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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記者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國際記者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協會中文名稱：“國際

記者協會”，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協會設於澳門巴波沙

大馬路台山平民大廈A座24樓244室。

第三條——本協會為非牟利機構，通

過傳媒與世界工業廠商聯繫，組織國際新

聞媒體記者在澳門開展公益活動，組織世

界媒體論壇大會在澳門舉行，與及在澳門

定時舉行各項交流活動，組織加強國際

記者培訓工作，擴大記者組織隊伍建設發

展。目的在於加強澳門與世界、澳門與內

地的經濟交流與發展，讓國際社會記者為

澳門旅遊業及其他行業發展服務宣傳，為

促進澳門經濟繁榮發展作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協會對加入的會員要

求如下：

1、已擔任記者工作三年以上；

2、有互相學習交流的心態；

3、對記者工作有較好的提議，予以各
地政府參考。凡擁戴本協會工作並認同本

章程之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經由理事會批

准及繳交會費後，便可成為會員，享受會

員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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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1）可參加本協會會員大會；

（2）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有權對本協會事務作出建議及
批評；

（4）可參加本協會舉辦的任何活動。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協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之
議案；

2. 依時繳付會費；

3. 盡力設法提高本協會聲譽及促進
理事會事務。

第七條——凡會員倘嚴重違反本協會

章程、破壞本協會名譽或損害本協會利益

者，經理事會調查屬實，即按情節輕重分

別給予勸告、警告或革除會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協會的機構包括：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協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

下：

1. 修改章程，但必須有四分之三出席
之會員票數通過方可；

2.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每年工作報告；

3.  負責選舉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大
會領導部門之成員和革除其職務；

4.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及秘書一人，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研

討會議，由理事會召集。特別會員大會之

召開須應五分之一會員的合理要求之下，

經由理事會討論決定而召開，在任何情況

下都必須十天前以簽收及掛號信方式郵

寄通知各會員，並列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二人及理事若干人，任期為兩年，連選

得連任。其職權如下：

1. 領導本協會，處理其行政工作及維
持其所有活動；

2. 決定新會員入會事宜之會籍；

3. 對本協會有特殊貢獻之企業、個人
給予名譽會籍；

4. 在會員大會作會務活動報告；

5. 理事長對外依照本協會宗旨代表
本協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二

人，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

下：

1. 監事會之行政活動；

2. 監事會會務。

第四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三條——本協會之會費作為本協

會活動基金。

第十四條——本協會所有支出須由理

事會議協商決定。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協會章程未盡善之

處須由會員大會討論修改。

第十六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必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

贊同票。

第十七條——本協會會徽如下：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設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二

人，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下： 

1. 監事會之行政活動； 

2. 監事會會務。 

第四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三條——本協會之會費作為本協會活動基金。 

第十四條——本協會所有支出須由理事會議協商決定。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協會章程未盡善之處須由會員大會討論修改。 

第十六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必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贊同

票。 

第十七條——本協會會徽如下：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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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評酒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4/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國際評酒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協會中文名稱：“國際評

酒協會”，英文名稱為“The International 
Wine Judge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協會設於澳門巴波沙大

