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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樓儲蓄互助社參訪心得 
                                                                   張素琴監事 

2014 年 5 月 22 日，我們水湳儲蓄互助

社理監事們一行 9 人，開了兩部車在風雨欲

來中，直往台南新樓儲蓄互助社。車子越往

南行天氣越晴朗，我們的心情也輕鬆貣來了，

比預定時間早些我們就抵達新樓社了。當我

們踏進號稱全國最大社的辦公室，氣氛果然

不同凡響：寬敞明亮、井然有序的空間擺設、

上班人員端莊的制服、親切的招呼聲及訓練

有素的接待……等等，讓人感覺出新樓儲蓄

互助社是高效率的團隊。難怪連續五年得到

全國優等獎，是儲蓄互助社中的翹楚，真是

值得大家來參訪與學習。 

兩社幹部們魚貫進入會議廳時，茶點早

已整齊擺放在桌上。享用茶點之際，「非為營

利、非為救濟、乃是服務」閃亮的字眼跳動

在正面牆上，想必新樓社就是念茲在茲，盡

心盡力服務社員、服務社區、服務社會。由

座談會熱絡交流中，我們很多感動也學習很

多，現簡要提出幾點分享： 

一、服務幅員遍及全國    新樓社是一

間以「信仰」為共同關係的互助社，所以經

常拜訪全國各地的教會，以建立共同關係並

做「儲蓄教育」，吸收社員。真正發揮儲互社

「由教會開始，在教會深耕」的創社初衷。

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通訊  

 

第 75 期 

 

 

 

發行人：謝文宗 發行所：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 

地  址：台中市北屯區平德路 115號 2樓 

網  址：http://www.culroc.org.tw/cuweb/cu2204 

E-mail: sui.nan@msa.hinet.net     Skype: sui-nan 

電  話：04-22963755 傳真：04-22917993 
創刊： 82年 01月   出刊：103年 7 月 

mailto:sui.nan@msa.hinet.net


水湳儲蓄互助社通訊 第 75期  第 2 頁 

 

所以新樓社的共同關係範圍很廣： 

１、舉凡已簽約為共同關係的教會會友，目

前已有 76 間教會與之簽約。２、具有共同

關係機構的員工夫婦、子女，目前已有 11

間機構，與之簽約。３、加入新樓社社齡

10 年以上優良社員的配偶、子女均可參加。

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道者子女，神學

生亦同。5、台南市友好教派傳道者夫婦、

子女等均可參加。由此可知，新樓社的社員

遍及老、中、青及幼兒等各年齡層，社員人

數將破 7000 人。該社的貸款服務遍及全省各

地，幫助無數人，尤其在幫助各教會建造教

堂上更是不遺餘力。40 年來，有 1000 間教

會被服務過，目前仍幫助著 22 間教會及許多

機構法人，其放款額數達 8000 萬多。目前總

貸放比是 53.12％，可說已將儲互社的互助精

神發揮到極致。 

二、嚴格遵行神的教導    新樓社各理監事

來自各行各業，有牧師、教師、銀行家、企

業家、畫家……等等。雖都身處社會要職，

但在社長領導之下，大家都謙卑順服、團結

合一。只要社裡有事，大家都先放下手邊的

工作趕往社裡處理。即便是為審核一筆微不

足道的小額貸款，都不敢等閒視之，因這是

那至微小弟兄的急需。他們以滿足社員的需

要，解決社員的困難，為服務的最大動力，

也是快樂的泉源。 

他們以（羅馬書 12 章 1-2 節）「所以，

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為精神指標，自我提醒也彼此惕勵。 

社長言談之間不斷的以聖經相勉勵，令

我們十分感動。他又以（彼得前書 5 章 5 節）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

服； 因為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

人。」來勉勵所有工作人員，所以大家沒有

追求虛名、沒有內鬥紛爭，整個社可以享受

在和諧又有默契的工作氛圍中。因此，在資

產總額近 13 億，這麼龐大的金錢管理夫婦、

子之中，他們兢兢業業的經營，沒有沾染「事

奉  神又事奉瑪門」的市儈氣，真令人讚佩。

三、儲互教育生動活潑    新樓社每年舉辦

各式各樣的教育活動，別出心裁生動活潑。

例如：1、拜訪全省各地教會，使教會長執明

白儲互社的功能，並認同儲互社是可以幫助

教會需要的幫助者。2、舉辦國內外旅遊：常

辦社員教育聯誼一、二日旅遊，例如：到香

腸博物館、傢俱博物館、各地文化園區、火

車環島三日遊、腳踏車教會巡禮……等等，

除促進社員感情外也促進族群融合。另外也

舉辦海外各地旅遊，凡優良社員參加者均酌

予補助及予以無息貸款。3、舉辦各項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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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理財生活講座、自然生態保護……等

