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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社員大會 
暨第一次社員常年教育 

 
日 期 ：106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2:00     

地 點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禮堂 

股 息 ：元月 16 日轉入備轉金，社員可攜帶印章隨時至社領取。  

紀念品：葵花油、玉米油、米、衛生紙、麵線（任選一種）  

(105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可隨時 

至本社領取，逾期未領視同放棄)  

備 註 ：(1)3 點以後才報到者，不發給摸彩券  

         (2)當天摸彩抽中之社員，本人需在場， 

否則視為棄權 。 
 
＊當天會場會有各種美食及愛心義賣活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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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中區會慶祝國際互助社節活動紀實     卓幸品教育主席 

 
走出健康人生                    

 

台中區會往年慶祝國際儲蓄互助

節活動，都是由各單位社輪流承辦，

今年就輪到我們水湳社了！在三月的

理事會中、社長就很慎重地宣佈，並

要大家全力支持此次的活動。經多次

的腦力激盪後，決定以「健行活動」為

主軸，希望每位理監事、專職人員各

盡其所能、發揮巧思，共同來策畫並

推動這年度大活動。 

理事會中社長總是一再地叮嚀、

囑咐，期盼激發每個人的思路與動

力，經過三個月的沉寂思考，終於在

七月份的理事會有了雛形出來。健走

活動地點：「台中都會公園」緊接著接

洽公園管理處，經幾番碰壁仍不得其

門而入，後來驚見曙光！感謝經由楊

正中議員服務處吳秘書介紹，認識了

林先生，得以承租在公園外圍的一處

大場地。經過林先生的鼎力相助，場

地、帳棚、桌子、椅子以及善後處

理〃〃〃一切都經由他來幫忙接洽，

甚至上千個便當、也是他推薦介紹

的。哇！減輕了我們許多的時間與精

力。感謝主！ 

緊接著健走的路線規劃，又是一

項費神費力的挑戰。經由社長的搜尋

與規劃，公園健走路線圖終於出爐

了。第一次場勘（一半路程）、第二次

場勘（社長、主任、理監事）大家邊走

邊規劃八站關卡定點全程約 4.5公里。

一趟走下來還真是汗流浹背，雖累卻

也樂在其中，祈望能達到本次活動的

目的「走出健康」，更是提高了大家對

活動的使命感。接著是各站關卡的確

認與志工人員的配置，以及摸彩和兌

換的方式與也一一的敲定了。再來就

是宣傳的布條設計與放置、活動的流

程、邀請卡…等。經過繁雜又忙碌的

規劃討論，終於全部都出爐了。出運

啦！ 

歷年來台中區會第一次也可能是

最後一次舉辦的「健走活動」10 月 29

日終於登場了，此次活動由本社承

辦，其他 17 個社協辦。一大早到現場

就有許多的志工在待命，吃完早餐安

排各社服務台、排列好千把張椅子

後，再帶著志工各站繞一圈（騎電動

車）做最後的確認。當這次活動的主持

人帥哥郭秋德委員宣佈「台中區會慶祝

2016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節」大會開始

時，整個活動就在大家同唱「儲蓄互助

社歌」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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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翁文杏主席致歡迎詞後，除了

