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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理事長前理事長前理事長前理事長    楊輝雄楊輝雄楊輝雄楊輝雄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2006200620062006 年孟加拉經濟學者年孟加拉經濟學者年孟加拉經濟學者年孟加拉經濟學者，，，，也也也也

是是是是 GrameenGrameenGrameenGrameen 銀行的創辦人尤努斯銀行的創辦人尤努斯銀行的創辦人尤努斯銀行的創辦人尤努斯

(Muhammad Yunnus)(Muhammad Yunnus)(Muhammad Yunnus)(Muhammad Yunnus)博士獲得諾貝爾博士獲得諾貝爾博士獲得諾貝爾博士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的桂冠和平獎的桂冠和平獎的桂冠和平獎的桂冠，，，，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銀行家銀行家銀行家銀行家』』』』竟能竟能竟能竟能

獲此殊榮獲此殊榮獲此殊榮獲此殊榮，，，，就是他成功地幫助孟加拉就是他成功地幫助孟加拉就是他成功地幫助孟加拉就是他成功地幫助孟加拉

的窮人的窮人的窮人的窮人，，，，特別是婦女特別是婦女特別是婦女特別是婦女，，，，能夠得到貸款能夠得到貸款能夠得到貸款能夠得到貸款

發展事業發展事業發展事業發展事業，，，，使其逐漸脫離貧困使其逐漸脫離貧困使其逐漸脫離貧困使其逐漸脫離貧困，，，，

GrammeenGrammeenGrammeenGrammeen 銀行被譽為窮人銀行銀行被譽為窮人銀行銀行被譽為窮人銀行銀行被譽為窮人銀行。。。。在任在任在任在任

何國家何國家何國家何國家，，，，窮人極不易取得銀行信用是窮人極不易取得銀行信用是窮人極不易取得銀行信用是窮人極不易取得銀行信用是

常態常態常態常態，，，，因此不容易擺脫因此不容易擺脫因此不容易擺脫因此不容易擺脫貧窮的惡性循貧窮的惡性循貧窮的惡性循貧窮的惡性循

環環環環。。。。要改變此一常態與慣性的方法之要改變此一常態與慣性的方法之要改變此一常態與慣性的方法之要改變此一常態與慣性的方法之

一一一一，，，，是需要有願意提供窮人信用的機是需要有願意提供窮人信用的機是需要有願意提供窮人信用的機是需要有願意提供窮人信用的機

構構構構，，，，才能促使社會貧富階層才能促使社會貧富階層才能促使社會貧富階層才能促使社會貧富階層的流動的流動的流動的流動，，，，

讓窮人也有改善經濟生活的機會讓窮人也有改善經濟生活的機會讓窮人也有改善經濟生活的機會讓窮人也有改善經濟生活的機會，，，，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GrameenGrameenGrameenGrameen 銀行幫助過銀行幫助過銀行幫助過銀行幫助過 530530530530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貸貸貸貸

款金額累積款金額累積款金額累積款金額累積 51515151 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此一貢獻對此一貢獻對此一貢獻對此一貢獻對

孟加拉經濟弱勢者孟加拉經濟弱勢者孟加拉經濟弱勢者孟加拉經濟弱勢者之之之之意義重大意義重大意義重大意義重大。。。。尤努尤努尤努尤努

斯博士獲此殊榮不但實至名歸斯博士獲此殊榮不但實至名歸斯博士獲此殊榮不但實至名歸斯博士獲此殊榮不但實至名歸，，，，亦亦亦亦鼓鼓鼓鼓

了了了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獲得更大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獲得更大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獲得更大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獲得更大的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而遠在東亞的台灣而遠在東亞的台灣而遠在東亞的台灣而遠在東亞的台灣，，，，要如何看要如何看要如何看要如何看

待此一孟加拉經驗呢待此一孟加拉經驗呢待此一孟加拉經驗呢待此一孟加拉經驗呢????試問台灣有類試問台灣有類試問台灣有類試問台灣有類

此的組織或機構嗎此的組織或機構嗎此的組織或機構嗎此的組織或機構嗎????要逐一檢視國內要逐一檢視國內要逐一檢視國內要逐一檢視國內

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銀行銀行銀行銀行、、、、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農會及漁會的屬性及特質農會及漁會的屬性及特質農會及漁會的屬性及特質農會及漁會的屬性及特質，，，，會發現這會發現這會發現這會發現這

