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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1 號 61/2006 。

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體育暨運
動科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葡文名
稱：Associação de Ciências de Desporto
e  E d u c a ç ã o  F í s i c a  d e  M a c a u
(ACDEFM)，英文名稱：Macao Society
of Sport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MSSSPE)。會址：澳門理工學院綜合
樓，是本澳體育工作者，體育科學技術人
員及有志於體育科學研究人士的學術性群
眾團體，是依法成立的法人，是非牟利的
學術性組織。

第四章

組織機構

第十一條—— 理事會的成員應通過充
分醞釀協商，經一定的民主程序在會員代
表大會上由絕大多數會員投票選舉產生，
理事會成員為單數，約在 13-33 人之間。
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
常務理事若干人，組成常務理事會，理事
會每屆任期二年。理事會理事長為法人代
表，必要時可委託副理事長或秘書長行使
法人代表職權，任期二年。學會會長、副
會長、名譽會長及顧問等人選，必須由理
事會研究決定後，可邀請澳門社會各界的
知名人士出任。

監事會為會務監察機構，由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人組成，均由理
事會互選產生，在 5 或 7 人組成。任期二
年，其職權為檢核理事會各議決案執行情
形及規核財務情況。

第十六條—— 本會根據工作需要，理
事會下除秘書處、學術部外，再增設財務

部、聯絡部、總務部協助常務理事會工
作。其成員由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聘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8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13,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社區服務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1 號 64/2006 。

澳門社區服務協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為非牟利性社區服務
團體。中文名稱為：“澳門社區服務協進
會”。

第二條——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黑沙
灣馬場看台街 202 號信托廣場一樓 B 。

第三條——宗旨：本會以自願、奉
獻、友愛、互助、進步為宗旨，提倡團結
友愛、助人為樂、無私奉獻，通過開展社
區服務，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第四條——本會的服務範圍：

1. 為公益事業、大型社會活動等提供
志願服務；

2. 為需要幫助的社會人士和團體提供
志願服務。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均為個人會員。

第六條——加入本會的會員，必須具
備下列條件：

1. 承認本會章程；

2. 熱愛公益事業，熱心社會服務，甘
于奉獻；

3. 能夠堅持參加志願服務工作。

第七條——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有參加本會組織的各種志願服務活
動的權利；

3. 有要求本會幫助解決在志願活動中
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的權利；

4. 有對本會會務工作提出建議、批評
和進行監督的權利；

5. 有向本會推薦會員的權利。

第八條——本會會員應履行下列義
務：

1. 有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議的
義務；

2. 有宣傳本會宗旨、維護本會聲譽的
義務；

3. 有參加本會要求參加的活動、完成
所承擔工作任務的義務。

第九條——本會實行入會和退會自願
的原則。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三至五名，秘書長一名及副秘書長
三至五名組成。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
人，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
副會長代行職務。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出席。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行使下列職
權：

1. 審議通過會務工作報告；

2. 審查財務預、決算報告；

3. 制定、修改或廢除本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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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下設理事會及
監事會，理事會內設常務理事會，所有理
事會及監事會人選，均經由會員大會選
出，並選出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及理事若干名，領導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
主理本會一切會務，選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若干名及監事若干名，理監事人數由
會員大會決定，理事會、監事會成員不得
超過會員人數的三分之一，且總人數必須
為單數。

第十五條——會長為本會法定代表
人，負責召集理事會議，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領導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第十六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一切會務；

2. 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領導、
管理和主持會務；

3. 制定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4. 理事會內設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
事長、秘書長及各部之正部長組成，直接
處理重要會務及臨時緊急事件。

