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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積榖防飢

古語有云積榖防飢，養兒防

老，然而，現今世代積穀防飢還是

不可或缺的，養兒則未必可以防

老！反之，今天我們看到不少子女

因為成家後要置業上車，很多都要

父母支援買樓所需之首期或全資才

得以順利上車！倆老的退休金和積

蓄則水瓜打狗給予子女買樓建立蝸

居，天下愛子女之心莫如父母，所

以養兒防老現在只是在書本上看到的文字，現實世界則反之！

儲蓄，對現代人而言恍惚只是一個名詞而已，今天資本主義

的年代消費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反之，積穀防飢是中

國老農思想的遺毒，是落後於現今世代，是不合事宜的！月光族

是符合當今世界潮流才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受人生，然而，

當你成家後要擁有自己的蝸居是一大挑戰，就因為做慣月光族平

日並無餘錢，因此買樓首期必須求助倆老支援！

今天在世界各地無論先進國家或落後的第三世界都有儲蓄

互助社的組織，其宗旨及精神是倡導自助助人的精神，而香港中

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就是秉承著自助助人的精神為社員服務！

希望社員養成的儲蓄習慣可以達致防飢養老外，年輕社員自置物

業再不須倆老操心支援！幸甚！

王德忠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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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回顧和前瞻

2022年上半年，全球的金融市場在第一季罕
有地出現股債齊跌，美股是自上次衰退以來首次

這樣差，發生這種情況的機率是 1%。美股下跌
超過 20%，美國國債亦下跌超過 10%。

踏入第二季，影響金融市場的四大

因素異常地繼續惡化：

1.  俄烏戰爭持續緊張，沒有解決的跡象，打擾了能源和糧食的供應；

2.  美國、歐洲和其他主要國家的通脹達到 40年高位，各國中央銀行不斷加息；

3.  美國退市已經開始，市場資金縮減，使到擔心經濟衰退的情緒湧現；

4.  內地因疫情而實行封鎖的措施，使到經濟收縮停頓。

以上的因素引致全球股票、債券及外匯的跌幅較

第一季更甚。

基於市場仍然充滿不確定性，下半年宜作防守性

的部署，增加持有現金，並作中、短期的定期存款，

調整股票佔資產的比例。

司庫  林宗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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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社員周年會議
2021/2022年度社員周年會議已於 6月 8日紅色暴雨警告中，在 115位出席社員的見證下

順利舉行。當日，除了社員積極參與之外，「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派員出席，包括：儲蓄互助

社助理註冊官、高級二等合作事業主任、署理高級合作事業督察、合作事業督察等。同時，「香

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及總幹事，與及本社義務理財顧問均在百忙中抽空蒞臨。

因 2022/2023年度董事會有差額選舉，選舉氣氛十分緊湊，終在眾社員一人一票下選出了
新一屆成員。

2022/2023度董事及委員會成員名單

社　長 ： 王德忠先生 副社長 ： 羅志強先生
秘　書 ： 廖美蓮女士 司　庫 ： 林宗祐先生
董　事 ： 唐　珩先生、麥年豐先生、溫玉文先生、溫運南先生、黃杏梅女士

主　席 ： 羅志強先生
委　員 ： 王德忠先生、李非比女士、林楚玉女士、唐　珩先生、
  陳秀娟女士、陳綺美女士、廖美蓮女士

主　席 ： 蕭明標先生
秘　書 ： 林楚玉女士
委　員 ： 張紅瑜女士

主　席 ： 楊玉燕女士
秘　書 ： 張蘭珍女士
委　員 ： 黃彩蓮女士

董事會

教育委員會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新一屆貸款委員會成員 

新一屆監察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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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會感言 集思會的迷思