些金融機構都無法與些金融機構都無法與些金融機構都無法與些金融機構都無法與『『『『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畫畫畫畫

上等號上等號上等號上等號，，，，唯一無唯一無唯一無唯一無論在形式或實質論在形式或實質論在形式或實質論在形式或實質、、、、精精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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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或現實神或現實神或現實神或現實，，，，能與孟加拉的窮人銀行足能與孟加拉的窮人銀行足能與孟加拉的窮人銀行足能與孟加拉的窮人銀行足

堪比擬的是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堪比擬的是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堪比擬的是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堪比擬的是台灣的儲蓄互助社。。。。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台灣何其有幸台灣何其有幸台灣何其有幸台灣何其有幸，，，，有著一群有著一群有著一群有著一群

長期默默耕耘長期默默耕耘長期默默耕耘長期默默耕耘，，，，推動推動推動推動著著著著儲蓄互助社儲蓄互助社儲蓄互助社儲蓄互助社的的的的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真正落實對窮人的照顧真正落實對窮人的照顧真正落實對窮人的照顧真正落實對窮人的照顧，，，，實則實則實則實則

諾貝爾和平獎不只是頒給尤努斯博諾貝爾和平獎不只是頒給尤努斯博諾貝爾和平獎不只是頒給尤努斯博諾貝爾和平獎不只是頒給尤努斯博

士士士士，，，，其精神更鼓舞臺灣儲蓄互助社的其精神更鼓舞臺灣儲蓄互助社的其精神更鼓舞臺灣儲蓄互助社的其精神更鼓舞臺灣儲蓄互助社的

所有推動者所有推動者所有推動者所有推動者，，，，這個幫助窮人的運動能這個幫助窮人的運動能這個幫助窮人的運動能這個幫助窮人的運動能

得到世界性的肯定得到世界性的肯定得到世界性的肯定得到世界性的肯定，，，，更有著普世的價更有著普世的價更有著普世的價更有著普世的價

值值值值。。。。台灣的窮人銀行台灣的窮人銀行台灣的窮人銀行台灣的窮人銀行『『『『儲蓄互助法儲蓄互助法儲蓄互助法儲蓄互助法』』』』

正面臨正面臨正面臨正面臨『『『『存放比率存放比率存放比率存放比率』』』』偏低問題偏低問題偏低問題偏低問題，，，，此一此一此一此一

比率偏低造成閒置資金運用壓力比率偏低造成閒置資金運用壓力比率偏低造成閒置資金運用壓力比率偏低造成閒置資金運用壓力，，，，為為為為

有效解決此一問題有效解決此一問題有效解決此一問題有效解決此一問題，，，，可從積極主動訪可從積極主動訪可從積極主動訪可從積極主動訪

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股金成長適量股金成長適量股金成長適量股金成長適量

化化化化，，，，辦理抵押放款及審慎規劃閒置資辦理抵押放款及審慎規劃閒置資辦理抵押放款及審慎規劃閒置資辦理抵押放款及審慎規劃閒置資

金之運用等四個金之運用等四個金之運用等四個金之運用等四個方向著手方向著手方向著手方向著手，，，，茲陳述如茲陳述如茲陳述如茲陳述如

下下下下：：：：    

    

1111、、、、積極主動訪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積極主動訪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積極主動訪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積極主動訪視社員探尋放款需求::::    

台灣儲蓄互助社在存放比率偏低台灣儲蓄互助社在存放比率偏低台灣儲蓄互助社在存放比率偏低台灣儲蓄互助社在存放比率偏低    

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不能只靠通訊的管道不能只靠通訊的管道不能只靠通訊的管道不能只靠通訊的管道，，，，需需需需