馬路台山平民大廈A座24樓244室。

第三條——本協會為非牟利機構，通

過傳媒與世界酒工業廠商聯繫，組織舉辦

世界各地酒類品嘗交流活動，從而觀摩及

學習分別世界最好的特級、壹級、二級、

三級酒的品質，作為日後認可有等級分

別的酒類品牌，相信經過品酒師的認準，

會為澳門帶來酒業與別不同的崇高地位，

讓各地酒商紛紛來澳發展更大的獨有市

場，從而吸引遊客們對酒的好奇心，有助

於各餐飲業及離岸購買特種酒的巨大效

益潛力。本會組織各類評酒活動累積經驗

及有專業品酒能力後，（本會組織邀請世

界各地專業評酒師來澳參與評酒活動）將

世界各種洋酒、紅酒、白酒、啤酒在澳門

舉行“國際品酒節”！評選出世界最好的

特級、壹級、二級、三級酒質量“認證”品

牌。同時，讓評酒專家、商家、媒體及相關

人士參與每年壹屆澳門“國際品酒節”的

公益活動。定期舉辦各種評酒交流活動，

組織加強各種評酒培訓工作，擴大組織評

酒隊伍建設，讓澳門酒行業產業經濟發

展。目的在於加強澳門與世界、澳門與內

地的經濟交流與發展，讓全球酒行業評酒

大會在澳門召開！為促進澳門經濟繁榮發

展作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協會對會員加入要求如

下：1、經營世界各種酒類超過三年以上；
2、有互相交流學習品酒的心得；3、有未
來澳門酒類市場的觸覺；從而讓澳門擁有

更多美味酒的品種。凡擁戴本協會工作並

認同本章程之企業、個人，均可申請入會，

經由理事會批准及繳交會費後，便可成為

會員，享受會員一切權利。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1）可參加本協會會員大會；

（2）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有權對本協會事務作出建議及
批評；

（4）可參加本協會舉辦的任何活動。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協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
之議案；

2. 依時繳付會費；

3. 盡力設法提高本協會聲譽及促進
理事會事務。

第七條——凡會員倘嚴重違反本協會

章程、破壞本協會名譽或損害本協會利益

者，經理事會調查屬實，即按情節輕重分

別給予勸告、警告或革除會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協會的機構包括：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協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

下：

1. 修改章程，必須有四分之三出席之
會員票數通過方可；

2.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每年工作報告；

3. 負責選舉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大
會領導部門之成員和革除其職務；

4.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及秘書一人，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研

討會議，由理事會召集。特別會員大會之

召開須應五分之一會員的合理要求之下，

經由理事會討論決定而召開，在任何情況

下都必須十天前以簽收或掛號信方式郵

寄通知各會員，並列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二人及理事若干人，任期為兩年，連選

得連任。其職權如下：

1. 領導本協會，處理其行政工作及維
持其所有活動；

2. 決定新會員入會事宜之會籍；

3. 對本協會有特殊貢獻之企業、個人
給予名譽會籍；

4. 在會員大會作會務活動報告；

5. 理事長對外依照本協會宗旨代表
本協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二

人，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下：

1. 監事會之行政活動；

2. 監事會會務。

第四章

財政收支

第十三條——本協會之會費作為本協

會活動基金。

第十四條——本協會所有支出須由理

事會議協商決定。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協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須由會員大會討論修改。

第十六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必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贊

同票。

第十七條——本協會會徽如下：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4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as Mulheres Profissionais e 
Executivas de Macau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5/ASS檔案組第82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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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ção das Mulheres Profissionais e 
Executivas de Macau»

“澳門專業及行政婦女協會”

 «Macau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Women Association», «M.P.E.W.A.».

Estatutos

CAPÍTULO I

Princípios Gerais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Associação das Mulheres Profissionais 
e Executiva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
專業及行政婦女協會” e em inglês «Macau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Women Asso-
ciation», e a sigla «M.P.E.W.A.».

Artigo 2.º

Objectivos

1. A associação é uma institui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tendo os seguintes objectivos:

a) Defender, zelar pela preservação e 
promover o bem-estar das mulheres de 
Macau,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e iniciati-
vas ou actividades de natureza filantrópica 
social ou cultural;

b) Reconhecer o estatuto profissional da 
mulher na sociedade;

c) Realizar acções de solidariedade e 
auxílio humanitário; 

d) Incentivar a entre-ajuda e cooperação 
entre os membros da sociedade civil;

e) Contribuir e dinamizar o exercício dos 
direitos e deveres cívicos e de cidadania 
das mulheres em Macau, constituindo-se 
como parceiro sociocultural institucionali-
zado, interlocutor privilegiado e pró-activo 
na defesa e direitos das mulheres junto das 
autoridades da R.A.E. de Macau, de outras 
representações diplomáticas estrangeiras, 
gabinetes e departamentos oficiais e de-
mais associações, representações e grupos 
culturais em Macau;

f ) Associar-se e cooperar com outras 
Associações locais e com outras organiza-
ções que partilham os mesmos interesses;

g) Realizar individualmente ou em par-
cerias, eventos sociais e culturais nas diver-
sas áreas, para efectivação dos fins a que se 
propõe;

h) Promover a solidariedade e a co-
operação entre as diferentes comunidades 
residentes em Macau, fomentando a diver-
sidade e a diferença como características 
singulares e identitárias do desenvolvimen-
to da R.A.E. de Macau;

i) Editar e publicar quaisquer periódi-
cos, livros ou panfletos que a Associação 
considere necessários para promoção dos 
seus objectivos; e

j) Realizar todas e quaisquer acções sub-
sidiárias ou relacionadas com a obtenção 
dos seus objectivos.

