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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創新中學同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2010。

創新中學同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本社團的中文

名稱為「創新中學同學會」，英文名

稱為「millennium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ssociation」，本章程以下簡
稱「本會」。

第二條——法人住所：本會之法人

住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255號中土大廈
九樓。

第三條——性質：本會為非牟利之

已畢業及在校學生自治組織。

第四條——宗旨：

本會的宗旨如下：

1. 加強本校學生、校友與學校之間的
聯系，支持母校的發展及建設為宗旨；

2. 繼續發揚母校「進悳自強」的精
神；

3. 培養同學、校友愛國愛澳精神，促
進同學、校友對國家及澳門的認識和關

注。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資格：凡曾在創新中學

就讀，並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人士，由

會員一人介紹，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

准。

第六條——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一切會員
活動；

2. 在會員大會享有投票權、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

3. 享用本會為會員而設之各項設施及
福利；

4. 介紹新會員入會。

第七條——義務：凡本會會員須履

行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之決議；

2. 致力推動會務之發展及維護本會之
聲譽；

3. 不得作出破壞本會聲譽及損害本會
利益的行為。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構成：本會的領導機關

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為

本會之最高職權機構，其主席團由大會

選舉產生，成員包括會長、常務副會

長、副會長及秘書，任期三年，可連

任。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例會壹次，

必要時可由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開特別會

議。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 核准及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2. 選出及任免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工作計劃及財政
預算並制訂本會之政策；

4. 審核理事會所提交之會務報告及帳
目結算。

第十一條——理事會：理事會由至

少五名之單數理事組成，任期三年，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事會包括理事

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財

務長。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職權：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研究和制定本會之工作計劃；

3.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
管理、財務運作及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帳目結算等報告；

4. 召開會員特別大會；

5. 聘請本會顧問、名譽顧問、名譽會
長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三條——監事會：監事會由至

少三名之單數監事組成，任期三年，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包括監事

長，副監事長。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

1. 監察理事會及各部門之工作；

2. 審核本會賬目；

3. 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第四章

其它

第十五條——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為會員所繳費用，社

會人士、團體之捐贈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第十六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本章程之解釋權

屬理事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國民航院校校友會

中文簡稱為“澳中航院校友”

英文名稱為“Macao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ies of China Alumni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CAUCA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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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民航院校校友會章程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

門中國民航院校校友會”，中文簡稱

為“澳中航院校友”，英文名稱為

“macao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ies of 
China Alumni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為“mCAuCAA”。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是以在澳門

生活或工作的中國民航大學的校友為基

礎，團結和聯誼其他民航院校的校友，

增進友誼，加強與母校及各地校友的聯

繫，積極開展各項活動，促進交流；弘

揚母校優良傳統，不斷提高科研學術

水平，加快科技、學術成果轉化為生產

力，為國家富強、母校發展及促進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繁榮進步特別是航空業的

發展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的存續期為無限

期，會址設於澳門東北大馬路S段海名居
第四座24樓Q，經理事會同意可遷到澳
門任何地方。

第一章

會員

第四條——凡中國民航大學（包括

原軍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學校，中國

民用航空高級航空學校，中國民用航空

機械專科學校，中國民用航空學院）的

澳門師生、校友，贊同本會章程，經履

行入會手續，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凡中國境內其他民航院

校的澳門師生、校友，經本理事會同

意，可以通過成立分會和直接入會的形

式加入本會。

第六條——本會會員享有在本會組

織架構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參與本

會各項活動和享用本會各項福利、設施

之權利；並有關心及愛護本會，遵守會

章、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二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是會

員大會，負責決定會務發展的總體方

針；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長一名、副

會長不少於兩名，任期每屆三年，連選

可連任。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

會務工作。會員大會下設理事會及監事

會。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一）審核、通過本會的章程；

（二）選舉、任免會員大會會長、

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討論、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

所提交之每年工作報告，財政預算和帳

目結算。

第八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

全體會員會議一次，由會員大會會長負

責召集並主持會議。召集會員大會必須

提前十天以書面方式通知全體會員，並

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

程。本會在召開會員大會時，出席會議

人數須為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或以

上；若無法達到二分之一，則半小時後

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可召開會議。在特

殊情況下，由全體理、監事會成員聯席

會議及不少於三分之二會員聯署，由理

事長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九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關，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由

