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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社長的話

香港儲運的困局香港儲運的困局

早前參加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舉
辦之「社長及代表座談會」，會上討
論有關“社區社”及“堂區社”所面
對營運困難，各社代表都非常踴躍發
言，各抒己見，提供各種改善建議！

儲 蓄 互 助 社 運 動 原 始 精 神 是 
「自助助人」，然而，在開發中及已
開發的國家或地區純粹助人渡過經濟

困難的因素已逐漸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已開發的地區，社會保障
日趨完善，基層市民生活遇上經濟困難有社會福利制度的支援，
因此，香港儲運已失去原本助人之最大目的，取而代之是為在儲
社存款的社員謀取合理回報！換言之，從助人的道路上走向為社
員增加個人財富與原本以助人為主軸之目的相違背，然，這種趨
勢已是儲運現今存在的真實及不爭的事實及現象！

故此，儲運發展成熟的國家或地區已將儲蓄互助社發展成為
金融機構，日常業務及運作與一般銀行無異。美國和加拿大等儲
蓄互助社等同銀行業務運作恒之已久，亞洲地區：日本、南韓、
泰國、菲律賓等儲蓄互助社都迎頭趕上達到銀行運作的規模。

因此，未來香港儲運的發展何去何從，固步自封日趨末落？
或轉型營運模式延續儲運的未來發展空間，如何轉？！怎樣轉？！
是日後香港儲運領袖們必須思考和探討的課題！否則香港的儲運
將會落後於世界儲運的洪流！

王德忠社長

2022 年是難忘的一年，在投資方面，是半世紀以來；股票
和債券罕有齊跌的年份，打破了「股債互補」的傳統投資智慧。

根據本社現時的財務報告顯示，雖然 2022 年挑戰重重，但
是本社的財務狀況是健全和穩健的，流動現金加上定期存款，佔
整體資產大約超過百份之六十。

2023 年第一個月剛剛過去，全球股市、債市都大幅反彈，
反轉了去年股債齊跌的罕有現象。中國的投資環境有著「翻天覆

地」的改變，中國政府將搞好經濟作為工作重心，許多打壓、整

頓各行各業的措施，基本上已經完成，達到目標；加上防疫政策

亦全面解封，中國的經濟看來會好。

美國通脹可能見頂，連續 6 個月放緩；聯儲局在去年 12 月
的會議放緩加息步伐至 0.5 厘。今年 2 月 1 日凌晨，公布的加息
步伐進一步降至 0.25 厘。而 3 月同樣會加息 0.25 厘。之後，5
月的會議將會停止加息，再看看美國通脹是否有反彈，便會再加

息；故此，聯儲局預測 2023 年底利息為 5.1%。除非美國經濟
失速引致衰退，否則年內減息的機會相信仍屬渺茫。

俄烏戰爭處於膠著狀態，有望透過外交活動，最終達成停

火；而西方國家亦恢復向俄羅斯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商品及農產

品價格大幅回落，全球通脹的問題，得以改善。

2023年可能是一個投資回報好的年份。有危有機，我們會調
整資產配置，以穩健理財的概念，減少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為

本社社員福利、活動和社務發展提供穩定和健全的財務狀況。

司庫 林宗祐

有危有機  穩健理財有危有機  穩健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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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大旅行2022 年度大旅行

新冠病毒困擾大家已達三年之久，由於政府近日陸續新冠病毒困擾大家已達三年之久，由於政府近日陸續

放寬防疫措施，使得我們可以再次舉辦本年度大旅行。放寬防疫措施，使得我們可以再次舉辦本年度大旅行。

12月 4日，星期日，天朗氣清，風和12月 4日，星期日，天朗氣清，風和
日麗，溫度適中。0815時，各位參與旅行的日麗，溫度適中。0815時，各位參與旅行的社社員及委員們準時在大學站齊集。員及委員們準時在大學站齊集。

0845時，大旅行正式由馬料水碼頭登船出發開始，沿途風平浪靜，馬鞍山和船0845時，大旅行正式由馬料水碼頭登船出發開始，沿途風平浪靜，馬鞍山和船
灣淡水湖的景色盡入眼簾，只是途經赤門海峽時，有點大風，但未致寒風刺骨，灣淡水湖的景色盡入眼簾，只是途經赤門海峽時，有點大風，但未致寒風刺骨，

而海峽兩岸的火山熔岩柱石，岩漿凝固成的奇形怪石令大家十分雀躍。當船進而海峽兩岸的火山熔岩柱石，岩漿凝固成的奇形怪石令大家十分雀躍。當船進

入印洲塘海域後，再次回復風平浪靜，全程並無入印洲塘海域後，再次回復風平浪靜，全程並無社社員有暈船浪或感覺不適。員有暈船浪或感覺不適。

由於今次旅行由旅行由於今次旅行由旅行社社自行租船，可以安排三個景點，如荔枝窩、 自行租船，可以安排三個景點，如荔枝窩、 
吉澳和鴨洲，相比其他船遊旅行團只有兩個景點，甚受吉澳和鴨洲，相比其他船遊旅行團只有兩個景點，甚受社社員們歡迎。員們歡迎。