主動拜訪社員主動拜訪社員主動拜訪社員主動拜訪社員，，，，一方面可關心社員的一方面可關心社員的一方面可關心社員的一方面可關心社員的

生活及經濟狀況生活及經濟狀況生活及經濟狀況生活及經濟狀況，，，，亦可發現潛在的資亦可發現潛在的資亦可發現潛在的資亦可發現潛在的資

金需求金需求金需求金需求，，，，並設計並設計並設計並設計「「「「社員訪視表社員訪視表社員訪視表社員訪視表」，」，」，」，將將將將

訪視情況做成完整記錄表並做成訪視情況做成完整記錄表並做成訪視情況做成完整記錄表並做成訪視情況做成完整記錄表並做成分分分分    

，，，，訪視時訪視時訪視時訪視時，，，，可由專職人員陪同理事於可由專職人員陪同理事於可由專職人員陪同理事於可由專職人員陪同理事於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或平日由二位理事一組或平日由二位理事一組或平日由二位理事一組或平日由二位理事一組，，，，依對依對依對依對

社員熟悉度分組拜訪社員熟悉度分組拜訪社員熟悉度分組拜訪社員熟悉度分組拜訪，，，，一來可以落實一來可以落實一來可以落實一來可以落實

理事對社員的關心與服務理事對社員的關心與服務理事對社員的關心與服務理事對社員的關心與服務，，，，又可提高又可提高又可提高又可提高

放款機會放款機會放款機會放款機會，，，，可規劃由理事自由選擇親可規劃由理事自由選擇親可規劃由理事自由選擇親可規劃由理事自由選擇親    

訪之社員訪之社員訪之社員訪之社員，，，，這樣可積極精緻化極細膩這樣可積極精緻化極細膩這樣可積極精緻化極細膩這樣可積極精緻化極細膩    

化地發掘社員各項各樣的資金需求化地發掘社員各項各樣的資金需求化地發掘社員各項各樣的資金需求化地發掘社員各項各樣的資金需求    

，，，，並思考與其他行業策略聯盟並思考與其他行業策略聯盟並思考與其他行業策略聯盟並思考與其他行業策略聯盟，，，，重新重新重新重新    

包裝貸款包裝貸款包裝貸款包裝貸款，，，，從社員食衣住行育樂需從社員食衣住行育樂需從社員食衣住行育樂需從社員食衣住行育樂需    

求出發求出發求出發求出發，，，，定能發掘新的資金需求定能發掘新的資金需求定能發掘新的資金需求定能發掘新的資金需求，，，，有有有有    

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存放比率存放比率存放比率存放比率』。』。』。』。    

    

2222、、、、股金成長適量化股金成長適量化股金成長適量化股金成長適量化：：：：    

儲蓄互助社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助社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助社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助社對社員資金融通是

蓄互助社核心目的之一蓄互助社核心目的之一蓄互助社核心目的之一蓄互助社核心目的之一。。。。在目前資金在目前資金在目前資金在目前資金

運用不易時運用不易時運用不易時運用不易時，，，，正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正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正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正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

討討討討，，，，建立一個以建立一個以建立一個以建立一個以『『『『放款導向放款導向放款導向放款導向』』』』的股金的股金的股金的股金

成長政策成長政策成長政策成長政策，，，，其作法乃儲蓄互助社須在其作法乃儲蓄互助社須在其作法乃儲蓄互助社須在其作法乃儲蓄互助社須在

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年度開始，，，，先訂定放款成長目標先訂定放款成長目標先訂定放款成長目標先訂定放款成長目標，，，，再再再再

按月執行按月執行按月執行按月執行，，，，每月至少檢討一次放款達每月至少檢討一次放款達每月至少檢討一次放款達每月至少檢討一次放款達

成率成率成率成率，，，，存放比率達成率及股金適量成存放比率達成率及股金適量成存放比率達成率及股金適量成存放比率達成率及股金適量成

長達成率長達成率長達成率長達成率，，，，在觀念上在觀念上在觀念上在觀念上，『，『，『，『推動放款重推動放款重推動放款重推動放款重

於吸收股金於吸收股金於吸收股金於吸收股金』，』，』，』，因為對社員放款才能因為對社員放款才能因為對社員放款才能因為對社員放款才能

具體提升其經濟生活具體提升其經濟生活具體提升其經濟生活具體提升其經濟生活，，，，始脫離貧困始脫離貧困始脫離貧困始脫離貧困。。。。    

    