不少於七位會員組成（理事會成員的數

目必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一名及

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任期每屆三年，連

選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

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處理日常會

務，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每季最

少召開會議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十一條——理事會可按會務工作

需要，設專責小組處理特定的活動項

目，專責小組須向理事會負責。

第十二條——監事會負責監督理事

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審核理事會的

工作報告及稽核其財政收支，並對會員

大會負責。監事會由不少於三位會員組

成（監事會成員的數目必須為單數）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

及監事若干名，監事會成員任期每屆三

年，連選可連任。

第十三條——經理事會決議，本會

可聘請本澳及內地、外地素孚眾望，對

本會有積極貢獻之校友或社會知名人士

為本會榮譽會長或名譽顧問，指導本會

會務工作。

第十四條——理事會及監事會在應

屆任滿之前，負責提名推薦下屆理、監

事成員，並由會員大會決選之。

第三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的有關經費主要

來源自會員繳交之會費、研究項目等。

第十六條——會員會費為每年貳百

元澳門幣，會員每年可以分兩次繳清會

費。

第十七條——本會可接受校友、社會

各界熱心人士或機構的友好捐贈及贊助。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解釋及修改權

屬會員大會集體裁定。章程未詳事宜，

由本會根據本章程制定其他條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河南聯誼總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河南聯誼總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河南

聯誼總會”。

第二條——本會以愛國、愛澳、愛

我中原文化，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施政，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服務桑

梓，團結鄉親，為豫澳兩地經濟文化交

流與合作而努力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設在澳門馬場海邊

東大馬路277號唯德花園AB,AC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關心支持河南經濟、

文化發展的人士，行為良好，均可申請

參加成為本會會員或永遠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

享有本會一切福利之權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繳交會費，

履行本會一切決議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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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者，須

依手續填具表格，由會員一人介紹，經

理事會通過，方得為正式會員，由本會

發給會員証。

第八條——會員因不遵守會章，嚴

重影響本會名譽及損害本會利益者，經

理事會議或會員大會通過，得取消會員

資格，所繳任何費用概不發還，會員欠

繳會費超過兩年，作自動退會論。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得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監事會之

成員及修訂本會章程。

第十條——創辦本會之會長為本會

創會會長，創會會長得指導和策劃本會

各項重要會務工作，得出席各類會議，

及享有表決權，創會會長無任期限制。

第十一條——永遠會長

（一）凡經會員大會通過聘請為永

遠會長者，永遠會長無任期限制。

（二）任期屆滿之會長若不參予連

任，則為當然永遠會長。

永遠會長職權：

（一）指導會務開展工作。

（二）輔導理監事會，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

（三）監管本會財產。

（四）對於會務有爭議性的議案，

作最後裁決。

（五）出席理事會議，及享有表決

權。

第十二條——本會會長、副會長、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均由會員大會就

會員中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屆會長得由當過正、副會長人士，

方得競選。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

本會設會長一人，常務副會長二

人，副會長六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並領導有關本會會務的推展工作，倘會

長缺席時，由常務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十四條——設理事不少於二十一

人，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不少於五人，

處理日常會務，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不少於二人，下設秘書處、總務部、

聯絡部、財務部等部門工作，理事會由

單數組成。

理事會職權：

（一）策劃會務推展工作。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三）領導會員積極參與社會各項

公益活動。

（四）有關財務收支管理及經費籌

募。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二人，監事會由單數組成。

監事會職權：

（一）監督會務發展及法人行政管

理機關之運作。

（二）有關財政收支的稽核。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並向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書。

第十六條——本會視工作需要，聘

用有薪給之工作人員。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會長召集，會長認為必要，或有三

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由會長召集，如會長外出可由常

務副會長一人及理事長一人召集開會。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之召開，最

少提前八天以掛號方式通知會員，通知

書內應注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大會出席之會員人數，要達到

會員人數一半，方為有效。如法定人數

不足，會員大會於超過召集書指定時間

三十分鐘舉行方為有效。

第十九條——理事會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常務理事會每月舉行會議一次，

均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條——本會各經費，由會員

會費，基金，及會員捐獻撥充。並得接

受會外人士熱心的贊助。全部收支賬

目，每三個月由理事會報告，監事會稽

查。每年向會員公佈。

第二十一條——會員入會繳交基金

澳門幣伍拾元正，每年繳交會費澳門幣

貳拾元正。永遠會員則一次過繳交基金

及會費澳門幣伍佰元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智能發展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Desenvolvi-
mento da Inteligênci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DIM”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lligence 
Develop ment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ID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智能發展協會會章
 

