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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社國際日

每年的 10 月份第 3 個星期四，為
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是全球儲運人士的
大日子，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分別舉辦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及董事與國際日籌備委員會主席進行祝酒儀式

不同活動以茲慶祝。上世紀 60 年代，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牽頭舉辦活動，讓
全港儲蓄互助社社員及家屬一同參與。

儲蓄互助社是個合作金融組

於歷屆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活動中，曾經

織，二十世紀在加拿大和美國發展為

舉辦過各式各類活動，如：棋賽、球類

社員的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運動

比賽、境內 / 外旅行、遠足、攝影、長跑、

於 1938 年傳抵亞洲，首先在菲律賓

高爾夫球賽、歌唱比賽、繪畫、頸巾編

推展，二次大戰後逐漸推廣至其他亞

織、友社探訪活動、硬式飛鏢、兒童時

洲國家。

裝表演、賣旗、漁護署植樹活動、嘉年
華會、國際日聚餐，以及今年新添的線

1960 年代，儲蓄互助社的概念
由天主教耶穌會郭樂賢神父引入香

上賣物會、網上儲運常識問答遊戲和短
片拍攝比賽等等，項目眾多。

港，在郭神父積極推動下，並與港英
政府磋商儲蓄互助社的法案。1964

2021 年，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

年，郭神父協助成立了全港第一個儲

助社應邀擔任國際日活動籌備委員會統

蓄互助社「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

籌社，聯同各友社協助協會商議和籌辦

1966 年，八家儲蓄互助社正式組成

各項活動。由於社會運動與疫情關係，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1968 年，

國際日聚餐已停辦兩年了，協會鑒於本

港英政府通過「儲蓄互助社條例」( 香

港近期疫情漸趨緩和，故此今年的聚餐

模式。

府舉行，各友社均派出代表參與，加上

港法例第 119 章 ) 規定儲蓄互助社的

已於 10 月 16 日，在尖沙咀新港中心煌
多場幸運抽獎，場面氣氛熱鬧，大家均
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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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活動花絮
隨著疫情漸漸緩和，在教育委員會及辦事處職員努力下，
與餐廳商討分區活動，又要符合防疫措施，終於在 9 月 28 日，
順利進行第一場分區活動。
因疫情關係，分區活動有兩年未能舉辦，所以今年分
區活動大受歡迎。除了首場於 9 月底舉行外，10 月份亦已在品御軒、
SeeYou@Shaw、君臨宴會廳完成了三場；餘下尚有三場將於 11 月舉行。
各場活動都滿座，社員又可以歡欣聚首一堂，享受一個歡樂午餐。
因要符合政府防疫措施，今年取消抽獎活動，而將抽獎費用補貼於餐費中，各社員明
白，大表讚賞。
此外，大旅行已於 11 月 28 日舉行沙洲橋咀一天遊，歡樂報導將詳見下期《蓄訊
鴿》，多謝各位！

教育委員會主席 黃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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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課程
「儲蓄互助運動」乃全球性組織，從每家儲蓄互助社起；有當地協會，如：「香港儲蓄互

在 2021 年 2 月 1 日 至 4 日，

助社協會」，以致「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及「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在各層面提供支

本人參加了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

援和培訓。

的 CULEG(Credit Union Label of
Excellence in Governance) 培訓課程，

上述單位按年推出各類型會議及課程，讓世界各地儲運人士參與，從而集思廣益後；將之
融會貫通地推展至儲蓄互助社，使社務更進一步和完善營運工作。

藉此多些瞭解儲蓄互助社的運作。課
程緊密而輕鬆，學員透過互動遊戲、
答問、小組討論、經驗分享等等，以
瞭解關於儲蓄互助社的有效管治。

2021 年 2 月至 7 月期間，本社已有 3 名委員完成了亞盟會舉辦的線上課程，並獲取相關
證書。「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董事會萬分感謝委員們無私貢獻，在百忙中抽空參與
課程及作以下分享：

4 天課程內，分享了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儲蓄互助社的運作模式，大部份參與者都很專業，與其他儲蓄互助社體積相比，
中大社的規模較小，雖然本社架構跟他們有所分別，但管治的理念也值得參考借鏡。