3333、、、、辦理抵押放款辦理抵押放款辦理抵押放款辦理抵押放款：：：：    

依依依依『『『『儲蓄互助社法儲蓄互助社法儲蓄互助社法儲蓄互助社法』』』』第九條第二款第九條第二款第九條第二款第九條第二款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目標儲蓄互助社在法律上係能目標儲蓄互助社在法律上係能目標儲蓄互助社在法律上係能目標儲蓄互助社在法律上係能

辦理社員放款辦理社員放款辦理社員放款辦理社員放款，，，，惟過去儲蓄互助社皆惟過去儲蓄互助社皆惟過去儲蓄互助社皆惟過去儲蓄互助社皆

以辦理信用放款自豪以辦理信用放款自豪以辦理信用放款自豪以辦理信用放款自豪，，，，而在現金資金而在現金資金而在現金資金而在現金資金

運用不易運用不易運用不易運用不易，，，，儲蓄互助社成為資金剩餘儲蓄互助社成為資金剩餘儲蓄互助社成為資金剩餘儲蓄互助社成為資金剩餘

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的情況下，，，，儲蓄互助社應更積極推展儲蓄互助社應更積極推展儲蓄互助社應更積極推展儲蓄互助社應更積極推展

目前已辦理之社員房屋及汽車抵押目前已辦理之社員房屋及汽車抵押目前已辦理之社員房屋及汽車抵押目前已辦理之社員房屋及汽車抵押

放款放款放款放款，，，，因為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因為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因為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因為對社員資金融通是儲蓄互

助社核心任務助社核心任務助社核心任務助社核心任務，，，，閒置資金的投資與運閒置資金的投資與運閒置資金的投資與運閒置資金的投資與運

用應列為較次要的工作目標用應列為較次要的工作目標用應列為較次要的工作目標用應列為較次要的工作目標，，，，而為防而為防而為防而為防

止抵押放款排擠信用放款止抵押放款排擠信用放款止抵押放款排擠信用放款止抵押放款排擠信用放款，，，，需訂定信需訂定信需訂定信需訂定信

用貸款最低比率或抵押貸款最高比用貸款最低比率或抵押貸款最高比用貸款最低比率或抵押貸款最高比用貸款最低比率或抵押貸款最高比

率率率率，，，，這樣就不會影響沒有抵押品的社這樣就不會影響沒有抵押品的社這樣就不會影響沒有抵押品的社這樣就不會影響沒有抵押品的社

員借款的權利員借款的權利員借款的權利員借款的權利。。。。    

    

4444、、、、審慎規劃閒置資金的運用審慎規劃閒置資金的運用審慎規劃閒置資金的運用審慎規劃閒置資金的運用：：：：    

在努力了前述的作法後在努力了前述的作法後在努力了前述的作法後在努力了前述的作法後，，，，如果儲蓄如果儲蓄如果儲蓄如果儲蓄

互助社上有閒置資金互助社上有閒置資金互助社上有閒置資金互助社上有閒置資金，，，，可朝以下幾點可朝以下幾點可朝以下幾點可朝以下幾點

方向加以方向加以方向加以方向加以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可考量可考量可考量可考量 4/4/24/4/24/4/24/4/2

的架構的架構的架構的架構，，，，即即即即 4/104/104/104/10 放於無風險銀行定放於無風險銀行定放於無風險銀行定放於無風險銀行定

存存存存，，，，4/104/104/104/10 投資低風險各種政府公債為投資低風險各種政府公債為投資低風險各種政府公債為投資低風險各種政府公債為

主主主主，，，，優質基金及其他則估優質基金及其他則估優質基金及其他則估優質基金及其他則估 2/102/102/102/10。。。。而在而在而在而在

一開始運用閒置資金一開始運用閒置資金一開始運用閒置資金一開始運用閒置資金，，，，在社員退社在社員退社在社員退社在社員退社

時時時時，，，，是馬上要清償的是馬上要清償的是馬上要清償的是馬上要清償的，，，，儲蓄互助社沒儲蓄互助社沒儲蓄互助社沒儲蓄互助社沒

有本錢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有本錢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有本錢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有本錢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一般而一般而一般而一般而