第一章

名稱、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名稱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智能發展協
會」，英文定名為“macau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mIdA」；葡文定名為“Associ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da Inteligência de 
macau”，葡文簡稱「AdIm」。  

第二條——地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俾利喇街13-13
號A，輝禾大廈地下A座。

第三條——宗旨

1. 推動全面性的智能發展，積極研
究智能發展相關之知識。

2. 加強於智能發展方面之推廣，增
加對智能發展的認知及普及性。

3. 提供智能發展資源及資訊，創建
共同平台，集合有興趣人士共同分享。

第四條——法定語文

1. 本會以中文、葡文及英文為法定
語文。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第五條——資格

1. 任何人士皆可提出申請，並需要
由理事會決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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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會手續及條件由理事會制定。

第六條——權利

1. 會員有以下權利：

（一）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活動。

（三）享有本會所提供之設施及福

利。

第七條——義務

會員需遵守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及理事會的決議。

2. 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作出貢獻。

3. 按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組織

1. 本會組織結構包括了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本
會最高權力機構，除法律所定權力外，

會員大會還有以下權力：

（一）制定和修改會章；

（二）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

（三）決定本會會務方針；

（四）行使本會組織內其他機關未

獲法律或章程賦予的權力。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有投票權的會員
參與組成，每年必須至少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日期由上一次會員大會決定。

3. 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的有
投票權會員未足半數，不得作任何決

議。若無法達到半數，則半小時後，即

可再次召開會議，不論出席會員多少。

4. 特別會員大會會議在以下情況下
必定召開：

（一）不少於半數的理事會成員同

意召開；

（二）監事會全體成員同意召開；

或

（三）不少於半數會員聯名請求召

開。

5.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或多人，秘書一或多人，由會員大會選

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得

連選連任。

6. 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如會長缺
席，則由副會長主持。

第十條——理事會

1. 理事會屬本會最高行政機關，負
責處理本會日常事務及運作，由會員大

會選出若干人組成。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一或多人、秘書一人、財務一人、理事

一或多人，由會員大會選出，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3. 理事會根據大會制定的方針及理
事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向會員

大會提交會務報告；決定接受捐贈；審

批和開除會員；釐訂會費；按會務發展

需要，聘用或辭退顧問、工作人員及確

定其薪酬。

4. 理事會領導成員的職責如下：

（一）理事長：統籌本會工作，按

本會宗旨推行會務；

（二）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執行

本會工作；

（三）秘書：落實處理本會事務；

（四）財務：審理財務及每年提交

財務報告。

5. 理事會議須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
方可進行會議及決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

1 . 監事會屬本會最高監察權力機
關，負責監察及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及財

務運作，並負責對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財政預算及報告，或其他有關本會之事

項提出意見。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一或多人，秘書一或多人，由會員大會

選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

得連選連任。

3. 監事會職責是監督審閱理事會之
會務及財務賬目，每年之會務及財政報

告。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1.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
會員會費、贊助捐獻、合法途徑收入及

社會各界的資助。

第十三條——1. 任何遺漏之處，除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以理事會的決定

為準，修訂有關條文後提交會員大會審

議，通過後公佈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機動車租賃員工福利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第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機動車租賃員工福利會

章程

總則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機動車租賃員
工福利會”。

2. 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加強澳門機動車租賃從業人員的團

結，宣揚愛國愛澳精神，為業內人士爭

取福利。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馬場大馬
路267號百利新邨二座五樓O。

會員

4. 凡從事及有意投身於機動車租賃
行業的人士，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

通過，可成為正式會員。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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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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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

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人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事一名或多

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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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監事一名，連選得連任，每屆任期

三年。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

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全體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一切決

議必須得出席會議過半數成員贊成方可

通過，但有關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而解

散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

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附則

14. 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
修訂，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汽車租賃聯誼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10/ASS檔案組第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汽車租賃聯誼會

章程

（一）會名、宗旨、會址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汽車租賃聯誼
會”。

2. 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加強澳門汽車租賃行業的團結及聯

繫，宣揚愛國愛澳精神，為業內人士籌

辦各項活動增進友誼。

3. 本會地址：澳門鏡湖馬路61號蓮
德大廈5樓B座。

（二）會員

4. 凡從事汽車租賃行業的人士及親
屬，年滿十八歲，願意遵守會章，經理

事會通過，可成為正式會員。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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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

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人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事一名或多

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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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監事一名，連選得連任，每屆任期

三年。

10.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

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全體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一切決