感謝上級指導單位協會洪哲雄副秘書

長及謝天成主任的關心參與外，也感

謝楊正中議員及朱元宏議員前來鼓勵

加油。接下來的頒獎，乃是表揚參與

儲互社運動的熱心幹部及專職人員，

服務滿 10年以上的人今年共有 21名，

因有他們的參與及付出，使儲互社得

以逐漸成長茁壯，但另一方面也意味

著儲互社需要更多新血輪的加入，邀

請您加入快樂志工的行列。 

到了表演時間，本社樂活長青的

打擊樂，強而有力的節奏，整齊劃一

的表演，博得滿堂的喝采，讓人想不

到他們是一群平均年齡 70 歲的長者所

組成的團體，最後犁頭店社大的土風

舞班及原住民婦女會的帶動唱，每個

單位社員都熱烈的參與，帶動全場歡

樂的氣氛達到高點。 

緊接著「健走活動」重頭戲來了，

活動中分（全程）有排名次得禮券與（半

程）蓋四個卡章，即可參加摸彩。在主

持人大喊：健走活動開始！哇！快！

快！在一片嘩然聲中，每個人移動腳

步、精神抖擻一副勇往直前的勁力，

更是振奮人心 。原本規畫中考量社員

多數是較年長者，可能只會在附近走

走而已，沒想到當社長、副社長與我

分三區逐一巡視時，八成以上的人參

加健走的活動。我們看到的是年輕小

伙子臉上掛著汗水充滿活力直往前

衝、有的是攜家帶眷，臉上滿是笑容

悠閒自在往前走、更溫馨感人的是推

小扶老慢步前行，多美的畫面ㄚ。幾

乎每個從第七站來的人，順著樓梯往

上爬時都汗流浹背，紅光滿面，相信

都達到了運動的效能。有很多人到達

終點都要先拍照，留下他們征服 8關的

戰果，告知闖關單子可帶回作紀念，

他們都很高興~~闖關單的設計、編

排、配色、內容、印刷，都一級棒！

經過一個多小時健走，時間已是 11 時

20 分了。各社開始發便當填飽飢腸轆

轆的肚子，同時也開始進行頒獎與摸

彩，得獎的、中獎的歡呼聲此起彼

落；讓整個場景是熱鬧非凡。大多數

的人很滿意今日活動，讚賞活動設計

者的頭腦，而且老的(86 歲以上)，少

的(2 歲左右)都一一走了全程，蓋了 8

個章，很有成就感。 

台中區會每年舉辦慶祝國際儲蓄

互助社節活動的目的，除了藉著大型戶

外的活動，讓更多非社員有機會認識儲

互社並參與外(此次活動參與人數社員

九百多人，現場報名的非社員一百多

人。)，同時也希望藉此機會提供參與

脫貧方案的社員擺設愛心攤位增加收

入(當日擺設攤位 7 攤，攤位共計收入

$23,490。)，大家又可以享用到媽媽們

的獨特手藝，真是一舉兩得。此次健走

活動有觀賞、有運動、有吃又有摸

彩，不但達到運動的目的也欣賞到都

會公園的美景。知道嗎？很多人來過

都會公園，但在外圍走一圈者，今天

是第一次者大有人在哦！在大家互道

莎呦哪啦聲中，活動也成功圓滿落幕

了。大家辛苦了！再見〜〜 



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通訊 第 85期 第 4 頁 

 

 

 

 

 

 

 

 

 

 

 

 

 

 

 

 

 

 

 

 

 

 

 

 

 

 

本社李碧珍監事於大會中獲頒戴嘉丁獎 

(服務滿20年) 
本社樂活長青營打擊樂的表演，精彩的演

出，看不出是平均年齡 65 歲以上阿公阿嬤

所組成的快樂「打手」 

原住民婦女會帶領大家一起歡唱一起跳 

GO! GO! GO! 出發了！ 

加油！加油！快到了！ 第一、二名帥哥興翁文杏主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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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更多的花絮嗎～ 

                   拿起你的手機掃一下吧!!
 

 

 

 

 

 

 

 

 

 

 

 

 

一、0~80 歲社員均可參加。 

   (唯 70 歲以上者被保險人需另行規劃) 

二、每月繳 4,650 元繳 73 期。 

三、第 73 期以解約方式；以 70 歲為例可領回解約金 356,135 元。 

若依約如期償還貸款者，社將另核給獎勵金 3,865 元。 

四、獲利分析 

    4,650 × 73 期 =339,450 元 

    356,135-339,450=16,685 元 

    16,685+3,865=20,550 元  

※ 上述解約金是以目前的宣告利率估算的參考值， 

     實際領取時頇按當年宣告利率另行核算 ※ 

本儲蓄方案即將停辦，欲參加的社員請於 12月 27日前， 

攜帶印章至本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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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常青意外互助基金  

