、博愛、模範及群益。創辦這份月刊的目的是建立一道傳達訊息

的橋樑，連繫起協會、各個儲蓄互助社及社員。 

 早期的積穀得到社員投稿，以印刷方法分派各社， 

 編幅改變面對困難 

「積穀」的內容歷年來種類繁多： 

儲蓄互助社社歌 

各儲蓄互助社動態 

教育訓練 

國際儲蓄互助運動訊息 

國際日活動 

理財資訊 

專欄投稿 

統計資料 

協會活動 

儲運歷史 

人物專訪 

協會職員簡介 

購物優惠 

填字遊戲 

 

轉變： 

1. 1 版 A4 大小變成 2 版 A4 

2. A4 變 F4 大小，再變成現在粉紅 A4 大小 

3. 因人手不足曾停刊近一年 

4. 雙月刊 

 

香港協會中央社財務概況 

截至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社員數目: 76 

股金結餘: 5,242,441.50 

儲備金: 220,530.71 

資產總額: 5,785,851.79 

貸款結餘: 626,516.00 

社最高貸款額可達: 54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