議必須得出席會議過半數成員贊成方可

通過，但有關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而解

散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

（四）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五）附則

14.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
修訂，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機動車租賃維修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第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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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動車租賃維修協會

章程

總則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機動車租賃維
修協會”。

2. 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加強澳門機動車租賃維修從業員的團

結。

3. 本會地址：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
579號運順新邨4樓Bu座。

會員

4. 凡從事及有意投身於機動車租賃
維修的人士，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

通過，可成為正式會員。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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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

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人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事一名或多

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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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

事一名，連選得連任，每屆任期三年。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

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全體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一切決

議必須得出席會議過半數成員贊成方可

通過，但有關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而解

散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

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附則

14. 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
修訂，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航空業代表（澳門）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0/ASS檔案組第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航空業代表（澳門）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航空業代表

（澳門）協會，葡文：Associação de 
Companhias Aéreas (macau)，英文：
Board of Airline Representatives in 
macau，簡稱：BAR。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

岸宋玉生廣場398號中航大廈17樓。

第三條——本會性質為非牟利社

團，宗旨：優化澳門航空業的經營環

境；代表、推進及保障在澳門營運的各

成員航空公司的共同利益；改善及協調

各航空公司之間的具體運作；代表航空

業界向政府、機場專營公司等任何相關

單位提出建議、監督及執行決議；代表

澳門航空業對外進行交流。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加入：1. 在澳門合法經
營及正在飛行（on-line）的航空公司； 
2. 與本會成員簽署航班共享協定而在澳
門飛行的航空公司，上述航空公司正式

委派一名代表 （如被委派者屬航空公司
總代理，需有正式授權函），經會長及

秘書長批准便可加入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出席及參與由本

會舉行的一切會議、活動；出席會員大

會及參加討論與表決。

第六條——義務：遵守本會章程及

會員守則、對本會未對外公布的會議內

容有保密的責任、監督及執行本會決

議、及繳交會費及年費。拖欠年費者，

當年不得參與任何表決；如拖欠年費超

過一年者，將被自動取消會員資格。

第七條——退出或更換代表，需在

十五天前通知會長及秘書長。

第八條——當會員所屬航空公司1. 
結束在澳門的業務或公司註冊；2.取消航
班共享協定；3. 取消總代理權，屬以上
三種情況任一種時，有關代表的會員資

格自動作廢。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設有以下機構，會

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機構成員

均在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

出，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中心，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事務及

職責。主席團設會長一人主持會議、秘

書長一人及副會長若干人，由三人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

會提前或延期召開。經理事會決議或三

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聯名提議得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的權力是負責制

定或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選出及罷免

理事會成員及監事會成員；批核理事會

提交的每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並訂

下本會工作方針；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

提交每年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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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理事會執行機關，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財務一人

及理事若干人，由三人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負責處理日常會務、計劃及召集各

類活動及會議，編制年度工作報告。每

次會議均需半數成員以上出席，方為有

效，通過決議得為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

贊成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若干，由三人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職責為監察年度帳

目，理事會及會員有否違規行為。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收入來自會費

或透過社會捐贈；一次性入會會費為

mOP3,000，年費mOP500；日後入會會
費及年費金額的更改由會員大會決定，

不須更改本章程。　

第五章

附則及會徽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修改權及解

釋權均屬會員大會。

第十五條――本會會徽如下：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Cardoso, manuela
  Virgin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7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九日所訂立之合

同，劉家禎（Lau Ka Ching）及甄基立
（Yan Kay Lap Caleb），設立一個名為 
澳門科學發展研究會、葡文名稱為Asso-
ciação de estudo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
ciation的非營利性協會，並受下列章程
約束：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科學發展研究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stu-
do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及英文名為macau Scientific de-
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桔仔街102號A新寧閣
地下。

第三條

性質

本會為一不牟利法人。

第四條

宗旨

凝聚有志推動澳門科學發展的人

士，藉著交流、推廣和研究等不同方式

促進信息溝通，提高澳門整體科學發展

的素質。 

第五條

入會資格

任何對科學有興趣之人士，且擁護

並遵守本會章程，經本會會員介紹及理

事會審核及通過，均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會員有以下權利：

a）出席本會全體會員大會；

b）有投票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c）參加、協助及支持本會所舉辦之
一切活動；

2. 會員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
的行動。

第七條

機關

1. 本會機關有：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本會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所有會員組成。