第十七條——理事會下設組織部、財
務部、公關部、秘書處。理事會下分設各
部部長一名，副部長二名，秘書處主任一
名，副主任二名，分別主理各部工作。

第十八條——理事會下設各部職權分
記如下：

1. 秘書處負責處理理事會日常事務性
工作。

2. 秘書長負責協調理事會各部門工
作，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工作。

3. 組織部負責本會各種活動的策劃和
組織。

4. 財務部負責本會經費的收支管理和
重大活動的財務預算（日常經費，使用須
報秘書長審批，重大開支須由會長簽字方
可支出）。

5. 公關部負責對外聯絡和宣傳。

第十九條——根據需要，理事會可以
聘請社會人士擔任本會的名譽職務。

第二十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依據本會章程，查核各職員或會員
之違章行為及處分；

2. 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支及檢查一切
賬目及單據之登對；

3. 審查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
研究與促進會之設施。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
秘書長由理事會提名，經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副秘書長、各部正副部長、秘書處正
副主任經理事會選舉產生。會員大會、理
事會所有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秘
書長、正副監事長及全部理監事均任期三
年，由就職日起計。成員可以連選連任，
會長任期最長不得超過三屆。

第四章

經費來源

第二十二條——本會的日常運作和活
動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人士的資助；本會
也接受其他公益組織、基金會、政府和社
團的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本
會理事會。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9,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張氏宗親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 1 號 63/2006 。

澳門張氏宗親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張氏宗
親會”。英文譯名為“Macau Cheung Cla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是非牟利的帶有宗親
聯誼性質的民間社團。

第三條——本會宗旨：

發揚愛國愛澳愛鄉的光榮傳統，團結
全澳的張氏族群在一個共同的旗幟與理念

下，延續歷史傳承，締造族群優勢，為促
進全澳宗親的大團結和社會地位以及經濟
地位的提高，敦睦宗誼，共謀發展，互相
支援，造福我族，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社
會和諧做貢獻，為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奉獻力量。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關閘大
馬路 64 號怡南大廈 A-B 座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持有有效證件居澳張氏
居民，年滿十八周歲，同意並履行本會會
章者，均可申請入會，成為個人會員。

第六條——居澳張氏宗親申請入會，
須有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填寫申請表，提
交有關證件副本及一寸正面半身相片兩
張，經常務理事會通過，即為本會會員。

本會會員分普通會員、永久會員二
種，由個人選擇。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對會務有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有退會的自由，但已交之會費不
予退回。

四）享受本會所辦各種福利、事業之
權和參與各項活動之權。

第八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執行理事會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三）會員有繳納入會基金和會費的義
務。

第九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一年，
經催收仍不繳納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十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經理
事會決議，給予相應之處分。

第十一條——會員逝世，精神錯亂或
被判罪入獄期間會籍自動取消。若刑滿可
再提出申請，會費須重新繳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選舉
會長，副會長，理、監事，修訂本會章
程，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和會務、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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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會長，副會長及理、監
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領
導及協調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依次代其職
務。會長，副會長應出席理事、監事會
議。

第十五條——本會聘請德高望重的社
會賢達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
顧問及會務顧問，輔助本會會務之發展。
在大會閉會期間，必要時，得由理事會增
聘會務顧問，並請大會追認。

第十六條——為本會權益與利益，可
聘請律師，法律顧問和代理人，處理辯
護，妥協和解決任何控告，訴訟及起訴。

第十七條——本會設理、監事會：

一）理事會設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在理事中推選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若干人。理事會設秘書處，聯絡
部，財務部，福利部，婦女部，青年委員
會等部門。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
長若干人，各部門設部長或主任一人，副
部長或副主任若干人。正副理事長、正副
秘書長及各部部長、主任組成常務理事
會，總人數為單數。日常會務工作，由理
事長主持，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缺席
時，由副理事長代其職務。

二）理事會具體負責開展各項會務工
作，如入會申請、決定重要會議之召開，
決定重大的人事安排，決定開展重大的會
務活動等。

三）監事會設監事若干人，總人數為
單數，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督促
財務部每季公佈收支賬目，按季度稽核全
部收支賬目。

第十八條——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得
設立特別工作委員會。

第十九條——理事會、監事會開會的
法定人數應為該會之過半數成員，此時會
議所做的決定方為有效。理事會和監事會
處理任何事務須以過半數舉手決定，如果
表決結果相等，會議的主席投第二票或決
定性的一票。

