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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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五人足球推廣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08/2012。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

中文：澳門五人足球推廣協會；

英文：Macau Futsal Promoting 
Association；

葡文：Associação Promotora do 
Futsal de Macau。

第二條——法人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伯多祿局長街雅明商

場地庫KA舖，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
經行政部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本會宗旨：

本會宗旨為全力推廣澳門五人足球

運動，鼓勵本澳青年積極健康地參與五

人足球及各類型運動，推廣五人足球成

為本地其中一項主流運動，提升澳門五

人足球質素，舉辦各種五人足球的賽

事，活動，訓練班，外地交流，促進澳

門五人足球運動事業的發展，營造健康

及有活力的社會氣氛。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架構及職位：

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架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至三

人；理事會管理會務，執行會員大會的

決議；設理事長一人，設理事五至十一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監事會監督理事

會的運作向會員大會負責，設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至四人，最少有三名，總人

數須為單數；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五條——部門：

理事會屬下設公共關係及廣告部、

採購部、活動策劃部、會計財務部。並

設有監事會，監督其運作。

第六條——會員種類歸納：

1. 個人會員：凡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人士，對五人足球感興趣者。

2. 團體會員：在澳門政府註冊之團
體。

3. 商號會員：在澳門政府註冊的任
何經營商號。

4. 榮譽會員：由會長同意、及不少
於兩個副會長推薦之會員。

5. 青少年會員：凡十八歲以下，對
五人足球有興趣之人士。

第七條——入會準則：

1. 個人會員：由組織理事及監事審
核，再由副會長確認。

2. 團體會員：由不少於兩位副會長
推薦再經會長確認。

3. 商號會員：由不少於兩位副會長
推薦再經會長確認。

4. 榮譽會員：由組織會員選出之在
社會有一定知名度的個人會員或對澳門

有認可之貢獻的人士。

5. 青少年會員：十八歲以下有監護
人擔保之人士。

第八條——會員權利：

1. 可享有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2. 對本會務有提出建議之權力。

3. 退出本會。

第九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會章及決議。

2. 推動會務之發展及推廣五人足球
文化。

3. 出席會員大會。

4. 繳納入會費。

第十條——入會與退會：

1 . 申請加入本會者，須填交登記
表，經會員大會同意，繳交入會費，發

給會員證，方為正式會員。

2. 對於不遵守會章或在法律上裁定
為有刑事違法行為者，本會得取消其會

員資格，停止享受一切會員權利，不退

還已繳任何費用。

3. 凡欠交會費超過兩期者（每年為一
期），期間經催收仍未繳交者作自動退

會。（特殊情況經本會同意者例外）。

第十一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

壞本會之行為，得由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書面勸

告或開除會籍處分。如屬自動退會或開

除會籍者，其所交入會費及各項費用概

不發還。

第十二條——榮譽會員可享有之權

利：

1. 可出席會員大會會議。

2. 可享有發言權。

第三章

組織及架構

第十三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議程及修改章程議

案須由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草擬制

定及由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之職權

為通過會章、制定會務方針、檢討及決

定本會之重大事宜。理事會管理廣告及

公共關係部，活動策劃部，採購部等對

外部門，會計財務部等對內部門。

組織架構示意圖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1. 會員大會每一年舉
行一次。

2. 季度大會由正/副會長，正/副理事
長，正/副監事長，各部門的代表參與。

3. 青少年會員可出席會員大會，但
不計入法定人數及沒有發表權。

4. 會員大會一年一度全員參加。大
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

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

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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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務活動及福利事業

第十五條——本會應積極舉辦五人

足球比賽，加強澳門市民對五人足球文

化之認識及興趣。

第十六條——在經濟允許的情況

下，本會得舉辦慈善五人足球比賽，為

社會牟福利。

第十七條——本會根據會員提議和

條件許可，可舉辦五人足球展覽室，健

身室，醫療室等。

第十八條——本會還應積極舉辦會

員福利事業，會員亦可建議本會舉辦各

福利活動。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九條——本會經費來自會費，

捐款和社會相關機構的資助，以及其他

合法方式的取得。入會費和年度費由會

員大會決定。

第二十條——本會全部收支帳目，

由會計財務部記帳，每年交理、監事會

審查後向會員大會報告。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

於本會會員大會。

第二十二條——修改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社員成員之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

第二十三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8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世界華人運動會澳門體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09/2012。

世界華人運動會澳門體育協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中文名稱“世界華人運動會澳門體

育協會”。

會址設於：澳門得勝斜路10號勝苑
大厦地下B座。

第二條

宗旨

本會以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為華

人體育事業作出貢獻為宗旨。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向本會申請為會員，須經理事會審

批，通過接納，方可正式成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選舉及被選為本會機構的成員；

b）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c）按照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之規
定，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d）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