言言言言，『，『，『，『投資投資投資投資』』』』的意涵是可接受的風險的意涵是可接受的風險的意涵是可接受的風險的意涵是可接受的風險

下下下下，，，，謀求最高的收益謀求最高的收益謀求最高的收益謀求最高的收益。。。。    

    

總之總之總之總之，，，，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台灣的儲蓄互助社台灣的儲蓄互助社，，，，藉此尤藉此尤藉此尤藉此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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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斯得到了努斯得到了努斯得到了努斯得到了 200620062006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鼓

舞舞舞舞，，，，更肯定台灣儲蓄互助社的推動者更肯定台灣儲蓄互助社的推動者更肯定台灣儲蓄互助社的推動者更肯定台灣儲蓄互助社的推動者，，，，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都是由努斯千萬個化身都是由努斯千萬個化身都是由努斯千萬個化身都是由努斯千萬個化身，，，，儲蓄互助儲蓄互助儲蓄互助儲蓄互助

社在台灣的價值與功能已是不爭的事社在台灣的價值與功能已是不爭的事社在台灣的價值與功能已是不爭的事社在台灣的價值與功能已是不爭的事

實實實實。。。。最後希望我們西屯儲蓄互助社的社最後希望我們西屯儲蓄互助社的社最後希望我們西屯儲蓄互助社的社最後希望我們西屯儲蓄互助社的社

員員員員，，，，人人關心儲蓄互助社人人關心儲蓄互助社人人關心儲蓄互助社人人關心儲蓄互助社，，，，愛護儲蓄互愛護儲蓄互愛護儲蓄互愛護儲蓄互

助社助社助社助社，，，，大家努力為互助社宣傳大家努力為互助社宣傳大家努力為互助社宣傳大家努力為互助社宣傳，，，，使西屯使西屯使西屯使西屯

社區民眾認識互助社社區民眾認識互助社社區民眾認識互助社社區民眾認識互助社，，，，而引導民間互助而引導民間互助而引導民間互助而引導民間互助

金融步入正軌金融步入正軌金融步入正軌金融步入正軌，，，，以儲蓄互助社成為社區以儲蓄互助社成為社區以儲蓄互助社成為社區以儲蓄互助社成為社區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改善社區經濟改善社區經濟改善社區經濟改善社區經濟，，，，配合社區發展工配合社區發展工配合社區發展工配合社區發展工

作作作作。。。。更重要的是加強社員合作精神教更重要的是加強社員合作精神教更重要的是加強社員合作精神教更重要的是加強社員合作精神教

育育育育，，，，使社區民眾了解儲蓄互助社之崇高使社區民眾了解儲蓄互助社之崇高使社區民眾了解儲蓄互助社之崇高使社區民眾了解儲蓄互助社之崇高

理想理想理想理想，，，，而加入儲蓄互助社而加入儲蓄互助社而加入儲蓄互助社而加入儲蓄互助社，，，，成員互助社成員互助社成員互助社成員互助社

的社員的社員的社員的社員，，，，來善用自助互助的宗理來善用自助互助的宗理來善用自助互助的宗理來善用自助互助的宗理，，，，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生活水準生活水準生活水準生活水準，，，，並培養民眾並培養民眾並培養民眾並培養民眾『『『『互助互利互助互利互助互利互助互利，，，，互互互互

求互惠求互惠求互惠求互惠』』』』的道德情操的道德情操的道德情操的道德情操，，，，發展人性真善發展人性真善發展人性真善發展人性真善

美美美美，，，，促進社區團結與和諧促進社區團結與和諧促進社區團結與和諧促進社區團結與和諧。。。。

                                                                                                                                                                                                                                            

                    社員防癌互助基金自社員防癌互助基金自社員防癌互助基金自社員防癌互助基金自 9999999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加倍型加倍型加倍型加倍型』』』』選項選項選項選項，，，，並並並並已已已已

開始接受報名及續保開始接受報名及續保開始接受報名及續保開始接受報名及續保，，，，如要報名或續保如要報名或續保如要報名或續保如要報名或續保，，，，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請盡速報名。。。。    

    ※※※※跨社社員只能選擇其中一社參加跨社社員只能選擇其中一社參加跨社社員只能選擇其中一社參加跨社社員只能選擇其中一社參加，，，，基礎型及加倍型只能擇一參加基礎型及加倍型只能擇一參加基礎型及加倍型只能擇一參加基礎型及加倍型只能擇一參加，，，，且中途不且中途不且中途不且中途不