第四章

活動

第二十條——理事會可根據社會發展
和聯誼等工作需要，組織會員開展以下各
項活動：

一）參加世界張氏總會以及內地和世
界各國各地區的宗親聯誼及尋根謁祖活
動。

二）開展經貿交流及考察活動。

三）開展姓氏文化研究及學術交流活
動。

四）開展各項公益活動。

五）理事會認為有必要開展的有關活
動。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
或延期召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員大會。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開，
須有理事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方為有效。

第二十二條——理事會議半年度舉行
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每季舉行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
會議。監事會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視
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十三條——理、監事會議之決
議，均須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同意，方
得通過。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個人普通會員入會第
一年繳納會費（包括入會基金）MOP200
元，以後每年應繳納會費 MOP100 元，個
人永久會員一次繳納 MOP500 元。

第二十五條——理事會認為符合本會
宗旨時，可接受任何合法財物之饋贈或捐
獻。

第七章

清盤

第二十六條——若本會清盤時付清所
有欠款和債務後，尚有剩餘任何財產，該
財產不得分配予本會會員，本會解散前的
會員大會可以決定將其付給或轉讓給內地
以及其他國家（地區）張氏宗親組織或捐
贈作公益事業。

第八章

闡釋

第二十七條——任何有關本章程的闡
釋交由理事會作最後決定。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0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藝術教育學會

英文名稱為“Macao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英文簡稱為“M.S.E.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存檔於本署
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22 號，
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藝術教育學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藝術教
育學會”，英文為“Macao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英文簡稱為“M.S.E.
A.”。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士德
大馬路 7-C 號培正大樓三樓 D 座，經理事
會同意可更改。

第三條—— 本會宗旨：

推廣本澳藝術教育，提高全民質素。

凝聚本澳藝術教育力量。

關注藝術教育發展，提高藝術教育專
業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凡現職或曾任
職本澳學校藝術教育教師、具有藝術教育
相關學歷者或關注本澳藝術教育發展的人
士均可申請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有權參與本會
舉辦的活動；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和提出建
議及異議的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支持及參與本
會舉辦的活動和繳交會費。

第七條—— 會員不繳交會費或損害本
會利益，可被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為兩年，連選可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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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大會：

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最高權力機構，
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領導架構及決定
各會務工作。

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
名，負責會員大會的召開及主持工作。

平常大會須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召
集。

會員大會負責審議和表決理事會年度
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監事會年度報告及
按時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

決議時須經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贊
同方為有效；如屬修改會章之決議，須獲
出席大會四分之三之會員的贊同方為有
效。

2. 理事會：

為行政機構。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理事五名，負責管理和處理日常
會務。

3. 監事會：

為監察機構。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兩
名。負責監督理事會的日常運作。

第九條—— 經理事會批准，本會可聘
請有關人士為名譽主席及名譽顧問。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捐
贈及贊助等。

第十一條—— 本章程解釋權及修改權
屬會員大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大廈聯誼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39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大廈聯誼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 “澳門大廈聯誼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團結坊眾，愛國愛澳，服務社會，協助居
民解決生活所需。

3. 本會地址：澳門牧場巷 70 號 C 座地
下。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1. 凡本大廈居民，願意遵守會章，均
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3.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  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一人，監事
一人，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 .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社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
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每季度舉行一次慈善活動。

（五）  經費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6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青輝劇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1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青輝劇社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青輝劇社。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發展
及推動澳門戲劇藝術活動，參加各類型戲
劇活動，促進本地區與外地之戲劇文化藝
術交流與合作。