第五條

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本會規章與積極參與活動。

2. 按時繳納會費。

第六條

會員的除名

1. 凡蓄意破壞本會聲譽者，經理事
會調查屬實時，輕則可作口頭警告。

2. 嚴重時，交由全體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後交與理事會執行除名決議。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組織架構如下：（一）會員大

會（二）理事會（三）監事會（四）仲

裁委員會。各機關人員在會員大會上，

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任期為兩年，

任期屆滿須重選，而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一名，
副主席三名及一名秘書合共五人組成。

2.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
會最少於提前十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

過簽收之方式召集各會員出席。《召集

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大會之決議經出席會員以絕對多

數票表決贊成，方能通過。如有特別事

故，且有半數會員提出，經理事會及監

事會通過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3. 會員大會其職權如下：（甲）制
定或修改會章；（乙）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丙）決

定年度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每月召開不少於一次會
議，若理事長認為有需要或應大多數成

員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凡理事會會議，出席理事成員未
超越半數時，所作之決議視為無效。

3. 理事會為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甲）籌備召開會員大會；（乙）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丙）向會員大會

報告工作及財務報告；（丁）決定會員

的接納或提名。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及

理事九名，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為兩

年。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其職權負責稽核及監督理事

會，日常會務各項工作。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監事一名，任

期為兩年。

第十一條

仲裁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其職權如下：在應理事

會的要求下，對調查案件及紀律處分提

交意見。交與理事會審核裁決。仲裁委

員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及委員一

名。

第十二條

經費

經費來源為會員之入會費及捐助，

以及任何其他實體之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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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章程修改

對本章程作任何修改，最少有四分

之三出席會員的贊成票通過。

第十四條

解散

解散法人，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贊成票通過。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2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中山醫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110/2012。

澳門中山醫學會

章程

第一條——名稱、宗旨、會址和存

續期

1. 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中山醫學
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Ciências 
Médicas Sun Yat-sen de Macau”，英文
為“Macau Sun Yat-se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Sciences”。

2 . 本會是非牟利醫學專業學術團
體，宗旨是秉承孫中山先生的醫學精神

以及中山醫學院系統的醫教研理念，在

澳門開展醫學專業培訓、研究、倡導等

活動，積極參與社會互動，與澳門以外

的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並組織相關活

動，促進澳門醫學專業發展，為澳門的

和諧發展作貢獻。

3.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大馬路429
號南灣商業中心一樓，但經理事會決

議，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4. 本會的存續期屬無期限。

第二條——會員

1. 認同本會宗旨、在廣義的醫學包括
醫、護、藥、技範疇具本科或以上學歷

及或具特區政府認可的專業執業資格的

澳門居民可申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批

准及繳納入會費，成為本會會員。

2. 本會會員有權選舉和被選舉、參
與本會舉辦的活動、享受本會提供的福

利。

3. 本會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章程、執
行本會決議、維護本會聲譽、按時繳交

會費。

4. 入會費和會員年費由會員大會訂
定。

第三條——本會機關

本會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四條——會員大會

1 . 會員大會是本會之最高權力機
構，可制定會章、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

成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工作報告和

財政報告、制定本會政策及就其他重大

問題作出決定。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由理事會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須有過半數會

員出席方可作出決議；如在原定時間經

過半小時後，出席會員人數仍未過半，

則視為已作出第二次召集，此時，只需

四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便可作出決議。

3. 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絕對多數票，但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本會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4 .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秘書一
人，由出席會員互選產生；主席負責主

持會議和簽署會議記錄，並按會員大會

的決定將權力授予被選出的會員。

第五條——理事會

1. 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構，負責
制定本會的政策，計劃、領導、執行及

維持本會的各項活動，委任發言人，製

作年度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交會員大會

審議。

2.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按章程選出的
七名或以上單數理事組成，經互選產生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秘書長一

人、財政一人；理事會任期為三年。

3. 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會議
在有過半數理事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決議取決於出席理事絕對多數票。

4. 理事會得以本會名義開立銀行戶
口，該銀行戶口或相關之票據應由理事

長或任一名副理事長聯簽 。

第六條——監事會

1.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並
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2.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按章程選出的三
名成員組成，經互選產生監事長一人；

監事會任期為三年。

第七條——財產和經費

1. 本會財產和經費來自會員會費，
以及會員、團體及/或個人贊助及捐獻、
政府資助、補助或津貼、管理本會資產

所衍生的收益、推行會務所得收入以及

其他合法收入。

2.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一
致的活動開支所構成。

第八條——本會解散後資產的處理

解散本會時如有資產，則將全部資

產捐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作為運

作基金。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原生態科技學會

中文簡稱為“原生態科技”

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de Técnica 
Científica de Ecologia Primari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Primary Ec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組內，編號
為30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原生態科技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 本會訂定之中文名稱為「澳門原
生態科技學會」，中文簡稱為「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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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de Téc-
nica Científica de Ecologia  Primari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Primary 
Ec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
tute」，以下簡稱為「本會」。

