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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任委員 徐昇明  

 

一、前言 

敬愛的各位社幹部、工作的好伙伴以及

我們的社員們大家帄安。在這新的一年

（2018）首先要衷心地恭賀各位新年快樂,

並祝各位闔家帄安,健康喜樂。 

二、感謝 

我們社幹部一任就是三年。理事長可連

任一次,那就是六年了。當在社員大會改選

理監事時;各位擔任幹部。在新卸任交接時;

就是責任與任務也一併交在你手上了。社員

們都期望我們能使單位社的社務、業務、財

務等都能有所進展。尤其是理事長,要帶領

我們的社幹部,為社的發展而努力。監事主

席要帶頭作我們單位社的內部管控,擔任醫

師的工作,找到社的缺失進而建議理事會,

督促專職改進。 

在此,要誠摯地向各位社幹部說聲”感

謝”。我們的理事長有的是擔任六年,有的

是三年。不論是三年或六年都要感謝各位。 

還要感謝協會的東辦,侯主任、三位督

導(昇航、附琇、志翔)及台東區會的必華幹

事,你們都辛苦了。也要謝謝站在第一線的

專職及社務助理。讓我們一起手牽手、肩並

肩,繼續為我們的儲蓄互助運動努力,並付

出行動。 

 

三、勉力與期望 

1. 莫忘初衷,發揮互助社的精神～自助、互助。 

2. 專職，是站在第一線，對於本身份內的工作一定要做到。

協會區會的來文一定要瞭解。來文一定要給理事長看。 

3. 理事、監事（社幹部），我們每月都召開會議一次，除了

要知道社的財務報表和損益表。要知道我們社的儲蓄率、貸放比、逾期（呆帳）的

處理進度外。還要了解各項互助基金並協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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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事主席，一定要做到內部管控的工作，五人小組大家分工合作。查核社員存摺、

核對現金、往來銀行的帳務，以減少錯誤產生。 

5. 從我們單位社的損益表可以知道，單位社的最大收入就是貸放社員的利息。社員沒

有借貸，我們就沒有收入。所以，理事會應多思 考

如何將餘裕資金貸放給社員。有社幹部在問備抵

呆帳的問題，其實，說起來沒有那麼困難。儲蓄

率提高、逾期降低、貸放比提升這是重要條件。

讓我們加油，大家都努了。 

四、結語 

今年(107)年初是我們各社的大事－社員大會。 

在社員大會中，我們要選出第八屆的理監事，期望各 社

都能選出優秀的社幹部，能帶領我們，使社的社務、業務、財務都能有長足的進步。謝謝第 7

屆的理監事好伙伴,三年一路走來真的辛苦各位了。祝福所有的社員們新年快樂,帄安健康。 

 

 

 

 

1. 協會獎勵儲蓄互助社辦理「助學貸款」自 107年起：○1 .每期受理金額

由 2,500 萬提高至 4,500 萬 ;○2 .獎勵利率由 3%調降至 2.5%;○3 .

借款期限最低 6 個月提高至 1 年 )並於 107年起適用。 

2. 107年度第一期原住民小額週轉專案貸款（原”生活週轉金”專案貸款），受理期

間自 107年 1月 2日上午九時開始受理至 6月 29日中午 12時止，本期受理總額度

修正為「無總貸款額度上限」(單筆放款最高仍為 7萬元)，採「通報上傳」方式受

理登記額度。原民會專案貸款逾期放款累積逾 5筆（含）以上者，該社暫停申請該

計畫放款額度。 

3. 107年度原住民創業貸款，自 107年 1月 2日上午九時開始受理，本次採「通報

上傳」方式，上傳”原住民創業專案貸款獎助金申請書”受理登記額度，另完成

放款當天應「傳真」「原住民創業專案貸款計畫需求表影本」 

4. 各社應於元月前依規定完成扣繳申報作業及上傳年終各項資料（資料不全者將影響 

貴社分類評核結果、推動業務獎勵）。 

5. 公布 105年度全國帄均股息率為 0.76％。社備抵呆帳提撥未達 100％者，請社年終

結算前提撥補足，如社提撥仍未達法定比率者，當年度股息率不得逾前一年度全國

帄均股息率。(社章程第 54條規定) 