3. 本會地址：澳門東北大馬路 411 號
金海山花園第六座 11 樓 A 室。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心參加和支
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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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戲劇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6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華聯劍擊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華聯劍擊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華聯劍擊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劍擊體育活動，鼓勵會員參與各種
體育活動，促進本澳劍擊及其他體育活動
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俾利喇街騰龍閣 20
樓 W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劍擊體育活動和熱心參
加支持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
會批准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二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一代劍擊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新一代劍擊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新一代劍擊體育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劍擊體育活動，鼓勵會員參與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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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促進本澳劍擊及其他體育活動
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涌河街裕華大廈第
二座七樓 H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劍擊體育活動和熱心參
加支持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
會批准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二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望廈壁球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7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望廈壁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望廈壁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壁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壁球
及其他各項體育運動。

3.本會地址：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粵發大廈 1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壁球活動，積極參加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富曲藝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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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9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海富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海富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炮兵馬路15號永年
大廈三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星海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51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星海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星海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體育活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漁翁街亨達大廈 3
樓 K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支持參與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理
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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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凱旋壁球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5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凱旋壁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凱旋壁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壁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壁球
體育運動。

3.本會地址：澳門媽閣街 27 號雄風大
廈 3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壁球活動，積極參加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信成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0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信成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信成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體育活動的發
展。參與國內外體育社團之間的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僑樂新街14號載福
大廈第 2 座 3 樓 S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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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6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活力劍擊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活力劍擊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活力劍擊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劍擊體育活動，鼓勵會員參與各種
體育活動，促進本澳劍擊及其他體育活動
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台山牧場街澳門大
廈 B 座 5 樓 T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劍擊體育活動和熱心參
加支持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
會批准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二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湖畔壁球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湖畔壁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湖畔壁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壁球活動，讓會員參加本澳、外地
的壁球及其他各種體育運動。

3.本會地址：澳門蘇亞街基祥大廈 1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壁球活動，積極參加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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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如有
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濠景釣魚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6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濠景釣魚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濠景釣魚會。

2. 本會組織群眾性的釣魚活動，促進
本澳釣魚體育活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東北大馬路
410 號廣華新村第九座 7 樓 G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釣魚活動或熱心支持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仔壁球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4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仔壁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仔壁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壁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壁球
及其他各項體育運動。

3.本會地址：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217
號 H 座福菜樓 3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壁球活動，積極參加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
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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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 、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大三巴曲藝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50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大三巴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大三巴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船澳巷12號
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5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永聯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5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永聯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永聯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體育活動的發
展。參與國內外體育社團之間的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河邊新街豐順新村
第 2 座 2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支持參與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理
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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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5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好運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54 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好運體育會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好運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體育活動的發
展。參與國內外體育社團之間的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東北大馬路 243 號
海濱花園第 5 座 9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支持參與該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理
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4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青少年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少年雪屐體育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涼水街22號信發大
廈 5 樓 Z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的青少年，願意遵守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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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
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青少年劍擊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少年劍擊體育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劍擊體育活動，促進本澳劍擊體育
活動的發展。參與國內外體育社團之間的
劍擊體育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八達
新村泰康樓 7 樓 BN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劍擊體育活動和熱心參
加支持該活動的青少年，願意遵守會章，
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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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風景攝影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風景攝影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攝影文化活動，促進澳門攝影文化
的發展。

3.會址：澳門沙梨頭海邊街183號祐威
大廈 6 樓 J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凡本澳愛好攝影，對攝影文化有研
究興趣人士，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攝影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美達攝影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美達攝影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攝影文化活動，促進澳門攝影文化
的發展。

3.會址：澳門永樂街 27 號樂安樓7 樓 I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凡本澳愛好攝影，對攝影文化有研
究興趣人士，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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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攝影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好世界攝影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好世界攝影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攝影文化活動，促進澳門攝影文化
的發展。

3. 會址：澳門黑沙環祐漢新勝意樓
2 號 238B 。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攝影，對攝影文化有研
究興趣人士，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攝影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專業攝影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專業攝影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攝影文化活動，促進澳門攝影文化
的發展。

3. 會址：澳門荷蘭園正街86-88號荷蘭
園大廈 C 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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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攝影，對攝影文化有研
究興趣人士，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攝影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優美攝影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優美攝影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攝影文化活動，促進澳門攝影文化
的發展。

