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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體社員 

2020/2021 年度社員周年會議 

本社謹訂於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舉行 2020/2021 年度社員周年會議。 

隨函附上下列文件，以便社員細閱。 

附件一：2020/2021 年度社員周年會議議程 

附件二：候選人簡介 
 

 

會議詳情  日    期：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12:40 至 2:00 

   地    點： 香港中文大學 李兆基樓 6 號演講廳 

 * 請帶備有效社員證，以便核實身份，如未能核實身份，將會被拒絕進場 
 

 

報名出席社員周年會議，請填妥以下回條，並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前交回/傳真到本社

辦事處。會議後將派發 $20 餐券乙張。 

 

有關周年會議防疫措施，請看背頁。 
 

社員如對本社業務上有任何意見或提問，歡迎填寫以下回條，以便於會議上安排回應。如有任

何查詢，請致電 2614 3383 與本社職員聯絡。 

董事會   謹啟 

2021 年 5 月 13 日 

…………………………………………………………………………………………………… 

 

致：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2020/2021 年度社員周年會議 (報名回條) 

截止報名：5 月 26 日(星期三) 

 

 本人 將出席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舉行之社員周年會議 

 本人 欲提出以下問題 / 意見，請安排於會議時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社員編號：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 Credit Union 

  

提示：已報名社員必需憑此信函 

    出席社員周年會議。 

請帶備 有效社員證  

（此信不得轉讓或影印） 

(可接收流動短訊 SMS) 

傳真：2603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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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1. 進入會議場地必須接受體溫檢測。任何人士若體溫高於攝氏 37.3 度、或有任何類似流感

症狀、或有其他明顯身體不適，均不得進入會議場地。 

2. 所有人士進入會議場地前及在整個會議進行期間，必須妥善佩戴口罩。 

3. 本社會提供酒精搓手液給進入會議場地的人士使用。 

4. 座位之間預留適當的空間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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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2020-2021 年度社員周年會議 

 

日  期：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12:40 開始 

地  點： 香港中文大學 李兆基樓 1 樓 6 號演講廳 

 

 

會議議程 

一、  確定足夠法定人數 

二、  社長致辭 及 宣布周年會議開始 

三、  通過前次周年會議記錄 

四、  2020-2021 年度各委員會報告 

1. 董事會 

2. 司庫 

3. 貸款委員會 

4. 監察委員會 

5. 教育委員會 

五、  核數師報告 

六、  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七、  通過司庫之補償金 

八、  通過派發股息 

九、  委任核數師 

十、  選舉 

1. 董事會 

2. 貸款委員會 

3. 監察委員會 

十一、  董事會互選 

十二、  宣布董事會互選結果 

十三、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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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董事及委員會委員選舉 
 

【候選人簡介】 
 

董事會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1 唐珩 男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候選人個人簡介 

學歷： 博士 

發表三篇有關儲蓄互助社的文章，包括 10 萬字的研究論文： 

1) 非營利組織管理過程中的績效評估模型—以香港為例 (2013 年) 

2) 儲蓄互助社的管理過程質量特性分析(2014 年) 

3) 香港儲蓄互助產業績效管理指標體系研究及實證分析(10 萬字， 

2015 年) 

 

 

參選綱要 

⚫ 希望利用對儲蓄互助社研究的心得體會，為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的管理和長遠發

展做出貢獻。 

 

 

義務工作簡介 

⚫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2008-2020 年) 

 

 

義務工作經驗 

⚫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董事(2008-2020 年，其中 2009/2010 董事會秘書) 

 

 

對發展儲蓄互助運動的抱負 

⚫ 希望就如何科學地管理和發展儲蓄互助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希望為建立儲蓄互助社管理

和發展過程中的績效評估體系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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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董事及委員會委員選舉 
 

【候選人簡介】 
 

董事會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2 羅志強 男 退休人士 (前保安處) 
 

 