2. 本會會址：澳門筷子基南街406號 
綠楊花園利泰閣3W。

3. 本會為一存續期為無限的非牟利
團體，本會之宗旨是：

（1）協助政府完善澳門環保的法
例、法規，並為相關部門在訂定環保法

則工作時提供意見和建議。

（2）策劃有關澳門環保教育及培訓
課程，定期向學校推廣環保的知識，以

提升澳門環保教育水準。

（3）在本澳開展原生態環保的宣傳
及學術交流，舉辦學術研討會，促進和

推動澳門的原生態環保科技研究，對外

加強與中國各省市及世界各地同類型組

織或團體的學術交流，及參加其他有關

學術團體舉辦的活動。

（4）加強會員之間的溝通，協助收
集和發放環保科技的資訊和數據，以促

進澳門環保科技的發展。

（5）參與環保科技項目的研究，並
提供意見及建議，提供在環保科技項目

方面的專業設計及可持續性規劃。

（6）出版原生態環保科技刊物，
並在能力範圍內對中國（含澳門香港台

灣）的環保項目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

第二章

會員

4. 會員資格：凡有興趣參與原生態
科技研究及環保宣傳的個人或團體，認

同本會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

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批後即可成為

本會會員。會員分為本地會員、境外會

員、榮譽會員。

5. 會員權利：

（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對會務有批評權和建議權；

（3）參與本會所辦的一切活動，享
受本會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利。

6. 會員義務：

（1）遵守本會會章、內部規章以及
執行和服從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事

項；

（2）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
務之發展；

（3）繳交入會費及年費。

7. 處分：

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的

會員，理事會將按程度而對該會員施以

警告、勸諭退會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8. 本會組織：

（1）會員大會；（2）理事會；
（3）監事會。

9.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其職權如下：

a）制定或修改會章；

b）選舉會長，副會長及秘書；

c）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d）審查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
帳目結算。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期繼續連任。

（3）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提供
政策，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並可參加

理事會及協調本會工作。

（4）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可以
以下列方式召集：

a）由三分之二會員聯名召集；

b）理事會召集；

c）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會

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之召開須有超過二
分之一的會員出席，其議決方視為有

效。倘法定人數不足，會員大會將於通

知指定之時間一小時後舉行，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之議決均視為

有效，決議是以出席者過半數作取決原

則。

（6）修改本會章程必須經理事會提
出提案，才能發出召集會員特別會議的

通知，沒有經理事會提出修章提案，任

何會員均不得要求修改本會章程。修章

的決議必須有會員大會上出席者四分之

三的同意通過方為有效。

（7）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10. 理事會：

（1）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為本機構的最高管理與執行

機關，由三至十一名單數成員組成，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

期繼續連任。

（2）理事會的運作：

理事會每月召開平常會議一次，討

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隨時召

開特別會議。

（3）理事會的權限：

a）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b）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c）審理會員資格，批准會員入會和
退會的申請，以及開除會員會籍；

d）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包
括行政、財務、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11. 監事會：

（1）監事會的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至

十一名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

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期繼續連任。

（2）監事會的運作：

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並

向會員大會交代。

（3）監事會的權限：

a）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及財政狀況；

b）監督會員遵守本機構章程及內部
規章；

c）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d）成員代表有權列席理事會會議，
但其代表在理事會會議中無表決權。

第四章

內部規章、經費及會章修改

12.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

構及規範、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

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定。

13. 收入：本會經費來源於會費、捐
助或其他收入。

14. 本會章如有未盡善之處，經理事
會提案後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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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5. 本會會徽：本會會徽為下述圖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3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信息科技學會

中文簡稱為“新信息科技”

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de Técnica 
Científica de Informatica Nov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New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組內，編號
為30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新信息科技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 本會訂定之中文名稱為「澳門新
信息科技學會」，中文簡稱為「新信

息科技」，葡文名稱為「Ins t i tu to de 
Técnica Científica de Informatica Nov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New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以下簡稱為「本會」。

2. 本會會址：澳門筷子基南街406號 
綠楊花園利泰閣3W。

3. 本會為一存續期為無限的非牟利
團體，本會之宗旨是：

（1）協助政府完善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化持續發展，並為政府在訂定適度多

元化策略時提供意見和建議。

（2）策劃澳門的信息科技教育及培
訓課程，定期向學校推廣新信息科技的

知識，以提升澳門的科技教育水準。

（3）在本澳開展新信息科技的宣傳
及學術交流，舉辦學術研討會，促進和

推動澳門的新信息科技研究，對外加強

與中國各省市及世界各地同類型組織或

團體的科技學術交流，及參加其他有關

學術團體舉辦的活動。

（4）加強會員之間的溝通，協助收
集和發放新信息科技的資訊和數據，以

促進澳門新信息科技的發展。

（5）參與新信息科技項目的研究，
並提供意見及建議，提供在新信息科技

方面的專業設計及可持續性規劃。

（6）出版新信息科技刊物，並在能
力範圍內對中國 （含澳門香港台灣） 的
新信息科技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

