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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共業下的儲運

自去年社會事件開始，香港陷入一

片混亂，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每年都計

劃不少文娛康樂活動給予社員參加，大

受社員歡迎。可惜，去年因各種客觀環

境的改變令很多活動因此而取消，大環

境使然非人們的意志所能轉移的！這情

況不但中大社如此，香港儲運亦受到很

大的影響和衝擊，本來按照往年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為推動儲運

而舉辦的國際日活動都無法舉行而陷於停頓！更甚者，香港各個

儲蓄互助社之間；每年頻繁的交流或互訪活動亦因此無法進行。

 
當進入 2020年初社會事件稍趨緩和，社會開始回復正常時，

不幸肺炎疫症來勢洶洶，接踵而來的；再一次打亂我們計劃各項

為社員舉辦的活動。有見及此，本社正積極討論在沒有活動的情

況下籌劃些其他可以回饋社員的項目！以補活動之不足！

王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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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證明表格樣式

9999

司庫的話

「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全港儲蓄互助社按稅務條例，

由 2020年起遵守「自動交換財務
帳戶資料」規定。

在自動交換資料標準下，儲

蓄互助社須根據盡職審查程序，

以識辨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

民所持有的社員帳戶。儲蓄互助

社須每年收集並向稅務官提交該

些帳戶的所需資料。

社員可能需要就個人資料

（包括稅務居民身份）提供自我

證明，使儲蓄互助社能識辨須申

報帳戶。

隨本刊物附上「自我證明表

格」乙份，敬請於 2020年 12月
22日前交回本社辦事處，須提交
正本以作記錄及供審核用途。交

回此表格可獲得小禮物乙份。

如要瞭解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詳情，可瀏覽稅務局相關網頁： 
www.ird.gov.hk.chi/tax/dta_aeoi.htm。

司庫  陳偉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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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會議

自 2020年 6月 13日成功舉行社員
周年會議後，新一屆董事 /委員已被選出。
董事會一直希望儘快舉辦「聯席會議」，

讓新任委員們瞭解權責及探討社務發展。

原定計劃於 7月底至 8月上旬舉行，基於
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第三波以致延誤。不論

在場地或日期方面，多次更改，終於在 9
月 26日，於彩虹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郭樂賢神父紀念堂順利進行。

雖然，疫情持續嚴峻，各董事及委

員們仍然抽空出席會議，務實參與討論。

在限聚令下，大會安排餐盒作午膳，用膳

後，各人繼續分組商討議題，建議不少事

項供董事會考慮，以便優化及改善社務。

在全球受到疫情影響之情況下，全體董事 /委員堅守其義務工作的責任，於公餘時間捨棄陪

伴家人，為本社社員服務，履行職責，實在值得讚許。

社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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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社員周年會議
2020年是充滿挑戰性的

一年，由年初新冠狀肺炎病

毒肆虐，香港以至全世界的

人都置身於前所未有的環境

中生活。很多以往想不到的

情景，都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如在家辦公、網上購物、買

外賣、社交活動停頓、不能

往外地旅遊等，這都帶來我

們很多的不方便和不習慣。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面對疫情的嚴竣，很多給予社員參與的活動被迫取消，惟是，

每年的社員周年會議，需要按香港政府《儲蓄互助社條例》第 119章 25條，須在每個財政年度終
結後 90天內，舉行社員周年會議。最後，我們決定於 2020年 6月 13日舉行周年會議。

在籌備周年會議過程中，我們面對重重困難。首先是會議舉行的地點，以往我們在校內借用

演講室舉行周年會議，但今年因疫情嚴重，大學取消了一切講室的預訂；我們隨即一方面考慮向

中大學生會借用文化廣場，另一方面，向酒店租借活動室，以便舉行周年會議。但是也由於疫情

嚴重，中大學生會的同學們都沒有回到學校，故此，一直沒有回覆；而酒店則接受申請，但卻不

能確定和接受我們的訂金，因為恐怕政府防疫措施不容許。在苦無計策下，最後我們想到向香港

儲蓄互助社協會租借在彩虹邨的會址，非常感謝協會答允了我們的申請，加上疫情有少許回落，

董事會便決定破天荒在校園之外舉行周年會議。

解決了場地的問題，我們考慮到社員是否願意山長水遠去彩虹邨出席周年會議？出席社員

人數是否符合會議法定人數？為了鼓勵和答謝社員出席，我們決定向出席社員派發超市禮券和

西餅券。

在眾志成城下，我們的周年會議順利進行，選出新一屆董事會、貸款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

成員，有 111名社員參與，比我們預期的人數多。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出席的社員，儲社各單位
的伙伴，亦非常感謝辦事處職員的努力和安排。使到今年這個不一樣的周年會議圓滿成功。