候選人個人簡介 

⚫ 本人在大學工作已逾 23 年，在大學交通及保安處工作 

至退休。 

⚫ 自 1992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及擔 

任保安處的聯絡主任。 

⚫ 2008-2014 年間成為教育委員會委員及擔任教育委員會 

秘書。 

⚫ 從 2014 年起加入董事會；現屆董事會秘書。 

⚫ 由 2018 年至今為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中大社代表。 

⚫ 2018/2019 年度為本社之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中央社代表。 

⚫ 2020 年及 2021 年，擔任「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國際儲蓄互助社日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 2020 年至今為本社資產管理小組成員。 

 

 

參選綱要 

⚫ 積極參與儲運及提倡的工作，為社員獲取更豐厚回報。 

 

 

義務工作簡介 

⚫ 本人於 2008 年開始加入本社之教育委員會，參與及策劃各項不同類型活動。 

⚫ 參與本社、友社和儲蓄互助社協會大小活動及課程。 

⚫ 與董事們共謀策略，管治儲社及提升服務質素。 

⚫ 結合全港儲社代表，為「國際儲蓄互助社日」該項盛事：進行會議及籌備工作。 

 

 

對發展儲蓄互助運動的抱負 

⚫ 認識全港不同類別儲蓄互助社運作，融會貫通地提出更妥善方案，以保障儲社及社員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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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董事及委員會委員選舉 
 

【候選人簡介】 
 

董事會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3 廖美蓮 女 物業管理處 
 

候選人個人簡介 

⚫ 本人於200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業管理處至今，現職 

為高級監工，於公餘時間積極參與多項義務工作，對於 

儲蓄互助社之多元化發展及推廣工作充滿熱誠及興趣， 

有幸於2020年獲得另一間儲蓄互助社(大學儲蓄互助社) 

優異服務獎。 

 

參選綱要 

⚫ 以負責任及認真的態度去處理各項儲蓄互助社工作。 

⚫ 以審慎、務實、理性、公開、公平、公正、無私地去 

審核各項工作。 

⚫ 以穩步向前去應付未來，造福社員的需求為己任。 

 

義務工作簡介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董事 (2019年至今)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教育委員會主席 (2018年至現今)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儲蓄互助社協會代表 (2018年至今)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貸款委員會秘書 (2017年至2019年) 

⚫ 中文大學教職員協會 - 福利主任 (2018年至今) 

 

義務工作經驗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董事 (2019年) 

參與各項活動建議，審視入社申請、財務報表、投資回報及業務守則等。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教育委員會主席 (2018年) 

致力推廣儲蓄互助之精神，籌備及安排各項活動，例如每年本地及內地旅遊、聚餐、週年晚宴、

10週年Logo印制、採購紀念禮品等。 

⚫ 大學儲蓄互助社 - 協會代表 (2018年) 

定期代表大學儲蓄互助社與其他儲蓄互助社開會，商討籌備每年國際日活動事項等。 

⚫ 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協會 - 福利主任 (2018年) 

負責促進會員福利，審視及籌備各項多元化活動，例如旅行、講座、興趣班等。 

 

對發展儲蓄互助運動的抱負 

⚫ 我會以積極、承擔、正面的態度，以持續有效的方向發揮對儲蓄互助各項功能；並鼓勵社員養成

節儉及儲蓄習慣，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發揚助人及自助的精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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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 董事會 選舉 
 

【候選人簡介】 
 

董事會候選人  (候選人五名；空缺三個)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4 溫運南 男 物業管理處 (電器組技工) 
 

 

候選人個人簡介 

⚫ 自 2005 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 2010 年至今為中大社董事 

⚫ 2017 年-2020 年為副社長 

 

 

參選綱要 

⚫ 本人和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一同經歷多次儲 

社大難題，如：香港特區政府對儲社稅務問題、投資 

顧問入稟索償案件等，現在亦一一迎刃而解。希望未 

來能夠繼續為儲社出一分力，請投本人一票。 

 

 