6. 各社參加本會第 15屆第 1次(107年度)會員代表大會團體會員代表名單，會員

代表資格期間為 3年，請將前述名單連同會議紀錄以電子公文於 107年 2月 9日

前陳報本會，毋須再寄送紙本資料；若有提案事宜，請於 107年 2月 2日前函報

所屬區會，並經區委員會議審查提案後於 107年 2月 14日前陳報協會。 

協會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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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笑 大家輕鬆一下  

 

 今早我到咖啡店，買杯熱咖啡。 

店員：「咖啡要大杯?還是小杯?」 

我說：「小杯就好。」 

店員大聲喊：「這位先生是小

咖 ！」聲音迴蕩中......。 

人生體悟  “想成為大咖之路，咖

啡請點~大杯！” 

中午，我到咖啡店旁的便當店買

便當;便當因飯量多寡分大小。有

了早上買咖啡的經驗，就跟店員

點了大份的排骨便當。 

等拿到便當時，發現盒上用簽字

筆寫了 三個 字……  

[大排便 ]！” 

晚上下班, 經過頂呱呱，想買包薯

條解饞，為了避免早上及中午的情

形重演，便點了中份的薯條。 

聽到櫃台對後方炸薯條的工讀生喊

道：「快ㄧ點，又一位中暑！」 

人生體悟 “人生大中小，隨緣就

好！” 

早上，我去燒餅店買燒餅，店員問

我：「大的或小的，要加蔥嗎？」我

說「要加蔥，三個小的」。店員面對

我大聲吆喝 「蔥三小！」 

此時，我頓悟了，不是做人太難，

是中文字太有學問了，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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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區 會 活 動 預 告 

 

 

 

 

  

日    期 內    容 對  象 地   點 

2/9(五) 領導者研習會(協) 理事長、副理事長 社福館 

2/24(六) 台東區會年會 理事長、社代表 社福館 

3/9(五)~3/10(六) 區會幹部研討會(協) 區會委員、幹事 GAYA飯店 

3/20(二) 放款委員研習會 放款委員 社福館 

3/23(五)~3/25(日) 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理事長聯誼活動 理事長、社代表 台中 

 

 

106 年 

業務競賽成績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2010 分 

第二名 基善社  1241 分 

第三名 金崙社  1153 分 

第四名 延平社  1127 分 

第五名 土坂社  1089 分 

 
 

 

 

106 年 

股金成長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1275 萬 

第二名 馬偕社   812 萬 

第三名 東園社   219 萬 

第四名 新興社   110 萬 

第五名 台東社   107 萬 

 

 

 

106 年 

人數淨成長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118 人 

第二名  海端社  27 人 

第三名  延平社  24 人 

第四名  長濱社  17 人 

第五名  大鳥社  16 人 

 
 

為有效激勵儲蓄互助社配合協會推動業務，針對「社員成長」及「貸放社

員」兩項主要業務實施階段性成長獎勵，獎勵方案如下： 

一、 社員成長獎勵：107 年 50 歲以下新入社正式社員每位提供社獎勵金 200 元。 

例：107/1/1/～107/12/31，50 歲以下新入社為正式社員 32 人，獎勵金為 6,400

元(增加社員數 32 人*200 元/人)。 

二、 貸放社員獎勵：107 年平均每月貸放社員餘額較 106 年底增加額度，發放 0.5%

獎勵金。 

例：106/12/31 貸放社員餘額為 5,200 萬元；107 年 1～12 月平均每月貸放社員餘

額為 5,600 萬元，增加 400 萬元，獎勵金為 2 萬元(增加額 400 萬元*0.5%)。 

三、 相關規定： 

a、 實施年度：107 年，獎勵金於 108 年 4 月份發放。 

b、各項成長以各社上傳資料計算，清算中、當年度新成社、資料上傳不完整或

未上傳，不予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