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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枉過「證」

社員近年到儲社辦理有關業務時

需出示儲蓄互助社社員證，此項措施實

行後引起部份社員反感，就因為忘記或

沒法出示社員證而白走一趟，尤其已離

職和退休之社員反應更大；認為是否矯

枉過正，亦因此有社員憤而退社，雖經

辦事處職員耐心解釋，但很遺憾還有社

員堅持退社！ 然而社員證之設立是有其必要性的，社員證除可
証明持證者為儲社社員外，本社年中不少活動和社員福利是需要

社員證才可接受辦理，故必須用社員證核實身份！有社員出示大

學職員證！但很抱歉，大學職員證並不能証明其為儲社社員，因

為現時還有大部份大學同事並非儲社社員，故辦事處職員只好執

行董事會的指令。當然，董事會亦訓示職員要有禮地耐心對社員

的查詢或不了解作解釋！同時在各種活動的單張必須清楚列明出

示社員證（職員一直在執行中）。社員證可於香港儲蓄互助社協

會有聯繫的商業行號享有服務優惠，或其他商號購物優惠，故到

儲社辦理業務出示社員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因此為社友帶來不

便和困擾，在此謹致萬二分歉意！！！

王德忠

社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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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知否，應是鼓勵儲蓄！ 

「儲蓄獎勵計劃」之計算方法

源於2013年度發現舊有計算方法出現漏洞，
導致不公平現象，因而由 2014年度開始改變為
現行的計算方式。從前只計算儲蓄金額而不扣減

該年度退股，導致派發餅卡的數目有 3千多張與
5千多張的分別， 當中發現有社員在沒有增加儲
蓄總額而獲得獎勵。

本社的宗旨是鼓勵社員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積少成多，以達到助人自助為

目的。

個案二和三明顯不是良好儲蓄習慣，一年後並沒有增長儲蓄總值。況且此漏

洞如不修正，更加會影響所有社員仿傚此模式從而多獲數張餅卡。

於 2014年 9月 23日中午與投訴的社員會面
有社員誤以為每年於本社儲蓄是以零存整付形式進行，所以於年度結束後，

即代表已完成整年的儲蓄，應可取回款項和利息，及已達到儲蓄獎勵的目標，應得

到相對的餅卡數量。

於 2014年 9月，董事會成員與多位作出投訴的社員會談，分析修補漏洞的前因
後果，社員基本上接受新的計算方法，但亦提出取消此獎勵計劃以免產生不公平現象。

司庫  陳偉強强

個案一

社員甲每月儲蓄 1
萬，沒有退股，可

獲 6張餅卡。

個案二

社員乙每年 4月提
取 12萬，及後每
月儲蓄 1萬，可獲
6張餅卡。

個案三

社員丙於每月儲蓄

1萬，但每月同樣
退股 1萬或每兩個
月退股 2萬，可獲
6張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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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董事會及
各委員會成員名單

儲蓄互助社成立的目的，就是儲蓄互助；在大家有需要時，得到適合和切實的支援，以

解決燃眉之急；或改善環境，提升生活質素。社員在現行機制下，也可提取股金應付所需。

貸款委員會每年在適當的時候，如：開學、交稅、暑假期間，提供適時適切的各種貸

款優惠；使社員輕鬆和有計劃地應付財政開支。

 

此外，社員也可建議其他貸款優惠項目，給貸款委員會參考。最後，善用貸款優惠，

生活更有序。

貸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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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主　席 ： 林宗祐先生 秘　書 ： 陳綺美女士
委　員 ： 李非比女士、李錦耀先生、林楚玉女士、唐雪梅女士、  
  麥年豐先生、張修梅女士、傅有明先生、魏琼華女士

教育委員會

主　席 ： 溫玉文先生
秘　書 ： 蕭明標先生
委　員 ： 張紅瑜女士

貸款委員會

主　席 ： 楊玉燕女士
秘　書 ： 張蘭珍女士
委　員 ： 黃彩蓮女士

監察委員會

儲蓄互助-貸款優惠

2019年 9月，本委員會更新了貸款計算公式：
每宗貸款的最高額是港幣 25萬元 *，社員的個人貸款額則依據下表所列公式計算：
= [儲蓄增長額 ª x 5（金額不多於 10萬元） ] + 股金結餘
  *實際審批金額視乎貸款委員會最終決定               ª過去 12個月的儲蓄額 減 退股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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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吳文生   林曉東
季軍：羅錦榮   趙德偉 