對發展儲蓄互助運動的抱負 

⚫ 為社員爭取更多福利，亦希望招納多一些年青同事加入儲社，收集不同年齡層之意見，使儲
蓄互助社更加緊貼社員多方面的需求，讓儲運精神得以延續並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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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董事及委員會委員選舉 
 

【候選人簡介】 
 

董事會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5 戚祖耀 男 電子工程學系  
 

 

候選人個人簡介 

⚫ 曾工作於多間大專院校，2017 年重返中文大學電子工程 

學系：任職電腦技術員。 

⚫ 於 2020 年正式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 現任教育委員會委員。 

⚫ 由 2020 年至今，擔任資訊科技小組成員。 

⚫ 2021 年 2 月參加了「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課程，獲 

頒授證書。 

 

 

參選綱要 

⚫ 善用所長；為儲社完善電腦系統；優化服務，出一分綿薄之力。 

 

 

義務工作簡介 

⚫ 教育委員會工作：與其他委員積極探討舉辦活動之可行性，無奈於疫情下難以實踐。 

⚫ 然而，無法進行實體活動之餘，本人與資訊科技小組合力推動「35 周年社慶新春大抽獎」，

以線上型式舉行；並受社員歡迎。 

⚫ 探討儲社資料全面電腦化。 

⚫ 在「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課程中，認知香港及鄰國儲蓄互助社於社務運作的資訊，知

己知彼。希望日後能將所學的；用於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對發展儲蓄互助運動的抱負 

⚫ 推動儲蓄互助社與時並進，邁向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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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 貸款委員會 選舉 
 

【候選人簡介】 
 

貸款委員會候選人  (候選人一名；空缺一個)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蕭明標 男 退休人士 (前大學圖書館) 
 

 

候選人個人簡介 

⚫ 前大學圖書館編目組工作，現已退休。 

 

 

參選綱要 

⚫ 優化貸款方案，爭取社員福利。 

 

 

義務工作簡介 

⚫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 業主立案法團。 

⚫ 校友會。 

 

 

義務工作經驗 

⚫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董事、貸款委員會主席/秘書、監察委員會秘書、教育委
員會委員及聯絡主任。 

⚫ 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 校友會主席。 

⚫ 社區社會服務。 

 

 

對發展儲蓄互助社運動的抱負 

⚫ 全力推廣儲蓄互助社「自助互助」的儲蓄互助運動精神，幫助社員解決經濟困難及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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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Credit Union 

 

2021/2022 年度 監察委員會 選舉 
 

【候選人簡介】 
 

監察委員會候選人  (候選人一名；空缺一個) 

候選人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楊玉燕 女 退休人士 (前生命科學學院) 
 

 

候選人個人簡介 

⚫ 本人曾服務香港中文大學約 28 年，主要在實驗室工作，內 

容包括生物科學研究，儀器管理及指導學生。1995 年加入 

香港中文大學儲蓄互助社。 

⚫ 2021 年 2 月參加了「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課程，獲頒 

授證書 

 

參選綱要 

⚫ 本人曾任第一區聯絡主任數年，一向樂意服務各社員。自 

2014 年起獲社員投票成為監察委員會成員，任內擔當主席 

一職，竭盡所能，全心全意服務，監察相關的社務運作，為 

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有更美好的發展盡一分力。 

⚫ 按社章執行各項監察任務，有效維護社員權益。 

 

 

義務工作簡介 

⚫ 2012-2014 教育委員會委員 

⚫ 2014 至今 監察委員會主席 

⚫ 2020 年  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之「儲蓄互助運動-優異服務獎」 

 

 

義務工作經驗 

⚫ 除儲蓄互助社工作外，本人自 2009 年開始，也參與本港一扶貧組織，推動國內一 些助學工

作至今。 

 

 

對發展儲蓄互助社運動的抱負 

⚫ 希望能鼓勵更多人參與運動，發揮互助精神。 

 

http://www.cue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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