第二章

會員

4. 會員資格：凡有興趣參與新信息
科技研究及新信息科技宣傳的個人或團

體，認同本會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批後即

可成為本會會員。會員分為本地會員、

境外會員、榮譽會員。

5. 會員權利：

（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對會務有批評和建議權；

（3）參與本會所辦的一切活動，享
受本會所提供的各種優惠和福利。

6. 會員義務：

（1）遵守本會會章、內部規章以及
執行和服從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事

項；

（2）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
務之發展；

（3）繳交入會費及年費。

7. 處分：

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的

會員，理事會將按程度而對該會員施以

警告、勸諭退會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8. 本會組織：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9.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其職權如下：

a）制定或修改會章；

b）選舉會長，副會長及秘書；

c）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d）審查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
帳目結算。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期繼續連任。

（3）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提供
政策，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並可參加

理事會及協調本會工作。

（4）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可以
以下列方式召集：

a）由三分之二會員聯名召集；

b）理事會召集；

c）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會

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之召開須有超過二分
之一的會員出席，其議決方視為有效。倘

法定人數不足，會員大會將於通知指定之

時間一小時後舉行，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員大會之議決均視為有效，決議是

以出席者過半數作取決原則。

（6）修改本會章程必須經理事會提
出提案，才能發出召集會員特別會議的

通知，沒有經理事會提出修章提案，任

何會員均不得要求修改本會章程。修章

的決議必須有會員大會上出席者四分之

三的同意通過方為有效。

（7）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10. 理事會：

（1）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為本機構的最高管理與執行

機關，由三至十一名單數成員組成，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

期繼續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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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事會的運作：

理事會每月召開平常會議一次，討

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隨時召

開特別會議。

（3）理事會的權限：

a）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b）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c）審理會員資格，批准會員入會和
退會的申請，以及開除會員會籍；

d）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包
括行政、財務、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11. 監事會：

（1）監事會的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至

十一名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

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任期滿後可以相同年期繼續連任。

（2）監事會的運作：

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並

向會員大會交代。

（3）監事會的權限：

a）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及財政狀況；

b）監督會員遵守本機構章程及內部
規章；

c）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d）成員代表有權列席理事會會議，
但其代表在理事會會議中無表決權。

第四章

內部規章、經費及會章修改

12.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

構及規範、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

事項，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定。

13.  收入：本會經費來源於會費、捐
助或其他收入。

14.  本會章如有未盡善之處，經理事
會提案後進行修改。

第五章

15.  本會會徽：本會會徽為下述圖
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豎琴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Harp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Harp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組內，編號
為30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豎琴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豎琴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Harp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Harp As-
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目的及活動範圍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二）宗旨以普及和推廣西洋樂器

中的豎琴，提高對豎琴演奏的藝術知

識，從而提升澳門音樂文化。

（三）舉辦豎琴大師班，音樂會，

及豎琴培訓活動。

（四）舉辦其他相關的音樂活動。

第三條

會址

（一） 地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樓街17-27號御
景花園11樓F座。

（二）本會可經由理事會議決更換

地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

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

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

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

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及副主

席、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

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

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

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

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

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

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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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

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

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的經費來源如下：

（一）私人或公共機關贊助。

（二）舉辦音樂課程及活動。

（三）會員會費及年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有之有關法律規範。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翱菲翔體育會

英文名稱為“Ngou Fei Cheong Sports 
Club”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組內，編號
為30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翱菲翔體育會章程

（一）名稱、宗旨

1. 本會中文名稱為翱菲翔體育會，
英文名稱為“Ngou Fei Cheong Sports 
Club”。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推
動本澳大眾體育活動並使其普及化、組

織各項活動增加會員歸屬感、發掘及培

訓有潛質的運動員。

3. 本會地址：澳門騎士馬路柏麗花
園第2座7樓O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大眾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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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每屆任期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會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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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

作需要，可設立多個體育項目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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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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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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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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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14.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15.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16.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五）經費

17.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um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
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6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點石藝術文化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rte e 
Cultura da Ponto Pedra”

葡文簡稱為“AACPP”

英文名稱為“Point Stone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PSAC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組內，編號
為30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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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點石藝

術文化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rte e Cultura da Ponto Pedra”，葡
文簡稱“AACPP”。英文名稱為“Point 
Stone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英
文簡稱“PSACA”。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藝術文化