3.會址：澳門高樓街 17 號御景花園 16
樓 C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凡本澳愛好攝影，對攝影文化有研
究興趣人士，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攝影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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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志強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志強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大馬路 44 號
利盛閣 13 樓 D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動，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光輝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光輝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青洲大馬路逸麗花
園第 4 座 5A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動，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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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紅藍乒乓球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紅藍乒乓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乒乓球活動，促進本澳乒乓球體育
活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宏建大廈第
五座四樓 F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乒乓球活動及支持參與
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萬凌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萬凌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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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天通街志里 17 號威
緻苑 2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動，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7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土生菜廚藝文化協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土生菜廚藝文化協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研究
和弘揚本澳土生菜廚藝文化，加強本澳各
地廚藝文化交流，促進本澳飲食業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提督馬路81-83號新
都大廈後座 3 樓 F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研究土生廚藝文化，具
有相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活

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方
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招收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須
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廚藝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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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葡國菜廚藝文化協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葡國菜廚藝文化協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研究
和弘揚本澳葡國廚藝文化，加強本澳與葡
國各地廚藝文化交流，促進本澳飲食業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大馬路製造
巷 18 號藍藝閣 5 樓 O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研究葡國廚藝文化，具
有相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活
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方
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招收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須
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廚藝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2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老年保齡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老年保齡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保齡球活動，促進本澳保齡球體育
活動的發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保齡球體
育運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17號
南方大廈第一座 11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保齡球活動，熱心參加
和支持該活動的老年人，願意遵守會章，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  組織架構

7.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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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如有
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2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特殊保齡球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特殊保齡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保齡球活動，促進本澳保齡球體育
活動的發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保齡球體
育運動。

3. 本會地址：澳門俾利喇街 110 號粵
華廣場 5 樓 E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保齡球活動，熱心參加
和支持該活動的特殊、智障人士，願意遵
守會章，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取
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如有
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2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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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揚羽毛球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綠揚羽毛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參加羽毛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
的羽毛球比賽。

3. 本會地址：澳門馬楂度博士大馬路
白雲花園第三座 14 樓 J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羽毛球或其它體育、舞
蹈活動，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
章，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2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duas
folha,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石鯛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稱為：（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tiva “Ishidai” de Macau；

（中文名稱）澳門石鯛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Macau Ishidai Sport
Fishing Club；

（葡文簡稱）CPDIM；

（中文簡稱）石鯛釣魚會；

（英文簡稱）MISFC 。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

2.1 以配合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
關該單項在澳門之發展及有系統推廣。

2.2 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動中，有關該
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育及運動安全等
之恆久發展。

2.3 為會員組織石鯛竿釣魚體育活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座嘉美花園
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1. 凡本澳愛好釣魚、尤其愛好假餌釣
魚及體育活動，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一人，任期二年。

3.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4.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二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
數，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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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決議
超過半數出席會員贊成方得通過決議；但
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2. 理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如有特
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每月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社會贊助，會費。

（六） 會徽：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8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2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duas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澳門假餌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稱為：（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tiva de Iscas Artificiais de Macau；

（中文名稱）澳門假餌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Lure Sport Fishing Club
of Macau；

（中文簡稱）假餌會；

（葡文簡稱）CPDIAM；

（英文簡稱）LSFCM 。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

2.1 以配合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
關該單項在澳門之發展及有系統推廣。

2.2 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動中，有關該
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育及運動安全等
之恆久發展。

2.3 為會員組織假餌釣魚體育活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 8 號 B 座嘉美花
園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釣魚、尤其愛好假餌釣
魚及體育活動，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 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機構

6.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7.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一人，任期二年。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二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
數，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
問。

10.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決議
超過半數出席會員贊成方得通過決議；但
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12. 理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如有特
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月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社會贊助、會費。

（六）會徽：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3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2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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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女子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名稱：（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tiva de Mulher de Macau；