是日旅程包括參觀有三百年歷史的荔枝窩客家古圍村，和村內的協天是日旅程包括參觀有三百年歷史的荔枝窩客家古圍村，和村內的協天

宮、風水林、百花魚藤與紅樹林等。吉澳漁村的天后宮和故事館，至於宮、風水林、百花魚藤與紅樹林等。吉澳漁村的天后宮和故事館，至於

中午團餐亦很豐富，比預期為佳。鴨洲的奇岩怪石更是大家取景打卡中午團餐亦很豐富，比預期為佳。鴨洲的奇岩怪石更是大家取景打卡

的指定動作，島上小山丘的觀景台可盡覽全島和對岸的深圳鹽田港。的指定動作，島上小山丘的觀景台可盡覽全島和對岸的深圳鹽田港。

在此順帶一提，今次參與旅行的在此順帶一提，今次參與旅行的社社員全程十分守時，無人走員全程十分守時，無人走

失。旅行失。旅行社社兩位導遊表現極專業，沿途悉心介紹各處景物的資訊，兩位導遊表現極專業，沿途悉心介紹各處景物的資訊，

大家均盡興而還，依時踏上歸程。大家均盡興而還，依時踏上歸程。

教育委員會主席  羅志強教育委員會主席  羅志強4 5



一而再，再而三延期的晚宴聯歡，終於在疫情逐漸褪卻一而再，再而三延期的晚宴聯歡，終於在疫情逐漸褪卻

和政府限聚令解除下，已於 2022年 12月 27日順利舉行。和政府限聚令解除下，已於 2022年 12月 27日順利舉行。

久違了的歡聲笑語重現晚會會場，一張張真摯開懷笑臉和連綿不斷的相互問候久違了的歡聲笑語重現晚會會場，一張張真摯開懷笑臉和連綿不斷的相互問候

充斥會場！充斥會場！

隨著司儀宣布揭開序幕，一道道佳餚美饌和精隨著司儀宣布揭開序幕，一道道佳餚美饌和精

彩的歌聲助慶，參與者更興奮地化身小粉絲團團地簇彩的歌聲助慶，參與者更興奮地化身小粉絲團團地簇

擁偶像拍照；繼續而來的大抽獎為晚會推上高潮 ！擁偶像拍照；繼續而來的大抽獎為晚會推上高潮 ！

因限聚令緣故，今次只能舉辦 20席，多謝儲因限聚令緣故，今次只能舉辦 20席，多謝儲
蓄互助蓄互助社社董事們貼心地為未能參與之董事們貼心地為未能參與之社社員，抽出員，抽出

150份禮品，分享晚宴歡樂氣氛。150份禮品，分享晚宴歡樂氣氛。

熱切期待儲熱切期待儲社社多辦活動，繼續為我們歡欣再聚。多辦活動，繼續為我們歡欣再聚。

祈求世界和平！香港平安！疾疫不再！祈求世界和平！香港平安！疾疫不再！

–– 籌委成員 籌委成員

周年聯歡晚宴周年聯歡晚宴

  本社董事委員與嘉賓一同舉杯祝酒  本社董事委員與嘉賓一同舉杯祝酒

  社長致辭  社長致辭

  助理註冊官 鄭志濤先生頒發儲蓄互助運
  助理註冊官 鄭志濤先生頒發儲蓄互助運動長期服務獎予本社社長王德忠先生
動長期服務獎予本社社長王德忠先生

  監察委員會成員  監察委員會成員
  儲運先鋒蘇國榮先生與社長   儲運先鋒蘇國榮先生與社長 
王德忠先生王德忠先生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成員
  董事與籌委會成員合照  董事與籌委會成員合照

  社長與儲運先鋒蘇國榮先生、助理註冊  社長與儲運先鋒蘇國榮先生、助理註冊
官鄭志濤先生、協會會長孔慶柱先生及官鄭志濤先生、協會會長孔慶柱先生及
儲運慈善基金主席葉偉光先生合照儲運慈善基金主席葉偉光先生合照

  香港中文大學人力資源處處長利順琼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人力資源處處長利順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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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分區活動已一年一度的分區活動已

於 2022 年 12 月 在 沙 田 愉於 2022 年 12 月 在 沙 田 愉
翠苑君臨宴會廳及 2023 年 翠苑君臨宴會廳及 2023 年 
1月在崇基學院品御軒順利 1月在崇基學院品御軒順利 
舉行。舉行。