2. 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通過及修改會章；

b）選舉領導機關成員；

c）決定本會務工作。

第九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由主席、副主席及大會
秘書各一名組成之主席團領導。

2 . 會員大會通常每年召開一次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

3. 會員得由任何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會員大會，為此只需要一封致會員大會

主席之信函。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一至三名理事組成，總人數須為

單數。

2. 理事長負責本會的日常事務，副
理事長和理事協助理事長工作。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限

1. 本會理事會有權：

a）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b）根據本章程確定之宗旨組織本會
之活動。

c）履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d）向會員大會建議會員應繳納之會
費之金額。

e）製作及向會員大會介紹報告及
管理帳目，以及年度活動計劃及財政預

算。

f）管理及執行本會之基金。

2. 至少由理事長，或副理事長及一
名理事共同簽署之文件，方對本會產生

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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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監事會

1 . 監事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
席、一至三名監事組成，總人數須為單

數。

2. 監事會有權監察日常會務運作和
財政開支。

第十三條

收入

本會收入來自會員會費以及私人、

公共實體的捐贈和資助。

第十四條

其他

本章程未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規範執行。

Por Contrato celebrado no dia 9 de Janei-
ro de 2010, Lau Ka Ching（劉家禎）e Yan 
Kay Lap Caleb（甄基立）, constituíram 
um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
nada Associação de estudo de desenvolvi-
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
科學發展研究會 e, em inglês, macau Scien-
tif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tos: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A associação é designada por Associação 
de estudo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科學發展研究會 
e, em inglês, macau Scientific de 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Artigo 2.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do matapau, n.º 102 «A», edifício 
San Leng Kok, rés-do-chão.

Artigo 3.º

Natureza

A Associação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sem 
fins lucrativos.

Artigo 4.º

Fins

A Associação visa reunir os interessados 
em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 através de intercâmbio, propaga-
ção e investigação em diferentes vias, a fim 

de incentivar a informatização e melhorar a 
qualidade do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de 
macau. 

Artigo 5.º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Podem ser Associados as pessoas que te-
nham interesse na área científica, que cum-
pram fielmente as disposições estatutárias 
da Associação, mediante proposta apresen-
tada à Associação e que, após verificação, 
sejam aprovados pela direcção. 

Artigo 6.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1.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a)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b) Votar, eleger e ser eleito;

c) Participar e apoiar nas actividades or-
ganizadas pela Associação.

2. Os Associados não podem praticar 
quaisquer actos que prejudiquem o bom 
nome da Associação.

Artigo 7.º

Órgãos

1.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2.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são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ara manda-
tos de três anos, renováveis.

Artigo 8.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premo 
da Associação e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2. À Assembleia Geral compete: 

a) Aprov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b) eleger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e

c) definir as ac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9.º

Reuniões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com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2.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ordinaria-
mente uma vez por ano, convocada pela 
direcção.

3. Qualquer Associado pode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outro Associado na As-
sembleia Geral, bastando neste caso, como 
instrumento de representação, uma carta 
dirigida ao Presidente da Assem bleia Geral.

Artigo 10.º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
ro ímpar de membros, sendo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a três Vogais.

2.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assegura 
o regular funcionamento da Associação, 
sendo que o Vice-presidente e os Vogais  
coadjuvam o Presidente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Artigo 11.º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1. Compete à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a)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Coordenar a actividade da Associação 
de acordo com os fins definidos nos presen-
tes estatutos;

c) dar cumprimento à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d)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o montan-
te das quotas a pagar pelos Associados;

e) elaborar e apresentar à Assembleia 
Geral o relatório e contas de gerência, bem 
como o programa de actividades e o orça-
mento para o ano seguinte;

f) Administrar e gerir os fundos da Asso-
ciação.

2. Para que a Associação fique obrigada, 
é necessário que os respectivos documentos 
sejam assinados pelo Presidente ou pelo 
Vice-Presidente em conjunto com qualquer 
outro membro da direcção. 

Artigo 12.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um número ímpar de membros, sendo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a três 
Vogais. 

2.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 gestão financeira corrente 
da Associ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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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13.º

Receitas

Constituem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as 
quotas dos Associados e as contribuições e 
subsídios atribuídos pelas entidades priva-
das ou públicas.

Artigo 14.º

Outros

Nos casos omissos nos presentes estatu-
tos aplicam-se as normas legais vigente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於澳門私人

公證署

私人公證員 高美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oze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A Notária, 
Maria de Lurdes Cost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8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7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0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2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Artistas de Poesia, dístico, Caligrafia 
e Pintura de macau”章程原件一式無
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te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
mina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Ar-
tistas de Poesia, dístico, Caligrafia e Pintura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dois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
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dez.