等，舉凡對社員有幫助，不吝延攬各界專家

學者來演講。對社員的持續教育，可說不遺

餘力。4、每年舉辦社員大會時，均邀約各界

好手參加，如今年社員大會即邀請 YMCA 夏

天舞蹈藝術中心展開序幕，即生動又活潑。

另外，一年有 2 次的理監事和專職的研習活

動，都是針對社裡的需要找專業人士來訓練。

四、異象明確服務專業 

    新樓社今年的年度目標是「看見需求、

專業、更用心」，與聖經（箴 29：18）「沒

有益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的教導不謀而合。有此異象，新樓社盡力創

造社員福利，貸放利息的攤還，公益活動基

金、獎學金基金的提撥等等，今年（2014 年）

3 月份獲得獎學金者就有 62 人，高中職 22

人、大專院校 40 人。此外新樓社還贊助非營

利組織，使其能正常運作等，所以這與銀行

的利息運用是有所差別的。 

結論：新樓儲蓄互助社秉持設立的初衷，發

揮耶穌基督服務至微小弟兄的精神，盡力正

常運作，不盲目跟從力求正派穩健成長。他

們努力經營為的是：盡力為社區創造社會福

利產品，盡力滿足社員新的共同需要。許社

長一再強調，帳目一定透明絕不做假帳，內

政部委託會計師稽查，若仍有缺失一定改善。

他期許業務能達到盡善盡美，這種追求進步

的精神，值得大家嘉勉與學習。此次南下，

感謝新樓社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讓我們受

益良多，也享受一頓豐盛的午餐，謝謝啦！ 

本社樂活長青於今年 6月 18日上午參訪臺灣省政府， 

由簡俊淦副秘書長代表接待，以下是來自臺灣省政府的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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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顧問蕭永信於今

(18)日上午 10 時，率社理監事及社區老人們

一行 18 位，蒞臨臺灣省政府參訪。臺灣省政

府林政則主席特別請簡俊淦副秘書長代表接

待。             

        省府簡俊淦副秘書長首先代表林政則主席，

歡迎臺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等人之到訪。簡

副秘書長表示，省府施政向來均以省民福祉

為施政重點，包括辦理芳草人物、模範父親、

模範母親表揚，地方績優文史及教育人員表

揚，及下鄉訪視、傾聽民意，協助地方發展

特色，促進經濟發展等。同時對於互助社在

社區的服務與貢獻，表示肯定與欽佩。 

         蕭永信顧問說，儲互社的宗旨為「非為營

利、非為救濟、乃是服務」，社員們均秉持

服務的精神，賡續著當初成立的信念做「社

區的心脈」，因應人口老化問題，為社區的

老人家提供交往平台，安排課程及外出踏青

等成長系列活動。今天來到省府參訪，過去

總覺得一般的政府機關及官員對於儲蓄互助

社相關訊息知道的較少，而省府能如此了解

與關心，讓大家感到非常的窩心及感動，特

別請簡副秘書長代為向林主席致謝，並感謝

各界對於互助社的支持。 

         簡副秘書長並帶領來賓們參觀省主席辦公

室，並由專門委員蔡志雄做導覽解說，大家

對省府的施政情形及已列為歷史建物的省府

辦公室，均表示印象深刻，同時表示非常感

謝能有機會到訪省府，並希望再安排社區其

他老人們來此參訪。 

         臺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多年來服務地方

社區，自 99 年度開始，透過中華民國儲蓄互

助協會，配合內政部「儲蓄互助社結合非營

利組織推動脫貧策略方案實驗計畫」，成為

業務執行的詴行單位，協助經濟弱勢的民眾

及創業週轉機會，以改善生活，給予實質的

幫助。近年來並配合臺中市政府啟動「臺中

市政府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詴辦計畫」，及內

政部 101 年之「儲蓄互助社培力－平民銀行

詴行計畫」，照顧貧苦及弱勢，服務社區，

期能善盡社會責任。    臺灣省政府  敬啟 

 

                       

                                                                                                                        

 

 

 

 

 

 

 

 

                                         

 

互助社樂活長青營總幹事

陳麗玉(左)贈送感謝狀感

謝省府熱情接待，簡俊淦

副秘書長致贈臺灣省歷任

主席紀念郵票(右為互助

社蕭永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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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俊淦副秘書長向各位貴賓介紹省府施政概況  蔡志雄專委(中)帶領參觀及介紹主席辦公室 

 

2014年第一次社員常年教育活動集錦 
本社於今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舉辦社員常年教育活動，地點：斗六市九九

莊園文化創意園區、雅聞海岸觀光工廠及大同醬油工廠，共有 125 人報名參加，

藉此活動大家不但對社務能更加了解且社員間有很好的互動增加情誼，出外走

走放鬆一下大家顯得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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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團體意外互助基金 

一、 保障期間：一年（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 

二、 保障內容：如下表 

保障內容 

給付項目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計畫四 

一般意外傷害身故 

或殘廢(依等級比例給付) 
1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200 萬元 

特定傷害身故(增額給付) 