團體，宗旨是推動多元藝術文化創作、

跨領域交流。探討當代藝術，在澳門及

其他地區推廣澳門文化藝術。

第三條——本會致力推廣和發展本

地原創文化的團體以及聯絡本澳藝術文

化創作各業餘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利

用工餘時間推廣原創本地文化、策劃相

關活動及提供相關協助。並積極推廣與

香港、內地、海外等有關社團開展藝術

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為貫徹上述所指的目

標，本會透過籌辦演出、講座、研討

會、課程、教育、出版、大眾傳播和一

切與本會宗旨相關之活動。

第五條——本會地址：澳門漁翁街

66號海景豪園第二座17樓C。經會員大會
批准，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凡愛好藝術，熱心參加

和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者，填寫入會申請表申請入會，並提供

有關證件副本及二寸正面半身相片兩

張，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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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有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

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制定

或修改會章、選舉領導機構成員、決定

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籌備活動

計劃、審查及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會

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

一人，任期三年。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

開，若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

任。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

行機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定之工作

計劃。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財務一

人、總務一人。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

倘理事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理事長

暫代其職務。理事會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二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名，監事人數為3人或以上，負責監督
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監督會員遵守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及審核財政狀況及賬

目。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於每年舉行

不少於一次，在必需的情況下，理事會

可隨時召開特別會議，並至少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通知，並在通

知內註明開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

程。

第五章

經費及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的收入來源為會

員會費及來自第四條各項工作之收入、

捐獻和其他資助等。

第十五條——本會之收益、資產和

結餘，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上。

第十六條——修改本會章程須獲得

會員大會上出席會員人數四分之三贊同

才能通過。

第十七條——解散本會決議，須獲

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才能通過。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以

過半數票通過後生效。倘有其他遺漏，

則採用規範一般團體的法規處理。修改

本會章程必須以會員大會通過並作出修

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江門商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2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12/ASS檔案組第
76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江門商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稱為“澳

門江門商會”（以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是：發揚

“愛國、愛澳、愛鄉”的傳統，遵守有

關法律法規，團結在澳門營商的江門籍

（恩平、新會、台山、開平、鶴山）人

士，發揮商業橋樑紐帶作用，促進澳門

與各地的經濟發展。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活動，協助維護會員在當地的合法經營

權益。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在

澳門江門同鄉會直接領導下開展會務。

第四條——本會的住所為澳門新口岸

上海街中華總商會大廈10樓G-K座（即澳
門江門同鄉會內）。經理事會決議可更換

會址和增設會務中心及辦事處。

第五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

遵守本會章程，在澳門營商的江門籍人

士，均可申請成為會員。會員可參加本

會組織和舉辦的活動，履行會員的權

責，有權對會務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

第六條——本會的組織為：

（1）會員大會，決定及檢討本會會
務，協商或選舉理、監事成員及修訂本

會章程，討論理、監事會所提交的工作

報告及年度帳目，並通過之。特別會議

可由諮詢委員會、會長、理事會、監事

會以特定及正當目的召開。會員大會依

法召開，每年最少一次。

（2）諮詢委員會，就本會的發展提
供策略性指導，為會務和活動計劃提出

建議和意見。委員會由五至九人組成。

（3）本會設創會會長若干人、會長
一人、常務副會長和副會長若干人。

（4）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若干人；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若干人。理事會、監事會成員為單數。

理事會、監事會得設專責部門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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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會會長對外代表本會，理事
會為本會執行機構，監事會為本會監督

機構。

（6）執行委員會，負責管理發展基
金，確保其良好地運作，尤其訂定委員

會的內部運作規章。委員會由五至九人

組成，如有需要得設專項小組。

（7）本會設榮譽會長、名譽會長
各若干人。榮譽、名譽會長由理事會推

薦、聘請澳門各界知名人士擔任。會長

卸任後授予永遠會長。

（8）理、監事會議原則上每半年一
次，研究工作，決定重大問題。必要時

可臨時召開。

（9）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每屆任期三年，會長、理事長、監事

長原則上可連任兩屆。

第七條——本會設立專門帳戶，民

主理財。經費來源主要由各會員贊助、

服務和活動收入等方面所得，亦得接受

政府，機構及社會人士贊助和捐贈。

第八條——諮詢委員會成員、首屆

會長、理、監事會成員由本會籌備小組

決定。

第九條——會員大會的召集、運作

以及修章的內容，按現行《民法典》的

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條——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

方面所出現的疑問具有解釋權。

第十一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均根據澳門現行法律處理。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樂攀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2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12/ASS檔案組第
77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樂攀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命名為“樂攀

會”，英文命名為“Association Rock 
Climbing”。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港務局

里友成大廈第七座三樓A，經理事會同
意，會址可遷移至其它地方。

第三條——宗旨：推動澳門攀登運

動之發展，培訓人才；使青少年通過這

運動，建立正確人生觀。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無

存立期限，領導架構設有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第五條——凡支持本會章程，填寫

入會表格，經理事會審批方成為會員。

會員有權參加本會的活動，擁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第六條——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