澳門國際詩詞對聯書畫家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國際

詩詞對聯書畫家協會；

（中文簡稱“詩聯書畫協”）。

葡文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Artistas de Poesia, dístico, Caligrafia 
e Pintura de macau；

（葡文簡稱 “APdCP”）。

英文為：macau International As-
sociation of Artists of Poetry, Couple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英文簡稱 “APCCP”）。

第二條——本會以聯絡詩詞、對

聯、書畫及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及有關

社團、提高會員文化學術水平、推進學

術文化交流及加強聯誼、舉辦各項學術

及文化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法人住所設於澳門

荷蘭園大馬路36-B號茂業商業大廈三
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

及在學之學生，不論國籍、性別，願意

遵守本會會章者，由會員一人介紹，均

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核批准。

第五條——會員類別：

（A）永久會員：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後、經理事會審核，一次過繳交本會規

定之費用者。

（B）普通會員：居住於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之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或文化

界人士。

（C）海外會員：居住於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以外之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及

文化界人士。

（d）團體會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以內及以外註冊之中國文化藝術社團。

（e）預備會員：在學之學生，而對
中國文化藝術感興趣者。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一

切會員活動；

（二）除預備會員外，其他會員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學術、文

化及康樂活動；

（四）享用本會為會員而設之各項

設施及福利；

（五）介紹新會員入會。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執行本會決

議、推進本會會務及維護本會聲譽。

（二）按時繳交有關費用。

第八條——會員無故欠交年費超過

六個月者，則停止其會員之權利；超過

一年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對本會聲譽有損者，理事會得視情節

輕重予以告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選舉會長、副會長、會員大

會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會務工

作報告；

（三）審議監事會之意見書；

（四）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五）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由會長召集之。必要時得由會長、

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開會員特別大會。

第十二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

會長若干人，大會秘書一至二人，由會

員大會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工

作。

第十三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

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五名之單

數理事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

建議；

（三）訂定本會內部規章及會員入

會基金、年費及其他費用等；

（四）研究和制定本會之工作計

劃；

（五）舉辦有關之學術及文化活

動。

第十四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

至二人，財政一至二人。理事會得視工

作需要設立工作部門或特別委員會，向

理事會負責。理事之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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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經理事會議決，得聘

請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顧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為本會常設監

察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最少三人之單

數監事組成，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監事會由監事互選監事長一人及副

監事長若干人。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為會員所繳費用；社

會人士、團體之捐贈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onze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5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7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0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1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de Artistas de 
Cultur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te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
minada «Associação de Artistas de Cultur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um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dez.

澳門中華傳統文化藝術家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中華

傳統文化藝術家協會；

（簡稱“中傳文藝協”）；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Artistas de 
Cultura Tradicional Chinesa de macau 
（簡稱 “ACTC”）；

英文為：m a c a u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Artis 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簡稱“ATCC”）。

第二條——本會以聯絡詩詞、對聯、

書畫及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及有關社

團、提高會員文化學術水平、推進學術

文化交流及加強聯誼、舉辦各項學術及

文化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法人住所設於澳門荷

蘭園大馬路36-B號茂業商業大廈三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

及在學之學生，不論國籍、性別，願意

遵守本會會章者，由會員一人介紹，均

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核批准。

第五條——會員類別：

（A）永久會員：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後、經理事會審核，一次過繳交本會規

定之費用者。

（B）普通會員：居住於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之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或文化

界人士。

（C）海外會員：居住於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以外之中國文化藝術愛好者及

文化界人士。

（d）團體會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以內及以外註冊之中國文化藝術社團。

（e）預備會員：在學之學生，而對
中國文化藝術感興趣者。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一

切會員活動；

（二）除預備會員外，其他會員有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學術、文

化及康樂活動；

（四）享用本會為會員而設之各項

設施及福利；

（五）介紹新會員入會。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執行本會決

議、推進本會會務及維護本會聲譽。

（二）按時繳交有關費用。

第八條——會員無故欠交年費超過

六個月者，則停止其會員之權利；超過

一年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對本會聲譽有損者，理事會得視情節

輕重予以告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選舉會長、副會長、會員大

會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會務工作

報告；

（三）審議監事會之意見書；

（四）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五）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由會長召集之。必要時得由會長、