或全殘(依表列給付) 
200 萬元 400 萬元 200 萬元 400 萬元 

重大燒燙傷比例保隩金 按燒燙傷表列比例計算給付 

意外受傷住院 ｘ ｘ 
每日 500 元,每次事

故最高以 90 日為限 

每日 1,000 元,每次事

故最高以 90 日為限 

年繳費用 750 元 1,500 元 1,000 元 2,000 元 

三、 投保限制： 

(1) 不承保職業類別人及性質：船員、拆船作業人員、礦坑人員、高樓外部清潔工、 

隧道工程人員、保鑣(警務特勤人員)、賽車人員、液化氣化油罐車司機及其 

隨車人員、潛水、爆破人員、電力高壓電之工作人員、炸藥製造工人、戰地 

記者、特技演員、動物園馴獸師、直昇機飛行員、軍事單位武器彈藥研究及 

管理人員、空軍飛行官兵、海軍海洋巡弋艦艇官兵、特種部隊、國外人士(無 

居留證或工作證者)。 

(2) 罹患精神官能症者不予承保。 

(3) 身體狀況已達殘廢等級 1-3 級者不予承保。 

四、 參加社員如中途因職業變更為上述不承保職業類別時頇辦理退保。 

五、 參加年齡： 

（1）初次參加：滿 15 歲到 70 歲前。 

（2）續約社員：可繼續參加至滿 75 歲止。 

（3）生效日期：社員於申請參加後，次月 1 日貣生效，每月加退保申請受理 

至次年 4 月 30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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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款  金  額 10,000

期　　數 6期 12期 24期 36期 48期

利　　率 3.25% 3.50% 4.00% 4.50% 5.00%

每月應付金額 1,683 849 434 297 230

2014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節活動主題： 
 

 

 

 

 

 

 

 

 

 

 

9701 教育放款規定 

一、 放款對象：現就讀本國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學校(含幼兒園)之社員。 

二、 放款金額：憑註冊繳款通知單金額以萬元為單位，不足一萬元以一萬元計。 

三、放款利率、償還方式及期限： 

 

 

 

 

※本案採本息定額按月攤還方式每萬元每月應還的金額如上表※ 

四、申貸方式：憑註冊繳費通知單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借款人為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時)申請辦理。  

五、特殊條款：本貸款案還款期間如有逾期者，則取消優惠改以年利率 6.6% 

計收利息。  

 
 

活動預告 
配合台中區會舉辦 2014年慶祝國際儲蓄互助社節活動 

日期：201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9:00～13:30 

地點：台中市霧峰區光復國中 

名額：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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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導 

1. 最新業務：社員重大疾病互助基金(針對心肌梗塞，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腦中風，慢性腎

衰竭(尿毒症)，癌症，癱瘓，重大器官移植手術等七項重大疾病初次罹病)及社員青長互助

基金(為年長的社員量身訂做的意外保障)，詳洽本社專職人員。 

2. 社員團體意外互助基金今年(103 年)九月一日貣新增為四項保障內容，請續保的社員或要

加保的社員與本社專職人員接洽，以免影響自己的權益。 

3. 本社訂於９月２８日（星期日）下午 2:00 舉辦今年度第三次準社員說明會，歡迎介紹親友

好友參加！ 

若您不方便至社存款，可利用匯款或劃撥的方式來儲蓄喔～～ 

 

 

 
  
 
 

 

項目/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項目/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社員人數 1,933 1,940 1,950 本月收入 488,359 786,983 636,308 

入社人數 5 11 12 本月支出 306,191 297,605 486,750 

退社人數 4 4 2 本月損益 182,168 489,378 149,558 

儲蓄人數 1,816 1,819 1,808 累計損益 762,386 1,251,764 1,401,322 

儲 蓄 率 93.95％ 93.76％ 92.72％ 資產總額 292,193,010 293,514,023 293,266,966 

股金結餘 249,797,358 250,431,102 

 

251,158,749 貸款總額 130,742,267 133,390,644 137,025,039 

儲蓄金額 1,100,831 1,115,576 1,351,821 本月貸款 5,768,000 8,292,200 8,141,700 

平均儲蓄額 569 575 693 本月貸款筆

數 

24 31 26 

儲蓄部儲金 230,232 215,432 199,432 
創社至今 
貸款累計 

1,962,203,460 1,970,495,660 1,978,637,360 

平儲墊款 5,707,219 5,599,606 5,491,681 
創社至今 
貸款筆數  

9,495 9,523 9,547 

本社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 ～ 下午 6:00 

財務及業務統計表 

來社 坐坐吧！ 

玉山銀行—文心分行 (代碼 808) 

電匯帳號： 0141966009680 

戶   名：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  

郵政儲金帳號：0021273 0762824 

郵政劃撥： 02137746 

戶   名：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