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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東區會主委 樂冷 
 

前言 
  

惟因體認理財規劃的重要性及儲蓄

習慣的養成需要從小建立，故此，

本區會的共識是，擬定每年持續辦

理兒童青少年理財營的活動，希冀

藉由此活動內容之設計規劃，讓參

與的兒少可以對儲蓄互助社有更深

入的認識與接觸，促進對儲蓄互助

運動的認同並於未來得以協助推展，

如此一來將能達致永續經營的目標。 

   感謝主！本年度參與的兒童青少年熱絡，並活動進行中都

能積極參與配合。值得欣慰的是，透過孩子們的心得分享，

均能感受到他們對活動的滿意度，除了學得相關儲蓄互助運

動資訊、認識很多新朋友、學習建立團隊合作精神，同時營

造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為此，大多學員都很期待報

名參與明年的理財營會活動，

如此一來；                         

儲蓄互助運動蓬勃發展將指

日可待。 

最後，謝謝救國團的工作團

隊，及所有參與其中的工作

夥伴，包含協會東辦主任與

督導、區委及區會 2位幹事，

特別感謝本次主辦的東園儲

蓄互助社理事長/理監事與 2

位盡職的專職，辛苦您們

了！ 

 

 

 

 

 

 

 

 

 

  

收件人： 

地  址：台東市臨潼街 77號 
電  話：089-346664   
傳  真：089-346652 
E-mail: twcu.a0014@msa.hinet.net 

金太 歐元 六年級 

我覺得經過這次的理財營我可以大大提升我

對理財的了解。並且做好理財的工作和加入儲

蓄互助社;好讓我以後銀行有很多錢。可以捐

給貧窮的人,讓世界更富有。而在這個營隊最

深刻的事是本來不認識的，後來變成這個營隊

裡最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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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社 孫朴 六年級 

在這三天裡,我很感謝大哥哥、大姊姊們,還有小豬豬和各位教我們上課的老師。我印象最深

的是「營火晚會」。昨天的營火晚會讓我們都非常的開心,在這裡也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又

能學到理財的新觀念。雖然,這是我來的第四次,但每一次的課程有些都會不一様。這次的

DIY做的是項鍊,做項鍊時一定要很專心聽課,如果沒有專心聽課就不會做了,就像我一様。

這幾天,我要再次感謝帶隊的哥哥、姊姊和老師們「謝謝!」 

 

 

 

 

 

 

 

 

 

 

 

 

 

 

 

 

金崙社 高趙玄禎 九年級 

我陸陸續續參加這個活動三次，每一年的小隊輔

都不太一樣。緣份把我們帶到這兒，每次都帶著

滿滿期待的心來參加活動。經常都會到互助社打

聽舉辦的時間，很珍惜每次的機會。 

我在聽講師上課雖然有小小的打瞌睡，但是我還

是認真聆聽每一言一句把課聽完。最期待的活動

就是營火晚會了，多采多姿。我的年紀是我們這

組最大，這些小朋友年紀都很小，但我都把他們

當我籃球隊的隊員一樣，不會的我去跟他們說，

雖然很調皮，但都很可愛也有很乖的。小隊輔真

的是靈魂人物，像我們這組的判判大哥哥，他就

像爸爸一樣在照顧我們，對每個人都一樣。參加

這個活動真的很快樂，理財真的是人生一輩子很

重要的課題，如果，你真的不懂，那很可能會讓

你哭哭。總而這之，我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明年還要再來喔!明年見各位~ 

金崙社 杜宗翰 五年級 

在三天二夜時，我跟一些人都不認

識，我是透過遊戲來認識大家。但

是認識太晚，就到第二天了。在這

裡有很舒服的床、遊泳池、餐廳，

我很喜歡這裡，跟大自然親近。 

我上的課：什麼是儲蓄互助社，這

讓我們知道要存錢。還有第二個課

程，知道各國的錢和它們在做什麼

工作。這些基本的東西要學會。我

最喜歡的ㄧㄥˊ火晚會，跟所有老

師、同學一起ㄏㄞ的時侯，那時侯

超 happy的。今天就第三天，時間

過得好快ㄛ就要說掰掰了，希望有

機會再參加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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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社 胡駿瑋 九年級 

每年都有不同的隊輔，也會有不同的課程，學到的事物也不同。每次我來都滿心期待著老師

和隊輔，能在這裡相遇應該是緣份吧! 