權力機構，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會長負責召開及主持會員大會，可

決議通過或修改章程，選舉領導架構。

第七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總人數須為單數；

理事會須根據會員大會制訂的方針，領

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招收會員；製

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

第八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

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總人數須為單

數；監事會須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審核

財務賬目。

第九條——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社

會知名人士擔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和顧問，以指導本會工作。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需最少八日前透過

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領導架構每

兩年重選，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

會費和開展活動的收入或商業機構之贊

助、政府機構資助。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未有規定之

處，由會員大會討論修訂和補充適用民

法典的規定。

第十三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

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四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

之贊同票。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2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Karate-Do Seigokan de 
Macau (AKS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一日，存檔於本署之2012/ASS/M5檔案
組內，編號為30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
下：

第一條──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為“澳門空手道正剛

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Karate-Do Seigokan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o Seigokan Karate-Do 
Association”，中文簡稱為“澳門正剛
館”，葡文簡稱為“AKSM”。會址設
於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路43B江昌大廈第
二座5樓H座，經理事會決議，可將會址
遷往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條──性質及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廣及

發展空手道運動，並組織及參與各類型

官方、民間、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比賽及

其他相關活動。

第三條──內部規章

除本章程外，本會另設內部規章，

以規範本會的內部組織及運作。本章程

內“本會章程”的表述均包括有關內部

規章。

第四條──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名譽會員及實際會

員。

一、曾對本會或本澳空手道運動發

展作出重要貢獻者，經理事會提名及會

員大會通過，授予名譽會員稱號。

二、凡對空手道運動有興趣且年滿

五歲者，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經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獲理事會批

准後，可成為實際會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

一、實際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及享受本會
提供的福利；

b）凡年滿十八歲者，在會員大會享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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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會員須履行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所有決議；

b）維護本會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發
展；

c）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活動；

d）定期繳納本會訂定的會費及其他
相關費用。

第六條──組織架構

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其中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任期為兩年，並容許再獲

選者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實際會員組

成，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秘書

一名。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二、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由主席召集；倘理事會認為有必要

並獲過半數成員同意，可要求主席召集

特別會議。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作出通知，或至少提前八

日透過簽收方式作出通知，召集書內應

指出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名譽會員得列席會員大會會

議，但無表決權。

四、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過半數有

表決權的會員出席方可議決事宜，而任

何決議均取決於有關出席會員的過半數

票。

五、會員大會的權限如下：

a）制訂及修改本會章程，但須獲四
分之三或以上出席會員的贊同票；

b）解散本會，但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或以上之贊同票；

c）對本會章程作出解釋；

d）選舉及任免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e）根據理事會具說明理由的提名，
通過及宣布名譽會員；

f）審議年度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

秘書及財務各一名，以及委員若干名，

成員總數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

事會成員得列席會議，但無表決權。

三、理事會會議須至少過半數成員

出席方可議決事宜，而任何決議均取決

於出席成員的過半數票。

四、所有出席理事會會議的理事會

成員不得在表決時放棄投票。

五、理事會的權限如下：

a）對外代表本會；

b）提名名譽會員；

c）審批成為實際會員的申請；

d）審批豁免會費及考試費的申請；

e）修訂本會各項費用的金額；

f）決定處分會員。

第九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
秘書各一名。

二、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召集。

三、 上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經適當配
合後亦適用於監事會會議。

四、 監事會的權限如下：

a）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b）列席理事會會議，但不影響上條
第二款的規定；

c）查核帳目及提供相關意見。

第十條──代任

一、會員大會主席因故未能視事

時，由年紀最長的副主席代任。

二、理事長及監事長因故未能視事

時，分別由副理事長及副監事長代任。

第十一條──財政來源

本會的財政來源是會員所繳費用、

法律許可的資助、捐獻及其他收益。

第十二條──其他情況

本會章程未作規範的事宜，均依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三條──標誌

本會使用以下圖案作為標誌。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e sede

A Associação tem a denominação «Asso-
ciação de Karate-Do Seigokan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空手道正剛會”, e em inglês 
«Macao Seigokan Karate-Do Association», 
abreviadamente designada com as iniciais 
em chinês “澳門正剛館”, e em português 
«AKSM», com sede na 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n.º 43-B, Edf. Kong Cheong, Bloco 2, 5.º 
andar H, Macau, a qual poderá ser alterada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Artigo segundo

Natureza e fins

A «AKSM» é uma entidade sem fins 
lucrativos, sendo os fins da Associação: pro-
moção e desenvolvimento de actividades 
de karate-do, organização e participação de 
torneios e outras actividades regionais ou 
internacionais organizados por entidades 
oficiais ou civis.

Artigo terceiro

Regulamento interno

Além dos Estatutos, a Associação con-
siste também de regulamento interno, que 
regula a sua organização interna e funcio-
namento.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incluem o regulamento interno. 

Artigo quarto

Membros

Os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classificam-
-se em associados honorários e associados 
ordinários.