得轉換參加等級得轉換參加等級得轉換參加等級得轉換參加等級。。。。以上如有疑問以上如有疑問以上如有疑問以上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歡迎來電洽詢歡迎來電洽詢歡迎來電洽詢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    

    

    

                                                                                                                            活動報報活動報報活動報報活動報報    

為了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了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了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了服務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不斷的做社區關懷我們不斷的做社區關懷我們不斷的做社區關懷我們不斷的做社區關懷，，，，除了落實自助互助精神除了落實自助互助精神除了落實自助互助精神除了落實自助互助精神

外外外外，，，，更能貼近社區民眾更能貼近社區民眾更能貼近社區民眾更能貼近社區民眾內心所內心所內心所內心所需需需需，，，，以以以以期望帶動社區間人人能互相幫助期望帶動社區間人人能互相幫助期望帶動社區間人人能互相幫助期望帶動社區間人人能互相幫助、、、、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

的心的心的心的心，，，，我們也非常歡迎您帶著熱誠的心來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我們也非常歡迎您帶著熱誠的心來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我們也非常歡迎您帶著熱誠的心來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我們也非常歡迎您帶著熱誠的心來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 月月月月    2222 月月月月    

入社人數入社人數入社人數入社人數    0 6 3 

退社人數退社人數退社人數退社人數    7 2 5 

平均儲蓄率平均儲蓄率平均儲蓄率平均儲蓄率    96.12% 95.90% 95.08% 

存入股金存入股金存入股金存入股金    842,586 1,114,692 874,439 

貸款筆數貸款筆數貸款筆數貸款筆數    18 11 13 

貸款金額貸款金額貸款金額貸款金額    2,256,000 6,593,000 3,457,900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574,895 685,795 654,344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1,002,388 356,966 916,00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427,493 328,829 -261,656 

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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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社響應互助社響應互助社響應互助社響應 EEEE 化時代化時代化時代化時代，，，，綠色地球綠色地球綠色地球綠色地球

環保觀念環保觀念環保觀念環保觀念，，，，減少紙張使用減少紙張使用減少紙張使用減少紙張使用，，，，特建立社員特建立社員特建立社員特建立社員

簡訊簡訊簡訊簡訊或或或或 eeee----mailmailmailmail 資訊網資訊網資訊網資訊網，，，，請有請有請有請有 eeee----mailmailmailmail

的社員的社員的社員的社員盡量盡量盡量盡量提供給辦公室登錄提供給辦公室登錄提供給辦公室登錄提供給辦公室登錄，，，，往後很往後很往後很往後很

多消息將由簡訊或網路傳給大家多消息將由簡訊或網路傳給大家多消息將由簡訊或網路傳給大家多消息將由簡訊或網路傳給大家，，，，請各請各請各請各

社員多多代為宣傳社員多多代為宣傳社員多多代為宣傳社員多多代為宣傳，，，，並並並並踴躍提供踴躍提供踴躍提供踴躍提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給給給給

互助社登錄互助社登錄互助社登錄互助社登錄。。。。    

感謝王感謝王感謝王感謝王佩佩佩佩洵小姐辛苦為洵小姐辛苦為洵小姐辛苦為洵小姐辛苦為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西西西西

屯屯屯屯儲蓄儲蓄儲蓄儲蓄互助社更新網站互助社更新網站互助社更新網站互助社更新網站！！！！本社網站已本社網站已本社網站已本社網站已

經開站囉經開站囉經開站囉經開站囉！！！！網址如下網址如下網址如下網址如下::::    

((((http://www.culroc.org.tw/cuweb/chttp://www.culroc.org.tw/cuweb/chttp://www.culroc.org.tw/cuweb/chttp://www.culroc.org.tw/cuweb/c

u2205/index.phpu2205/index.phpu2205/index.phpu2205/index.php) ) ) ) 本社的網站是掛在本社的網站是掛在本社的網站是掛在本社的網站是掛在