在上課時會想睡覺，但是聽著老師說的新知識我竟不知不覺的認真聆聽著老師說的一言一

句。我全部都記了下來，我的眼睛也像相機一様，把老師說的圖記在腦海裡。我也迫不及待

的把這三天二夜的事跟家人朋友分享。因為能來這裡的只有互助社的社員，但不一定每個人

都有機會參加，所以要把握能來的機會。這裡的課程都是老師和隊輔用心設計的課程，在學

校學不到的，一年舉辦一次，要認真不要只是來玩。來這裡上課會學到超新的知識，而理財

是一輩子會做到的事，懂得理財才能做好生活上其他的事。 

最後，這三天二夜真的很開心，謝謝大哥哥大姐姐這幾天的陪伴，每組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有

搞笑的、有幽默的。雖然有時侯會開心，有時侯會生氣，但是不會有不高興的表情在臉上讓

我們知道，真是辛苦他們了。 

東園社 陳薀如 五年級 

這三天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做陶珠，因為

陶珠是原住民的配飭，還知道是排灣族

和魯凱族手工物件。還有王志豪老師的

課，教我們認識各國的錢，還有一些不

認識的國家的錢。 

晚上有營火晚會，大家拿著螢光棒，看

各組的表演，圍著營火跳舞。最後一天

要成果發表，大家有點依依不捨，相約

明天再見。 

延平社 余娜亞 九年級 

第一天來時覺得很陌生，因為第一次參加這個活

動，但到了下午大家互助認識後覺得他們全都很

可愛，因為我們這隊我是年紀最大的。在這三天

學到了許多關於互助社和理財的知識，得到了很

多收穫。來這營隊不只是學習理財 Or認識理財；

還有怎麼去認識新朋友；如何去學習團體生活；

去照顧比自己年紀還小的弟弟妹妹，去幫助他

們；和他們相處。我覺得參加活動很棒，可以多

參加，因為可以在這之中學到很多，可以在活動

當中成長。還有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們，雖然他們

很嚴格，又愛逼人和威脅，但是他們很辛苦帶我

們三天，他們互相討論準備遊戲，還有很 high的

營火晚會。晚上又幾乎沒睡的在我們房間外看著

我們的安全，早上還叫我們起床。雖然很累人，

但是總是面帶微笑的領著我們，真是辛苦他們

了。總之，在這三天收穫滿滿，真的沒有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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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二季 

業務競賽成績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1332 分 

第二名 金崙社  788 分 

第三名 延平社  741 分 

第四名 海端社  669 分 

第五名 新興社  637 分 

 
 

 

 

107 年第二季 

股金成長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492 萬 

第二名 東園社  168 萬 

第三名 延平社  122 萬 

第四名 金崙社  101 萬 

第五名 成功社   67 萬 

 

 

 

107 年第二季 

人數淨成長前 5 名 

第一名  東台社 108 人 

第二名  延平社  16 人 

第三名  海端社  15 人 

第四名  新興社  14 人 

金崙社  14 人 

馬偕社  14 人 

第五名  導明社  13 人 

 
 

 

 

 

 

 

 

 

 

 

 

 

 

 

 

 

 

 

 

 

                                                                                        

日    期 內    容 對  象 地   點 

 8/22 (三) 專職業務研習 專職、社務助理 社福館 

10/13 (六) 慶祝 2018儲蓄互助社節活動 全體社員、社區民眾 博愛國小 

11/16(五)~11/18(日) 社幹部暨專職參訪聯誼活動 社幹部、專職 屏東、金門 

協 區 會 活 動 預 告 

5/30台東區會甄選

幹事,有 6人報

考。甄選結果由陽

菊蘭小姐錄取。並

於 7/2正式上班。

請大家給予新任幹

事支持與鼓勵! 

.儲蓄互助社教導社員些什麼? 

儲蓄互助社除了教導社員儲

蓄、節儉和善用金錢以外，教

導社員下列的事項： 

一. 無私的合作。 

二. 自信與自尊。 

三. 樂於盡責。 

四. 互相信賴。 

五. 領導才能。 

六. 民主管理。 

七. 志願服務 

商人帶兩袋大蒜到某地，當地人沒見過大蒜，極為喜愛，於是贈商人兩

袋金子。 

另一商人聽說，便帶兩袋大蔥去，當地人覺得大蔥更美味，金子不足表

達感情，於是把兩袋大蒜給了他。 

雖這只是故事，但生活往往如此，得先機者得金子，步後塵者就可能得

大蒜！ 

善於走自己的路，才可能走別人沒走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