Um. São associados honorários os que te-
nham feito contribuições relevantes à Asso-
ciação ou ao desenvolvimento de karate-do 
de Macau e se tornaram credores dessa dis-
tinção que lhes será conferida sob proposta 
da Direcção e aprovada pela Assembleia 
Geral.

Dois. Os interessados com mais de 5 anos 
de idade, que concordam com os objectivos 
desta Associação podem ser associados or-
dinários, e a sua admissão far-se-á mediante 
o preenchimento do respectivo boletim de 
inscrição, assinado pelo pretendente, de-
pendendo essa admissão de aprovação da 
Direcção.

Artigo quinto

Direitos e deveres

Um. São direitos dos associados ordiná-
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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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ticipar em todas as actividades 
organizadas pela Associação e gozar dos 
benefícios concedidos aos associados;

b) Os associados que tenham mais de 18 
anos podem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qual-
quer cargo da Associação, e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nas discussões e votação 
da mesma.

Dois. São deveres dos associados ordiná-
rios:

a) Cumprir os estatutos e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ociação;

b) Defender a reputação e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da Associação;

c) Apoiar e assistir as actividades organi-
zadas pela Associação;

d) Pagar regulamente quota e outras des-
pesas estipuladas pela Associação.

Artigo sexto

Organização e estrutura

A Associação realiza os seus fins por in-
termédio da Assembleia Geral, Direcção e 
Conselho Fiscal, cujos membros destes últi-
mos dois órgãos são eleitos em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e cujo mandato é de dois 
anos, sendo permitida a reeleição. 

Artigo sétimo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ordinários. As reu-
niões serão presididas por uma Mesa de 
Assembleia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qualquer número de vice-presidentes e um 
secretário, cujo mandato é de dois anos sen-
do permitida a reeleição.

Dois.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se or-
dinariamente uma vez por ano, convocada 
pelo presidente; as reuniões extraordinárias, 
quando consideradas necessárias,  efectuar-
-se-ão por solicitação da Direcção com a 
concordaria da maioria dos seus membros. 
A convocação da reunião é feit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com um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oito dias em relação à data da 
reunião,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A convocatória 
deve indicar a data, hora, local e ordem do 
dia da reunião.

Três. Os associados honorários podem 
presenciar as reuniões, sem direito de voto.

Quatro. A Assembleia Geral só poderá 
deliberar em reunião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dos associados com direito de voto.  
As deliberações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Cinco. São competências da Assembleia 
Geral:

a) Elabor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da As-
sociação, por três quartos ou mais dos votos 
favorávei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b) Dissolução desta Associação, co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total de todos os associados;

c) Esclarecer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 Eleger e exonerar o presidente, vice-
-presidente e secretário da Assembleia Geral, 
e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e) Admitir e proclamar membros hono-
rários, mediante proposta fundamentada da 
Direcção;

f) Apreciar o relatório anual e as contas 
referentes ao mesmo ano.

Artigo oitavo

Direcção

Um.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um secre-
tário, um tesoureiro e qualquer número de 
vogais, o número total dos seus membros 
deve ser ímpar. 

Dois. A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são con-
vocadas pel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em 
que os membros do Conselho Fiscal podem 
presenciar, sem direito de voto. 

Três. A Direcção só poderá deliberar 
em reunião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dos 
membros. As suas deliberações serão to-
madas por maiori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Quatro.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presen-
tes na reunião não podem renunciar o seu 
direito de voto durante a votação.

Cinco. São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a)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Nomear associados honorários;

c) Aprovar os pedidos para ser associa-
dos ordinários;

d) Aprovar os pedidos de isenção de jóia 
e custos de exames;

e) Revisar os montantes das várias despe-
sas da Associação;

f) Determinar a punição de associados.

Artigo nono

Conselho Fiscal

Um. O Conselho Fiscal é formado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
tário.

Dois. As reuniões do Conselho Fiscal são 
convocadas pelo presidente.

Três. Os números 3 e 4 do artigo 8.º, de-
pois de adaptados, são aplicáveis às reuni-
ões do Conselho Fiscal;

Quatro. São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Fiscal:

a) Fiscalizar todas as actividades da Di-
recção; 

b) Presenciar a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sem prejuízo ao determinado pelo número 
2 do artigo 8.º;

c) Examinar as contas e prestar opiniões 
relevantes.

Artigo décimo

Substituição

Um. No caso de impedimento do presi-
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o cargo será 
substituído pelo vice-presidente da Assem-
bleia Geral mais antigo.

Dois. No caso de impedimento do presi-
dente da Direcção ou do Conselho Fiscal, o 
cargo será substituído pelo vice-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ou do Conselho Fiscal, respec-
tivamente.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Proveniência das receitas

As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provêm de 
despesas pagas por associados, subsídios, 
donativos e outras receitas, permitidos por 
lei.