冠軍：吳文生 社員梁婉玲家屬獲得 
遊戲組季軍

2019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活動

夜釣墨魚活動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聯同各大、小儲蓄互助社

合辦了十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慶祝「國際日」。本社社

員及其家屬參加了「儲社探訪」、「射箭同樂日」、「羽

毛球比賽」和「鬥地主遊戲 /比賽」；當中比賽項目更
獲佳績。期待下年有更多社員和家屬支持。

本社社員獲獎名單：

熾熱的夏季，空閒時與其留在室

內嘆冷氣悶一個晚上，不如參與一些

爽快的活動。故此，本社近年四月至

六月都舉辦夜釣墨魚活動，今年活動

已於 5月 31日舉行，讓社員趁機相
約一起出海釣墨魚，吹著涼涼海風，

在船上一邊釣、一邊玩、一邊食、一

邊唱 K，齊齊享受一個愉快的晚上。

羽毛球比賽 鬥地主遊戲 /比賽
男雙先進組 男單先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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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忠社長致歡迎詞

周年晚宴

  董事會成員

  周念晚宴籌備委員會接受副社長頒贈感
謝狀

  接待小組成員

  社員們聚首一堂

  社員相約一同參與

  本社司庫與中央社社長
及

司庫

  精英社社長

  王社長頒發委任狀予本社法律顧問、理財顧問
及社務發展顧問

  本社司庫及董事會秘書表演助慶   表演嘉賓 - 鍾偉明先生

  儲蓄互助社註冊官、中大人力資源處處長、本社董事委員、理財顧問及社務發展顧問
  核數師、本社董事委員董事委員及法律顧問

  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中大職協、
大學社、水務社、中央社代表  前董事賴羅有女士獲

王社長頒贈 

感謝狀

  資深教育委員李錦耀先生獲王社長頒贈嘉許狀

  著名女星 - 吳麗珠小姐

  司儀 - Stanley 及表演嘉賓 - Miranda

一年一度中大儲社社員周年聯歡晚宴已於 5月 25日
假「倫敦大酒樓」圓滿舉行，當晚宴筵開 42席，嘉賓和社
員歡聚一堂，言笑聚舊，美酒佳餚，更有超過 130份幸運大
抽獎獎品，讓氣氛高漲，大家都滿懷興奮等待做幸運兒呢！

今年大會邀到著名女星吳麗珠小姐和全港十八區歌唱

大賽冠軍鍾偉明先生落力獻唱多首懷舊金曲，首首動聽，

曲曲優美！

全晚高潮，當然是司庫陳偉強為董事林宗祐唱出的

「舊歡如夢」伴舞助興，全場起哄，和聲與掌聲此起彼落，

更有社員也隨歌起舞，歡喜滿溢，曲終人散，各人依依不

捨地離開，明年再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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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

參加對象 ： 本社社員
文體及字數 ： 中文、圖文、照片不拘，  
  3000 字以內。 
繳稿方式 ： 將圖文著作電子檔及作者 
  個人資料電郵至 
  staff@cuecu.hk 收。 
邀稿截止日期 ： 撰稿之有關活動後兩星期內。

本社編輯保留刪改及刊登的最終權利。稿件一經採

用，將薄酬 HK$100超市禮券。

各社員撰稿

活動預告

敬請密切留意本社網頁。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分區活動 2019年 9 - 12月

手機攝影班 2019年 10月 2、9、16日

大旅行 2019年 11月 24日

理財講座 待定

蛇宴聚餐 待定

新春活動 2020年 2月

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AEOI）

《2019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修訂條例》）於2019年3月1日刊憲，
《稅務條例》（第 112章）關於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自動交換資料）
的法律框架將由2020年1月1日起作出修訂，使相關條文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
合組織）公布的要求一致。

《修訂條例》要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 426 章）
註冊的職業退休計劃、匯集協議、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和儲蓄互助社由 2020年起遵從
自動交換資料的盡職審查及申報責任。若相關機構的成員屬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

居民，該等機構須在 2021年向稅務局就有關成員的財務帳戶資料（涵蓋 2020年的
資料）作首次申報，以供稅務局傳送至相關稅務當局。

因此，本社在未來１年內必需收集各社員的﹝自我證明﹞表格。

此﹝自我證明﹞表格為帳戶持有人（即各社員），就其稅務居民身分作出的一

份正式聲明。

詳情可參閱網址：https://www.ird.gov.hk/chi/ppr/archives/19030101.htm

本社現正準備﹝自我證明﹞表格；將適時發出，社員務必填報有關資料，稍後

由本社提交至稅務局以確認社員的稅務管轄區身份。

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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