協會網路內協會網路內協會網路內協會網路內，，，，要搜尋時記得從中華民國要搜尋時記得從中華民國要搜尋時記得從中華民國要搜尋時記得從中華民國

儲蓄互助社協會進入才能找到喔儲蓄互助社協會進入才能找到喔儲蓄互助社協會進入才能找到喔儲蓄互助社協會進入才能找到喔！！！！    

逾期催收消息逾期催收消息逾期催收消息逾期催收消息：：：：    

互助社電腦計算逾期的方式與一般商互助社電腦計算逾期的方式與一般商互助社電腦計算逾期的方式與一般商互助社電腦計算逾期的方式與一般商

業銀行不同業銀行不同業銀行不同業銀行不同，，，，互助社只要互助社只要互助社只要互助社只要 3333 期未連本金期未連本金期未連本金期未連本金

繳足繳足繳足繳足，，，，便算逾期便算逾期便算逾期便算逾期。。。。在大環境景氣不佳的在大環境景氣不佳的在大環境景氣不佳的在大環境景氣不佳的

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很多社員收入銳減很多社員收入銳減很多社員收入銳減很多社員收入銳減，，，，因無法全因無法全因無法全因無法全

額繳齊還款額繳齊還款額繳齊還款額繳齊還款，，，，於是造成逾期於是造成逾期於是造成逾期於是造成逾期，，，，事實上很事實上很事實上很事實上很

多逾期的社員每個月還是多逾期的社員每個月還是多逾期的社員每個月還是多逾期的社員每個月還是有固定有固定有固定有固定還還還還款款款款    

，，，，這種現象有些遺憾這種現象有些遺憾這種現象有些遺憾這種現象有些遺憾。。。。    

俗語說俗語說俗語說俗語說：：：：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

在塑膠貨幣盛行的世代在塑膠貨幣盛行的世代在塑膠貨幣盛行的世代在塑膠貨幣盛行的世代，，，，股票股票股票股票、、、、期貨期貨期貨期貨、、、、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證券證券證券證券、、、、刷卡等各種交易都非常重刷卡等各種交易都非常重刷卡等各種交易都非常重刷卡等各種交易都非常重

視視視視『『『『信用問題信用問題信用問題信用問題』』』』，，，，個人若有稍微出點狀個人若有稍微出點狀個人若有稍微出點狀個人若有稍微出點狀

況況況況，，，，銀行聯徵馬上通報出去銀行聯徵馬上通報出去銀行聯徵馬上通報出去銀行聯徵馬上通報出去，，，，在這個金在這個金在這個金在這個金

融市場將永無立足之地融市場將永無立足之地融市場將永無立足之地融市場將永無立足之地。。。。所以特別提醒所以特別提醒所以特別提醒所以特別提醒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社員一定要重視自己的信用社員一定要重視自己的信用社員一定要重視自己的信用社員一定要重視自己的信用。。。。若在若在若在若在

互助社有貸款互助社有貸款互助社有貸款互助社有貸款，，，，當您的經濟收入出現短當您的經濟收入出現短當您的經濟收入出現短當您的經濟收入出現短

絀絀絀絀，，，，請主動與社辦公室請主動與社辦公室請主動與社辦公室請主動與社辦公室連連連連絡處理絡處理絡處理絡處理，，，，造成造成造成造成

逾期個人信用有了瑕疵逾期個人信用有了瑕疵逾期個人信用有了瑕疵逾期個人信用有了瑕疵，，，，那就不划算那就不划算那就不划算那就不划算

了了了了。。。。    

    

每星期二早上每星期二早上每星期二早上每星期二早上 9:00~10:009:00~10:009:00~10:009:00~10:00，，，，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會派副社長協助社員處理貸款逾期問會派副社長協助社員處理貸款逾期問會派副社長協助社員處理貸款逾期問會派副社長協助社員處理貸款逾期問

題題題題，，，，請有需要的兄姐直接請有需要的兄姐直接請有需要的兄姐直接請有需要的兄姐直接連連連連絡辦公室絡辦公室絡辦公室絡辦公室，，，，

理事會竭誠為各位社員協商解決理事會竭誠為各位社員協商解決理事會竭誠為各位社員協商解決理事會竭誠為各位社員協商解決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獎學金申請條件監事會稍有修改獎學金申請條件監事會稍有修改獎學金申請條件監事會稍有修改獎學金申請條件監事會稍有修改    