（中文名稱）澳門女子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Macau Women Sport
Fishing Club 。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配合
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關單項在澳門之
發展及有系統推廣，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
動有關該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護及運
動安全等之恆久發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嘉美花園地
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釣魚體育活動，願意遵
守會章者，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本會
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 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架構

6.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7.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8.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9.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署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2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投釣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名稱：（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tiva de Lançamento de Macau；

（中文名稱）澳門投釣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Macau Spinning Sport
Fishing Club 。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配合
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關單項在澳門之
發展及有系統推廣，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
動有關該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護及運
動安全等之恆久發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嘉美花園地
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釣魚體育活動，願意遵
守會章者，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本會
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架構

6.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二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7.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8.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 顧問。

9.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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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署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2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duas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
bricadas.

澳門深海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稱為：（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tiva do Alto Mar de Macau；

（中文名稱）澳門深海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Macau Deep Sea Sport
Fishing Club；

（中文簡稱）深海釣魚會；

（葡文簡稱）CPDAMM；

（英文簡稱）MDSSFC 。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

2.1 以配合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
關該單項在澳門之發展及有系統推廣。

2.2 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動中，有關該
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育及運動安全等
之恆久發展。

2.3 為會員組織深海釣魚體育活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座嘉美花園
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1. 凡本澳愛好釣魚、尤其愛好假餌釣
魚及體育活動，願意遵守會章者，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三）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一人，任期二年。

3.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4.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二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
數，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 顧
問。

5. 監事會職權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決議
超過半數出席會員贊成方得通過決議；但
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2. 理監事會每二月召開一次，如有特
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每月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社會贊助，會費。

（六）會徽：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9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2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新城羽毛球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新城羽毛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參加羽毛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
的羽毛球比賽。

3. 本會地址：澳門馬度博士大馬路
白雲花園第三座 14 樓 J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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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羽毛球或其它體育、舞
蹈活動，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
章，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

（星期一）下午三時三十分，在位於上海街
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心總辦事處演
講廳召開股東大會平常會議，議程如下：

1.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就二零零五年度
業務所編制之活動報告及財政賬目；

2. 監事會對以上項目之意見書；

3. 其他事項。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召
開，屆時無論出席股東的人數及其代表的
股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股東大會主席  吳榮恪（Vitor Ng）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
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3 de Abril de 2006 (2.ª feira), pelas 15,3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tir e votar o relatório anual e con-
tas elaboradas pela Direcçã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05;

2.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3. Outros assuntos.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
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uma hora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sóci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
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dez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7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34,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

（星期一）下午四時，在位於上海街175號
中華總商會 7 字樓，中心總辦事處演講廳
召開股東大會特別會議，議程如下：

1. 選舉中心2006及2007雙年度的機關
成員。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召
開，屆時無論出席股東的人數及其代表的
股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股東大會主席  吳榮恪（Vitor Ng）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
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extraor-
dinária, no dia 3 de Abril de 2006 (2.ª feira),
pelas 16,0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
ciais do CPTTM para o biénio de 2006 e
2007.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
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uma hora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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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úmero de sóci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
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dez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6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56,00)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召開會員大會通告

根據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LECM
之章程第17條所述，茲通知各會員於二零
零六年四月六日早上十時三十分，在澳門
大堂街30號，實驗室總部召開會員大會常
會。共商討以下內容：

審查及確認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報告
及帳目。

假若屆時出席大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
數，根據實驗室章程第 18 條第 2 款所述，
將於半小時後，即上午十一時召開第二次
會員大會會議，屆時則不論出席的人數及
其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份額。

澳門，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

董事局：區秉光

梁文耀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tória da Assembleia Geral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bleia
Ge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Rua da Sé, n.º 30, pelas 10,30 ho-
ras do dia 6 de Abril de 2006, com a seguin-
te ordem de trabalho: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relatório e contas
do exercício de 2005.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se 30 minutos depois (11,00 a.m.),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
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representado.

Macau, aos quinz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Direcção: Ao Peng Kong — Leong
Man 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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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1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8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0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36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2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1993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性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性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性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性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性批示 $300.00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119.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19,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9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