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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2014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節活動 
活動日期：2014年 10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9:00～13:30 

活動地點：台中市霧峰區光復國中 

活動內容：大會、頒獎、專題、聯誼、園遊會、愛心捐血活動〃〃〃 

人    數：110人(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報 名 費：每人 100元，報名且當日有出席參加的社員，退報名費存入

股金，非社員不退費，本社樂活長青的學員免收報名費。 

備  註：(1)報名參加的人贈送 50元園遊券一張及便當一個 

          (2)當日捐血成功另贈禮品乙份 

          (3)本次慶祝活動台中區會主辦，由台中市峰谷儲蓄互助社

承辦，台中各儲蓄互助社配合參加，人數共約 1000人，

希望藉由本次慶祝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參與儲蓄互助

社。 
 

2014年慶祝國際儲蓄互助社節活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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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廣播公益日於本社舉辦關懷『二林喜樂保育院』活動 

台中廣播公司台灣分台為善盡廣播媒體

關懷與回饋社會責任，在 103 年 08 月 23 日

中廣公益日，由中廣台灣台陳振欽台長率領

同仁們，假本社舉行關懷『喜樂保育院』暨

訪問及送愛心活動，除致贈上百斤的文旦柚，

關懷上百位身障與弱勢院童，並協助促銷料

好實在又好吃、口感佳的喜樂水餃以及應景

的各式月餅，鼓勵院童們自力更生.......  

本社自 97 年 6 月中旬開始，加入成為彰

化二林喜樂保育院喜樂手工水餃愛心義賣站，

三個月的期間，銷售約 1000 包水餃，榮獲全

省義賣站銷售冠軍，所以 97 年 9 月 6 日(星

期六)該院舉辦事業部成立二週年慶祝活動

時，特別邀請本社參加週年慶活動。 

喜樂保育院民國54年成立之初服務的對

象原為小兒麻痺兒童，民國 80 年轉型收容智

能障礙者及多重障礙者，並於 95 年成立「事

業部」拓展了服務對象，不只讓院生（不再

只是兒童而已）更提供社區失業身心障礙者

就業機會，在資源缺乏的鄉下地方，喜樂水

餃工坊的成立，讓這一群折翼天使有自力更

生的工作機會，對該院及附近社區來說意義

非凡。 

難怪我們有一位社員說：「喜樂水餃是世

界上最好吃的水餃!」因為添加了一 份"愛"

的原料在裡面! 

 

 

 

 

 

 

 

 

 

 

 

 

左：謝文宗社長致歡迎詞 

下：林玉嫦院長與本社社長及參與的社員合影留念 

右：採訪二林喜樂保育院林玉嫦院長及座談 

上：林玉嫦院長與中廣陳振欽台長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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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汽機車險 

◎汽機車強制險保障金額： 

每一個人傷害醫療：最高 20 萬元。  

每一個人殘廢：最高 200 萬元。  

每一個人死亡：定額給付 200 萬元。  

 

◎機車強制險基本保費： 

 輕型機車 

(50cc 以下) 

優惠價 重型機車 

(50cc 以上) 

優惠價 重重型機車 

(250cc 以上) 

優惠價 

一年期強制險 424 344 658 578 711 631 

二年期強制險 735 600 1,200 1,065 1,306 1,171 

一年期機車 

駕駛人傷害險 
441 397 441 397   

二年期機車 

駕駛人傷害險 
839 755 839 755   

 

◎ 機車強制險優惠金額如下： 

一年期：優惠 80 元。  

二年期：優惠 135 元。  

◎ 機車駕駛人傷害險優惠金額如下： 

一年期：優惠 10%。  

二年期：優惠 10%。  

 

 

 

 

 

 

 

 

  

 

 

 

◎ 汽車強制險(自用)：優惠 180 元 

◎ 汽車任意險：優惠 10%（保費若 3,000 元，就可少繳 300 元） 

機車強制險：本保險系政府規定車主必須投之保險，僅提供乘客

及車外人員傷亡基本保障，並不包括駕駛人本身之傷亡。 

機車駕駛人傷害險：機車駕駛人因天雨路滑不慎摔倒或撞擊路

樹….等單一車輛事故致本人傷亡時，投保本保險為填補強制險

之不足所特別設計。 

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因強制險僅理賠人員傷亡並不包含財物損

失，在交通事故中常有超出強制險保障的理賠金額及對方車輛之

修護費用，加保第三人責任險可適當轉移上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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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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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醒學生社員獎學金申請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3. 為加強本社與社員間連繫的正確性，請通訊地址有變更或整編的社員，打電話至本社更正，

若有使用 email 的社員可寄 mail 至本社信箱：sui.nan@msa.hinet.net 並告知姓名，不但本社

消息可快速傳送至你的手中，且可減少紙張的使用，共同維護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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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七月 八月 項目/月份 六月 七月 八月 

社員人數 1,950 1,942 1,948 本月收入 636,308 803,267 550,086 

入社人數 12 5 11 本月支出 486,750 572,797 335,335 

退社人數 2 12 5 本月損益 149,558 230,470 214,751 

儲蓄人數 1,808 1,817 1,815 累計損益 1,401,322 1,631,792 1,846,543 

儲 蓄 率 92.72％ 93.56% 93,17 資產總額 293,266,966 294,427,444 294,375,326 

股金結餘 251,158,749 251,566,897 252,514,026 貸款總額 137,025,039 132,529,304 136,634,253 

儲蓄金額 1,351,821 1,172,034 1,138,267 本月貸款 8,141,700 2,964,000 6,578,000 

平均儲蓄額 693 604 584 本月貸款筆

數 

26 20 26 

儲蓄部儲金 199,432 261,532 193,732 
創社至今 
貸款累計 

1,978,637,360 1,981,601,360 1,988,179,360 

平儲墊款 5,491,681 5,383,408 5,274,829 
創社至今 
貸款筆數  

9,547 9,565 9,590 

本社辦公時間…… 
 

 

財務及業務統計表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 ～ 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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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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