Artigo décimo segundo

Os casos omissos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serão resolvidos em conformidade com as 
leis vigentes na RAEM.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A Associação tem como distintivos os 
desenhos seguintes: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um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
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0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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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樂韻曲藝會

Certifico, para publicação, que se en-
con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oze, sob 
o número quatr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2012, um documento contendo os Es-
tatutos alterad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
fe, do teor seguinte:

樂韻曲藝會

Associação de Música Chinesa Ngok Wan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會址及宗旨

1 .  名稱：中文名稱“樂韻曲藝
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Música 
Chinesa Ngok Wan ”。

2. 會址：大堂圍22號得福大廈四樓A
座。

3. 宗旨：（1）團結會員，推動文
化、藝術、體育及一切文娛康樂活動；

（2）研習及弘揚曲藝，包括中國
歌曲、中國戲曲、歐西歌曲、流行曲等

等；

（3）研習中西舞蹈，包括中國舞、
標準舞、排排舞、健康舞等；

（4）定期舉行活動表演曲藝及舞
蹈；

（5）通過合法途徑推廣會務及參與
社會事務。

第二條

組織

1. 本會組織：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由理
事長召開之，每次會議由理事長任主

席，如理事長不能出席，則由副理事長

任臨時主席。平常會議每年一月份舉

行。會員大會最少在召開前八日，以掛

號信方式寄召集通知書給會員，內容包

括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3. 會員大會的職責：（1）訂定本會
方針；（2）制定內部規則；（3）討論
及修改本會章程；（4）審核每年的賬目
及會務報告。

4. 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有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財政、理

事各若干名。

5. 理事會的職責：（1）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2）處理會務；（3）組織

活動；（4）議決通過會員申請入會；
（5）編制年度報告及有關賬目；（6）
召開會員大會。

6. 監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各若干名。

7. 監事會的職責：（1）監督理事會
的運作；（2）查核本會年度報告及賬
目。

第三條

選舉

每兩年在會員大會時進行選舉新一

屆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任期兩年，以

不記名方式投票。

第四條

本會之經費

本會會員必須交會費，理監事長及

各理監事可捐贈本會經費。

第五條

附則

一切未訂明事項由會員大會決定

之，及按現行法例規範之。

私人公證員 許輝年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doze. — O Notário, 
Philip Xavier.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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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儲金局
CAIXA ECONÓMICA POSTAL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行政委員會 會計主任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劉惠明、趙鎮昌、溫美蓮、李貝濤 李嘉琪

 Lau Wai Meng, Chiu Chan Cheong, Van Mei Lin, Lei Ka Kei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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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黃振鈞 梁惠娟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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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餘額

借方 貸方

現金

 － 澳門元 31,230.00
 － 外幣 6,941,811.79
AMCM 存款

 － 澳門元 2,002,618.74
 － 外幣 0.00
應收帳項 267,688.75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52,409,720.06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4,279,020.74
金、銀 0.00
其他流動資產 0.00
放款 206,603,459.52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41,200,000.00
股票、債券及股權 0.00
承銷資金投資 0.00
債務人 0.00
其他投資 0.00
活期存款

 － 澳門元 33,940.02
 － 外幣 44,819,593.30
通知存款

 － 澳門元 0.00
 － 外幣 0.00
定期存款

 － 澳門元 0.00
 － 外幣 3,593,745.00
公共機構存款 0.00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0.00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0.00
外幣借款 218,791,873.82
債券借款 0.00
承銷資金債權人 0.00
應付支票及票據 0.00
債權人 1,109,115.00
各項負債 0.02
財務投資 0.00
不動產 0.00
設備 540,238.50
遞延費用 0.00
開辦費用 0.00
未完成不動產 0.00
其他固定資產 0.00
內部及調整帳 94,210.13 6,860,637.17
各項風險備用金 2,066,034.60
股本 50,000,000.00
法定儲備 0.00
自定儲備 0.00
其他儲備 0.00
歷年營業結果 0.00
總收入 2,014,081.40
總支出 4,919,022.10
代客保管帳

代收帳

抵押帳

保證及擔保付款（借方）

信用狀（借方）

代客保管帳（貸方）

代收帳（貸方）

抵押帳（貸方）

保證及擔保付款

信用狀

其他備查帳 16,188,040.48 16,188,040.48
總額 345,477,060.81 345,477,060.81

經理 會計主管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帳戶名稱

 經理 會計主管

 張健南 辛春美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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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管

 林蕙娟 廖清芳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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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GROUP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Shen Xiaoq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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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MACAU),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Vice-Presidente, Director-geral e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Shen Xiaoq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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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FINANCEIRA ICBC (MACAU) CAPITAL,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hen Xiaoq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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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Pataca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Maria Clara Fong Pedro Manuel de Oliveir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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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eng Kwong Moon Carolina V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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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Wang Li-Jie Leong Iok Kit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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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2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mon Wong Kan Cheok L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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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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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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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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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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187.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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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 $  90.00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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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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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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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