今 年 2 月 份， 與 教 育 委 員 戚

教育委員會委員 戚祖耀

祖耀先生一同參與亞盟會舉辦的線
上課程：儲蓄互助社卓越管治標籤
(Credit Union Label of Excellence in

感謝中大儲蓄互助社，讓我有這

Governance) 是介紹一個用作內部評

機會，能參與亞洲儲蓄互助社同盟會

核的方式，評核基於 11 個評審原則，

舉辦的管治訓練課程 --CULEG。

包括：參與、透明度、問責制、共識
方針、效率和有效性、公平、遵守規
則、條款與規則、領導者的策略和遠

在全球疫情肆虐下，課程以視

見、領導者的認知與技巧、組織效益、

像會議形式進行。藉著亞洲區不同地

網絡問責制。課程有助參加者深入瞭解各原則的重要性。

方的儲蓄互助社執行委員出席是次訓
練，透過互相討論和分享，把有效管

是次有 18 位學員，分別來自菲律賓、香港、印尼和尼泊爾，課程中大家分享社務及

治的 11 個要點清楚演繹。了解到不同

營運困難，交流心得。從監察委員角度來看，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儲社運作有沒有偏離

層面的情況或有相似。亞盟會的管治

政策；財務處理時有沒有不合法的個人收益；觀察整體誠信，有沒有刻意隱瞞事實的情況。

要求相當嚴謹，這亦反映出，無論在那裡；嚴謹的管治，才能有效地讓儲社健康成長。

最後，亞盟會要求學員用「卓越管治標籤」評分表格；為本儲蓄互助社評估，評估結

在訓練課程中獲益良多。作為監察委員會一員，除了增加自己的知識外，還希望能夠
把所學到的，實際地應用在本社的管理當中，冀能提升本社有效的管治，增加儲社的透明

果是本社管治評級達銀級水平。

度，讓社員更具信心。

監察委員會主席 楊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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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秘書 張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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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條款優化
社員貸款最高上限提高至 30 萬元
社員最高貸款額於一九九九年定為港幣 25 萬元，經歷年通貨膨脹，未有隨經濟情況修訂。
貸款委員會多年來持之以恆，為社員爭取更理想和更多助力的貸款條件，久經研究取捨，董事
會批准通過，由 2021 年 10 月起最高貸款額修訂為港幣 30 萬元正。

修訂詳情：
＞每宗貸款額最高港幣 30 萬元 *，社員的個人貸款額則依據下列公式計算：
【每月薪金 × 5（不多於 15 萬）＋股金結餘 】
* 實際審批金額視乎貸款委員會最終決定

股金結餘越多，運用貸款的能力越強；貸款用途以改善生活及應付急需之用。
申請手續、審核程序及還款……等跟現時處理辦法一樣，祈能幫助社員善用儲社資源，發
揮助己助人的儲運精神！

貸款委員會主席 蕭明標

邀稿
本社編輯小組保留刪改及刊登的最終權利。稿件一經採用，將薄酬以作鼓勵：

I.

II.

一般活動（社員個人“趣聞趣談”、“旅行遊記”等）
I.1

單一相片加解說：$100 超市現金券；

I.2

相片附 300~400 字描述過程：$300 超市現金券。

會員心聲欄
150~200 字內，$200 超市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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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社員大行動

招募計劃已正式展開，歡迎有興趣的
同事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本
社持續鼓勵社員善用金錢，養成良好儲蓄習
慣，審慎及有效理財，提倡自助及互助精
神，以及承擔社會責任。
由即日起，首 50 位成功入社之新社員
可獲得精美紀念雨傘壹把；推薦人亦可獲
取豐富獎賞，詳情可瀏覽本社網頁：www.
cuecu.hk 或致電 2614 3383 查詢。
招募社員推廣期間，我們董事及辦事
處職員積極參與協助派發宣傳單張，讓更多
同事認識本社，將來有機會參加各項活動，
與眾同樂。

董事會秘書 廖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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