分區活動花絮分區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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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今年本社社已於 1月 9日在大學文已於 1月 9日在大學文
化廣場為化廣場為社社員舉辦「寫揮春  迎新春」員舉辦「寫揮春  迎新春」
活動。本活動。本社社董事委員在場即席揮毫，董事委員在場即席揮毫，

為大家送上祝福。為大家送上祝福。

「寫揮春 迎新春」活動「寫揮春 迎新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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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通訊貸款委員會通訊

喜 相 逢喜 相 逢

疫情三年來，幾乎停頓了聯誼疫情三年來，幾乎停頓了聯誼社社交活動，在疫情漸退下，今晚參加了儲交活動，在疫情漸退下，今晚參加了儲社社一再延一再延

期的周年聯歡晚宴，見到不同部門的同事朋友，大家都互道近況，祝身體健康不離口。期的周年聯歡晚宴，見到不同部門的同事朋友，大家都互道近況，祝身體健康不離口。

整晚氣氛熱鬧，有歌星演唱、有抽獎，更有聞歌起舞，時而東面起哄，時而西面整晚氣氛熱鬧，有歌星演唱、有抽獎，更有聞歌起舞，時而東面起哄，時而西面

起哄，不亦樂乎，掌聲、歡呼聲不絕，各起哄，不亦樂乎，掌聲、歡呼聲不絕，各社社員都盡興而歸，在此一提，因疫情未能參與員都盡興而歸，在此一提，因疫情未能參與

是次晚宴的是次晚宴的社社員，有機會抽獎，可謂照顧週到。員，有機會抽獎，可謂照顧週到。

儲儲社社近期恢復舉辦了一次海上 /陸上旅遊，期望未來再辦多些康體活動，使近期恢復舉辦了一次海上 /陸上旅遊，期望未來再辦多些康體活動，使社社員在員在
緊張繁重工作之餘，有多機會親近大自然，享受藍天白雲、綠野仙踪，舒暢身心。緊張繁重工作之餘，有多機會親近大自然，享受藍天白雲、綠野仙踪，舒暢身心。

社員  一明社員  一明

 「爆竹一聲除舊歲 桃符萬戶慶新春」 「爆竹一聲除舊歲 桃符萬戶慶新春」

在此祝福各位社員及家人：在此祝福各位社員及家人：

  新春廸吉！身體健康！家肥屋潤！新春廸吉！身體健康！家肥屋潤！

新春迎來好消息，疫情漸退，來年充滿希望，讓我們重新出發，好好計劃我們新春迎來好消息，疫情漸退，來年充滿希望，讓我們重新出發，好好計劃我們

的進修、學習、子女學業、家居、旅遊、聚天倫⋯⋯等事項 /活動，是我們策劃積穀的進修、學習、子女學業、家居、旅遊、聚天倫⋯⋯等事項 /活動，是我們策劃積穀
防飢的安排，好好運用儲社的資源，改善生活質素和精神健康的時候。防飢的安排，好好運用儲社的資源，改善生活質素和精神健康的時候。

《非牟利  非救濟  乃服務》是儲社成立的目的，期望發揮自助互助精神，促《非牟利  非救濟  乃服務》是儲社成立的目的，期望發揮自助互助精神，促
進交流與溝通，我們也抱持著這精神繼續為大家服務。進交流與溝通，我們也抱持著這精神繼續為大家服務。

貸款委員會致意貸款委員會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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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研習班花絮書法研習班花絮

邀稿邀稿
本本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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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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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般活動（社社員個人“趣聞趣談”、“旅行遊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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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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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相片附 300~400字描述過程：$300超市現金券。

II.  會員心聲欄II.  會員心聲欄

 150~200字內，$200超市現金券。  150~200字內，$200超市現金券。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教育委員會將於 3月 26日 (星期日 )舉行「大澳水鄉‧寶蓮禪寺一日遊」，2月 20教育委員會將於 3月 26日 (星期日 )舉行「大澳水鄉‧寶蓮禪寺一日遊」，2月 20
日開始報名喇，歡迎日開始報名喇，歡迎社社員踴躍參加。員踴躍參加。

練習書法既可重新體會書寫樂趣，更可練習書法既可重新體會書寫樂趣，更可

訓練專注力和耐力。寫書法可以修心養性，訓練專注力和耐力。寫書法可以修心養性，

讓心靈不再浮躁，長此以往，書寫者的觀察讓心靈不再浮躁，長此以往，書寫者的觀察

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必定得到發展。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必定得到發展。

長久在家練習書法，想找個地方與朋友長久在家練習書法，想找個地方與朋友

切磋、一齊研討嗎？切磋、一齊研討嗎？

本社已於 2 月 18 日本社已於 2 月 18 日
讓報名的社員互相切磋、讓報名的社員互相切磋、

交流一番。交流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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