，，，，國中組的德育部份國中組的德育部份國中組的德育部份國中組的德育部份，，，，因台中市各國中因台中市各國中因台中市各國中因台中市各國中

配合九年國教方案配合九年國教方案配合九年國教方案配合九年國教方案，，，，已不再用分數去考已不再用分數去考已不再用分數去考已不再用分數去考

評學生的德育項目評學生的德育項目評學生的德育項目評學生的德育項目，，，，只用導師的評語只用導師的評語只用導師的評語只用導師的評語，，，，

所以往後國中組獎學金申請德育項目所以往後國中組獎學金申請德育項目所以往後國中組獎學金申請德育項目所以往後國中組獎學金申請德育項目

僅列為參考僅列為參考僅列為參考僅列為參考。。。。    

您有多久沒回互助社走走了您有多久沒回互助社走走了您有多久沒回互助社走走了您有多久沒回互助社走走了？？？？我我我我

們的辦公室改變很多們的辦公室改變很多們的辦公室改變很多們的辦公室改變很多，，，，歡迎您回來走歡迎您回來走歡迎您回來走歡迎您回來走

動動動動！！！！我們有新的電視牆我們有新的電視牆我們有新的電視牆我們有新的電視牆，，，，各種有機商各種有機商各種有機商各種有機商

品品品品，，，，高科技運動器材高科技運動器材高科技運動器材高科技運動器材，，，，多種清潔綠地球多種清潔綠地球多種清潔綠地球多種清潔綠地球

用品用品用品用品，，，，二林喜樂保育院大水餃二林喜樂保育院大水餃二林喜樂保育院大水餃二林喜樂保育院大水餃，，，，都歡迎都歡迎都歡迎都歡迎

您來品您來品您來品您來品嚐嚐嚐嚐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互助社邀請各社員多利用互助社邀請各社員多利用互助社邀請各社員多利用互助社邀請各社員多利用「「「「備轉備轉備轉備轉

金戶頭金戶頭金戶頭金戶頭」，」，」，」，還沒辦理者請盡速開戶還沒辦理者請盡速開戶還沒辦理者請盡速開戶還沒辦理者請盡速開戶。。。。它它它它

可以幫助您省下很多寶貴的時間可以幫助您省下很多寶貴的時間可以幫助您省下很多寶貴的時間可以幫助您省下很多寶貴的時間，，，，您有您有您有您有

了了了了「「「「備轉金戶頭備轉金戶頭備轉金戶頭備轉金戶頭」，」，」，」，便可以代繳各項費便可以代繳各項費便可以代繳各項費便可以代繳各項費

用用用用，，，，連存股金都連存股金都連存股金都連存股金都不會因為忙碌而忘記不會因為忙碌而忘記不會因為忙碌而忘記不會因為忙碌而忘記，，，，

因辦公室專職小姐會直接從您的因辦公室專職小姐會直接從您的因辦公室專職小姐會直接從您的因辦公室專職小姐會直接從您的「「「「備轉備轉備轉備轉

金戶頭金戶頭金戶頭金戶頭」」」」轉帳轉帳轉帳轉帳，，，，真的很方便喔真的很方便喔真的很方便喔真的很方便喔！！！！    

當您匯款入互助社時當您匯款入互助社時當您匯款入互助社時當您匯款入互助社時，，，，若是用若是用若是用若是用 ATMATMATMATM

轉帳方式轉帳方式轉帳方式轉帳方式，，，，請記得要打電話告知專職小請記得要打電話告知專職小請記得要打電話告知專職小請記得要打電話告知專職小

姐姐姐姐，，，，因從社理戶頭上只看到金因從社理戶頭上只看到金因從社理戶頭上只看到金因從社理戶頭上只看到金額額額額匯款匯款匯款匯款，，，，

無法辨識是何人匯款無法辨識是何人匯款無法辨識是何人匯款無法辨識是何人匯款，，，，會造成專職很大會造成專職很大會造成專職很大會造成專職很大

的困擾的困擾的困擾的困擾，，，，謝謝配合謝謝配合謝謝配合謝謝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