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開會員特別大會。

第十二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大會秘書一至二人，由會員

大會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工作。

第十三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

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五名之單

數理事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三）訂定本會內部規章及會員入會

基金、年費及其他費用等；

（四）研究和制定本會之工作計劃；

（五）舉辦有關之學術及文化活動。

第十四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至二

人，財政一至二人。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

設立工作部門或特別委員會，向理事會負

責。理事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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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經理事會議決，得聘

請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顧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為本會常設監

察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最少三人之單

數監事組成，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監事會由監事互選監事長一人及副

監事長若干人。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為會員所繳費用；社

會人士、團體之捐贈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修訂。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onze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6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版畫藝術研究中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團
存檔文件” 檔案組1/2009號第1號文件第1
至7頁，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國際版畫藝術研究中心章程

第一章

名稱、住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版畫

藝術研究中心”，中文簡稱為“國際

版畫藝術研究中心”，葡文名稱為：

“Centro de Investigação de Arte das 

Gravuras Internacional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CIAGIm”，英文名稱
為：“macao International Printmaking 
Arts Research Center”，英文簡稱為：
“mIPARC”（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屬非牟利社團，具有法人地位的社

會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受本章

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管轄。

第二條——住所

本會設於澳門荷蘭園正街15號二樓，
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經理事會批准，

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一）本會宗旨為促進及推動澳門

版畫藝術教育、創新製版、印刷、研究

及發展，一切相關藝術的活動，鼓勵及

提倡版畫及愛好者與時並進，不斷探索

由傳統至當代的版畫創作中不同技法及

不同媒材的研究與發展，建立具有澳門

特色之版畫藝術和多元化的創作路向，

提升本澳版畫藝術邁向國際水平；

（二）在本澳推動及策劃版畫藝術

之講座、展覽、參觀、交流、工作坊、

教育培訓課程、出版刊物等工作和活

動，並與內地、香港、臺灣、亞洲地區

及其他海外地區等相關團體或機構展開

繪畫、版畫、設計及印刷藝術之交流與

合作，推廣本地文化產業。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永久會員及非永久會

員兩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對藝術有

興趣之人士，不論國籍、年齡及性別，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填寫申請表格及附

上一吋半之半身（免冠）相片兩張，並

經理事會審查批准，在繳納入會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

（二）一次繳交至少五年會費的會

員，或連續五年繳交會費的會員為永久

會員；

（三）其他則為非永久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

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

（六）享受本會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

議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

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

會員之間團結和合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

費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

之行為。

第三章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

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或以上

者，其會員資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

是否除去該會員的資格擁有最後決定

權。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

決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

由理事會決定及作出譴責和警告之處

分；情況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除

去該會員的資格。

（四）會員處於被法院下令解散者

即喪失會員資格。

（五）會員被除去該會員的資格

時，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每

三年選舉一次，得連選連任。

第十條——（一）本會各機關之主

席如長期因故不能視事，有關機關應在

其成員中選出一新主席，並在會員中為

該機關共同擇定一名新成員。

（二）本會各合議機關之其他成員

如因故不能視事，有關機關之其餘在職

成員應從會員中委任代任人。



N.º 3 — 20-1-2010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267

（三）在各合議機關主席或某一成

員暫時因故不能視事時，其代任應由因

故不能視事者之所屬機關確定。

（四）被選出或被委任代任之成

員，應擔任該職務至有關前任者之任期

終結止。

第十一條——本會各機關之決議應

載於會議紀錄簿冊內，並應載有出席會

議之有關機關多名據位人之簽名。會員

大會之會議紀錄，應載有主持會議之人

之簽名。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架

構。

（二）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

團主持，主席團是由一名主席、若干名

副主席和一名秘書組成。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

應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六）按理事會提名，授予名譽會

員榮銜；

（七）在接獲對理事會的決議上訴

時作裁決；

（八）解散本會。

第十四條——（一）會員大會必須

每年最少召開一次，並由主席負責召

開，若主席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

任。

（二）召集書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

前至少10天寄往會員的聯絡地址或透過
由會員本人簽收之方式代替，該召集書

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

（三）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

須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

出決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

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

之會議。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

少均視為有效。

第十五條——（一）大會決議取決

於出席之會員之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

以下各款規定之適用。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之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六條——（一）就本會各機關

之選舉、理事會預算之討論及通過，以

及報告書和帳目之討論及表決，均由會

員大會以平常會議為之。

（二）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大會

主席團主席主動召集，或應理事會、監

事會或二分之一會員要求而召集。

理事會

第十七條——（一）理事會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若干名及秘書一名以便執行理事會

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

（三）理事會下設總務部、財務部、

康樂部、聯絡部、宣傳部、公關部等，

各設部長一人及委員若干人，但各部的總

人數必為單數，該等職位人選由理事會選

出，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四）理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