新一屆董事 /委員名單，詳見本社網頁：www.cue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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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通訊
本社由 2015年 5月起，舉辦「社員招募會」目的是讓有興趣申請入社的中大職員對本社

運作、社員權益及儲蓄互助運動有所瞭解。填妥之申請表連同有關資料將交由董事會進行審批。

「社員招募會」已舉辦了多次，參加者反應熱烈，表示招募會內容能提供渠道讓他們對儲

蓄互助社有更深入瞭解。

現時，本社約兩個月舉行一次「社員招募會」，詳情於本社網頁公布，敬請留意及提醒您

們有意成為社員的同事！本社亦可按不同部門所需而舉辦招募簡介，歡迎與辦事處職員聯絡。

辦事處

更新指定承繼人資料
就確保社員之指定承繼人資料紀錄適時，建議社員定期更新，以免聯絡失誤。

隨本刊物附上「指定承繼人證書」，務請各社員填妥後，寄回或交回辦事處，讓職員存檔。

往後，如需更改資料，可重新填寫表格後交回辦事處替閣下更新。

監察委員會

積穀防饑
踏進 2020年，本迎來新年新氣象，重新啟航，奈何爆發肺炎疫症，年初至今，百業蕭條，

民生凋敝，使我們想起積穀防饑的重要。

遇著好像今年的情況，經濟上突然遭到阻滯，若在平時有節約儲蓄，便可解決燃眉之急。

儲社成立的目的，就是透過儲蓄，達至自助互助，貸款予社員以應付不時之需或作生產用

途，此外，透過儲蓄互助社的教育，養成有系統的節約習慣，適當地處理私人財務，以有效地

運用金錢，提高生活質素。

貸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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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口罩在今年起成為各個家庭的必須品。在口罩的包裝上會印有口罩的級別和標準，你

對這些標籤有多少認識？

什麼是 BFE、PFE、VFE？
3 大口罩測試標準 BFE（細菌過濾效率）、PFE（微粒子過濾效率）以及 VFE（病毒過濾

效率），均是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的濾率測試標準，此標準世界多國都
會使用。BFE、PFE、VFE數值愈高代表過濾效果愈好。

希望大家瞭解標籤的意思，選購口罩亦更安心！儲蓄互助社稍後會向每位社員派發口罩，

以示小小心意！希望大家在抗疫期間注重個人衛生，保持身心健康！

口罩規格資訊

【美國】

防護級別：ASTM F2100 Level 1、Level 2、Level 3
最低（Level 1）：BFE、PFE >95%
中等（Level 2）：BFE、PFE >98%
最高（Level 3）：BFE、PFE >98%

【歐洲】

防護級別：EN14683 Type I、Type II、Type IIR
歐洲 EN14683 跟 ASTM 相同，但就更著重測量 BFE 以及壓力差，但就沒有量度 PFE。
最低（Type I）：BFE >95%
中等（Type II）：BFE >98%
最高（Type IIR）：BFE >98%

【韓國】

防護級別：KF80、KF94、KF99
KF80：阻擋 80% 或以上的 0.6 µm 微粒
KF94：阻擋 94% 或以上的 0.4 µm 微粒
KF99：阻擋 99% 或以上的 0.4 µm 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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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資料
社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社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得獎者將獲短訊通知）

邀稿
截止日期：撰稿之有關活動後兩星期內。

本社編輯室保留刪改刊登的最終權利。

稿件一經採用，將薄酬 HK100超市禮券。

第 59 期有獎問答遊戲 

社員活動意見調查

1.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成立幾多週年？

2. 2019/2020本年度儲蓄互助社社員周年會議在那一天舉行？

3. 儲蓄互助社的那一個委員會負責審批社員貸款？

4. 想成為儲蓄互助社社員的同事，必須參加什麼活動？

5. 本社辦事處地址是在哪？

6. 本屆聯席會議在那裡舉行？

1. 您最喜歡儲蓄互助社曾經舉辦的甚麼活動？

□ 分區聚餐  /  □ 大旅行                      /  □ 講座                       /  □ 興趣班                       / 

□ 其他 

2. 您建議儲蓄互助社舉辦甚麼類型活動？

為更瞭解社員參與活動的喜好，本社現進行意見調查，希望社員提供寶貴意見，以作日

後舉辦活動時作參考之用。

參加辦法

填妥有獎問答遊戲及活動意見調查；連同以下參加者資料於 2020年 11月 30日交回本
社辦事處或傳真至 2603 7275。

得獎名額 10位，若答中之社員多於 10名，將以抽籤決定；答中而又被抽中的社員，
將獲得麥當勞二十元現金券。答案及得獎名單以本社公布為準，不得異議。

** 本社董事及各職委員不能參與是次有獎遊戲，以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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