本年度的集思會已於 7月 16日（星期六），在油麻
地城景國際酒店舉行，參與人數共 23人，包括董事會各
董事、貸款委員會成員、監察委員會成員、教育委員會成

員及 9個功能小組成員和辦事處職員。

會上社長王德忠先生一路引領各功能小組負責人和

召集人，向大家講解各小組之功能與展望，使得各與會的

成員和辦事處職員均能清楚瞭解其他個別功能小組的運

作，達至互相配合，令社務未來發展更進一步！

集思會期間，各帶職董事和功能小組負責人或召集人，

均十分坦誠地為過往社務上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方式，表達各自的觀點，並提出改善的建議。

當然其中有許多事項和活動仍然因新冠疫情所困擾，但隨著政府的防疫措施逐漸放寬而有

望重新安排及舉辦。另外，本社為加強與各社員之間的聯繫，將盡快建立網絡訊息通告系

統，改善服務效益。

 集思會召集人  羅志強

中大儲社每年新一屆董事會成立伊始都有舉辦集思會，

有社員會問為甚麼要辦集思會？一整天的集思會其目的好讓

新舊董事委員互相認識、溝通，磨合以方便日後工作中取得

的默契！疫情前，集思會地點一般都選擇內地舉行，主要是

希望會議過程中減少大家不必要的分心和離隊。

今年集思會於七月中旬舉行！會中分享了儲蓄互助社法例和法

例中必須遵循的法律責任，當然本社章程和政策指引亦是不可或缺

的議題。法例和章程固然必須遵守，然而，更應清楚和明白我們作

為儲社董事、委員和本社職員的行為規範和守則。例如：我們必須

清楚瞭解自身的「權力」來源，我的「權力」來自法例、社章和本

社社員大會！就以儲社社長為例，他的責任是要如何協調董事會和

各委員會日常工作步伐、如何保障社員的儲蓄安全，從而達至社

員存款合理回報。

簡言之，儲社義工團隊，包括：社長、董事和委員

並沒有甚麼「權力」可言，更遑論特權！同樣，作為儲社

團隊一份子亦不應有強烈的使命感，不應有捨我其誰的心

態！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我們的責任只在保護

社員存在本社血汗錢的安全，爭取社員存款合理的回報，

發揚儲蓄防飢的良好習慣！志向雖小，責任重大！期與

儲社團隊夥伴共勉之！！！

社長  王德忠

本人第二次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儲蓄互助社集思

會，當日的流程緊湊，各小組提出詳盡介紹及建議，

饒益義趣，每個環節後設有問答時段，使參與者更加

聚精會神地聆聽。

有幸參與當中的修章小組，介紹相關功能及展

望，雖然熟讀儲蓄互助社社章有點困難，但藉此機

會加深認識及查究當中的意義是很有趣味性，畢竟

我年資尚淺，有賴社長百忙中給予寶貴意見及提

點，感謝小組成員的努力，當日大

家從遊戲中學習社章；印象更為深

刻，使我獲益良多。   

董事會秘書  廖美蓮

65



2021年度大旅行

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活動

日期：2021年 11月 28日（星期日）
地點：地質公園橋咀洲

共 56位社員、工作人員參與

羽毛球比賽

日期 ： 2022年 8月 7日（星期日）
參加社員 ： 吳文生先生、林曉東先生
獎項 ： 公開組雙打季軍及 
  先進組雙打亞軍

線上問答遊戲

日期 ： 2022年 7月 28日至 8月 5日
參加社員 ： 鍾燕珊女士
獎項 ： 安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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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

貸款委員會資訊

儲社資訊

社員貸款最高上限提高至 30萬元

董事會於 2022年 7月 16日舉行 2022~2023年度集思會，席間發現有些董事委員對
於現時的 「貸款資格及條款」，仍未知悉清楚，在此向各位社員再次簡述如下：

本社現在增加以 WhatsApp向社員發放活動資
訊及最新消息。如社員有意接收，請用此網上表格

登記，以便安排。

https://forms.office.com/r/NDahdSWdEm

此項安排是點對點的聯繫，第三者不會看到社

員的電話，以確保社員的私隱。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14 3383與本社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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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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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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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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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社員心聲欄

 150~200字內，$200超市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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