席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倘若表決

時票數相同，則理事會主席的投票具有

決定性。

第十八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及預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

務，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

提交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

取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

處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九）按會務需要，邀請社會知名

人士或專業人士擔任為本會名譽主席或

名譽顧問，任期由應屆理事會決定，總

人數必為單數；

（十）科處譴責和警告之處分；

（十一）領導本會之工作，聘用和

辭退僱員及訂定其報酬。

第十九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

擔，包括法庭內外，均由理事會主席或

其授權人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書

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第二十條——理事會主席可解決本

會緊急問題，但事後應在接著的第一次

會議時知會理事會，由理事會確認。

監事會

第二十一條——（一）監事會由大

會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兩名及若干名監事；

（三）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

席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

建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

工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為不牟利社

團，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

費及海內外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

機構或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本會設內部規章，

規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別組織，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

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二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

屬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

之日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

大會討論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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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與正本相符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石立炘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5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葡萄牙酒商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1/2010及2/2010。

葡萄牙酒商協會章程

（七）附則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維持不變）

4. ……（維持不變）

5. 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員會費及各
種合法資助。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酒商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1/2010及2/2010。

澳門酒商協會章程

 （七） 附則 

1. ......（維持不變） 

2. ......（維持不變） 

3. ......（維持不變） 

4. ......（維持不變） 

5. 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員會費及
各種合法資助。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口岸區坊眾聯誼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Moradores 
da Zona de Aterros do Porto Exterior

（ZAP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八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0/ASS/m1檔案組
內，編號為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新口岸區

坊眾聯誼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os moradores da Zona de Aterros do 
Porto exterior（ZAPe）”。會址位於
新口岸飛南第街11號獲多利大廈B座2樓
AK座。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採用民主集中制。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其職能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監事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及重大事宜；

4. 審查及批准理、監事會的工作報
告，財務報告。

第九條——理、監事會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若干名理、監事組成。　

第十條——理、監事成員互選出會

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正副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

行機構。由理監事成員互選若干名理事

組成，最少為十五名，其成員總數必須

為單數。其職能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理、監事成員互選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

人、副秘書長若干人。

第十三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須經會長、副會長或理事長其中之一人

及一位副理事長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下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

人及監事若干人。監事會成員總數必須

為單數，均由理監事互選充任。

監事會職能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定期審查賬目；

3. 列席理事會議；

4.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
提交會員大會。

第十五條——理監事會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

由會員大會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理事會得選聘社會人士

為本會名譽顧問和顧問。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Janei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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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E DESENVOLVIMENTO DE CANTÃO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9

 
 Presidente, A Chefe de Contabilidade,
 Guo ZhiHang Shirley Le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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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安  水  火  保  險  有  限  公  司（澳  門  分  行）
The Wing O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Macau Branch)

澳門南灣大馬路369-371號京澳大廈十三樓C室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零八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永  安  水  火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  澳  門  分  行 )
The Wing O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Macau Branch)

澳門南灣大馬路369-371號京澳大廈十三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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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安  水  火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  澳  門  分  行 )
The Wing O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Macau Branch)

澳門南灣大馬路369-371號京澳大廈十三樓C室

為更全面了解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婉薇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零八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澳門幣



127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3 期 —— 2010 年 1 月 20 日

業務簡報

本公司為香港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分行。   

本公司本年度經營的主要業務為一般保險業務。本公司由二零零三年壹月壹日起進入自然終止期。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結果及本公司在該日的財務狀況，均詳載於二零零八年的財務報表內。

 會計：梅卓健  澳門分行經理：關鐵城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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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安  水  火  保  險  有  限  公  司  （澳  門  分  行）
The Wing O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Macau Branch)

澳門南灣大馬路369-371號京澳大廈十三樓C室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清算日）

 澳門幣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九年五月

三十一日（清算日）期間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清算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期間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

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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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李婉薇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零九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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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簡報

本公司為香港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分行。

本公司本年度經營的主要業務為一般保險業務。本公司由二零零三年壹月壹日起進入自然終止期。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清算日）期間的營業結果及本公司在該日的財務狀況，均詳載於二零零九年的財務報

表內。

 會計：梅卓健 澳門分行經理 ：關鐵城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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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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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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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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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58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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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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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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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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