一、保障期間：自個人生效日起一年 

二、 保障內容及年繳互助費：如下表 

保障項目           保障內容 保障給付 

意外身故/殘廢 一般意外事故身故／殘廢 500,000元 

傷害醫療 意外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  10,000元 

 意外醫療保險給付-日額型(最高給付90日) 1,000元/日 

 骨折未住院給付最高上限 30,000元 

 燒燙傷病房日額給付(最高給付45日)  3,000元/日 

重大燒燙傷 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依表列比例計算給付) 1,000,000元 

SOS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 200,000元 

年 繳 互 助 費 3,243元 

三、參加年齡： 

   1. 初次參加社員：50足歲至未滿85足歲。 

   2. 續約社員：續約至未滿90足歲止。 

四、參加規定： 

   1. 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社員並居住國內，最近一年居住滿180天。 

   2. 職業類別限1-6類。拒保職業及人員：無業者 (含待業中)、礦業採石業海上作

業所有作業人員、空運空勤人員、鋼骨結構架設工人、鷹架架設工人、消防隊

中隊員、空中警察、其餘個人職業分類表所載拒保或適用特別費率者。 

3. 需提供健康聲明 ，經核保通過後始予以承： 

(1) 糖尿病不予承保。 

(2) 長居國外 (連續達6個月以上 )不予承保。 

五、生效日期：社員於1-20日前申請參加，次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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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如意(1611 專案)貸款 
 

◎貸款金額：每一單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還款期限：36 個月(期) 

◎還款方式：每月償還本息＄2,940 元 

◎貸款限額：每人最多二單位 

   ◎貸款對象：入社滿一年以上按月儲蓄股金且 

            從未發生逾期貸款之優質社員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止 

◎備註： 

（一）本專案貸款同一經濟戶不得有 

借新還舊之情況。 

（二）本專案貸款之核放，需符合本社 

放款政策相關規定。 

 

  105 年學生社員獎學金獲獎名單!  
 

 

 

 

 

 

 

 

 

 

 

 

 

 

 

 

以上獲獎者，將於 106年社員大會中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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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導 
 

 本社增聘一位專職人員-黃欣儀小姐，請大家以後多多指教。 

 常青外互助基金(提供給 60-85 歲長者的保障，年繳 3,243 元)及重大疾病等不同種類的

保險推出，詳洽本社專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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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本社的 Line，可用手機號碼 0912046370 加入。 

 本社招牌因上次颱風來襲被吹落，目前已全然換新了，歡迎各位頭家有空來社坐坐， 

看一看！ 
 
 
 
 

項目/月份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項目/月份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社員人數 1,979 1,995 1995 本月收入 1,039,799 627,718 1,767,616 

入社人數 10 19 4 本月支出 645,989 280,877 906,573 

退社人數 4 3 4 本月損益 393,810 346,841 861,043 

儲蓄人數 1813 1,828 1829 累計損益 3,060,194 3,407,035 4,268,078 

儲 蓄 率 91.61% 91.63% 91.68% 資產總額 320,880,469 319,643,428 320,368,174 

股金結餘 266,113,540 266,752,093 267,482,779 貸款總額 164,970,413 169,027,220 159,660,360 

儲蓄金額 1,169,862 1,195,717 1,141,524 本月貸款 6,040,150 18,737,750 4,913,150 

平均儲蓄額 591 599 572 本月貸款筆數 24 31 21 

儲蓄部儲金 263,332 193,832 189,532 
創 社 至 今 
貸 款 累 計 

2,218,741,660 2,237,479,410 2,242,392,560 

平儲墊款 2,500,785 2,405,110 2,309,151 
創 社 至 今 
貸 款 筆 數 

10,297 10,328 10,349 

 
 
 
 
 

 

 

 

 

 

財務及業務統計表 

 

本社辦公時間 

週 一 至 週 五 

上午 09:00~下午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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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不方便至社存款，可利用匯款或劃撥的方式喔～～ 

mailto:sui.nan@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