2. A Associação rege-se pelo presente 
estatuto e regulamento interno.

Artigo 3.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rá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do Foshan, n.º 51, SAN KIN IP, Edi-
fício Centro Comercial, 15.º andar «G-P».

CAPÍTULO II

Associados

Artigo 4.º

Admissão de Associados

1) A associação tem as seguintes catego-
rias de sócios:

a) Sócios fundadores;

b) Sócios efectivos; e

c) Sócios honorários.

2) Podem ser associados todos aqueles 
que concordem com objectivos desta As-
sociação, e a sua admissão deve ser feita 
mediante requerimento aprovado pela Di-
recção.

Artigo 5.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1) Todos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sociais, e 
participar em todas as actividades da As-
sociação;

2) Todos os associados são obrigados a 
cumprir o estabelecido n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bem como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e são obrigados a pagar 
a jóia inicial.

CAPÍTULO III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6.º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ssembleia 
Geral,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cal.

Artigo 7.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pre-
mo da Associação; a esta compete apro-
var a alterar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eleger o Presidente, o Vice-Presidente e o 
Secretário da Assembleia Geral, e eleger, 

também,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deliberar sobre as activi-
dades da Associação e apreciar o relatório 
anual da Direcção;

2)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m-
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
dente e um Secretário e dois vogais, que 
exercerão os seus mandatos durante doi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3) A Assembleia geral deve reunir-se 
uma vez por ano (Assembleia Geral Ordi-
nária), e poderá reunir-se extraordinaria-
mente quando for necessário;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
tada, enviada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na convocató-
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
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

4)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antes à alte-
ração dos Estatutos são aprovadas com o 
voto favorável de, pelo menos, três quar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e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 dissolução da pessoa colectiva re-
quere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total de todos os associados.

Artigo 8.º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órgão de administra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pete executar as deli-
berações aprovadas da Assembleia geral e 
gerir a pessoa colectiva;

2)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mero ímpar, com um mínimo de nove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dois 
Vice-Presidentes, um secretário-geral, um 
tesoureiro, sendo os restantes vogais,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dato por um período 
de dois anos, podendo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3) A Direcção deve reunir-s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A Direcção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
soluta dos membros, e as delibe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9.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de fis-
caliza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petindo-lhe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s contas da Di-
recção;

2)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um número ímpar, com o mínimo de três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um 
Vice-Presidente,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
dato por um período de doi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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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Conselho Fiscal deve reunir-s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O Conselho 
Fiscal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soluta dos membros, e as delibe-
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CAPÍTULO IV

Fund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0.º

Os fundos da Associação provêm do 
pagamento das jóias iniciais e donativos re-
cebidos dos seus associados e de terceiros. 
Se houver insuficiência ou necessidade de 
utilização de grande quantidade de fundos, 
a associação com a deliberação da Direc-
ção pode proceder à angariação de fundos.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Mário Alberto Carion
                        Gaspar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通用航空暨飛行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5/ASS檔案組第83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通用航空暨飛行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與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通用航空暨飛行協會”，中文簡稱為“澳

門通用飛行協會＂，葡文名稱為“Macau 
Aviação Geral e de Associação Voan-
do”，英文名稱為“Macau General Avia-
tion and Flying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為“Macau GAFA”。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畢仕

達大馬路26號中福商業中心十樓E座。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以推

廣通用航空事業和航空飛行專業在澳門

的發展，並提升市民對本事業和專業的認

識。本會的宗旨如下：

1. 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民航局制定
之航空飛行活動的法律法規，舉辦相關活

動及講座。

2. 保障澳門航空飛行員的利益。

3. 為澳門通用航空事業提供交流平
台。

4. 爭取通用航空事業及飛行員獲得
由澳門政府相關部門發出之認可准照證

明。

5. 組織澳門航空飛行員進行持續進
修活動。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1. 資深會員：持有大學畢業或以上學
歷，並對航空事業有作出貢獻者。

2. 普通會員：持有中學畢業或以上學
歷，並對航空事業有興趣者。

3. 學生會員：正就讀中學或以上學歷
之學生，並對航空事業有興趣者。

以上人士經本會評審認可，即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資深及普通會員：

1. 擁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與被
選舉權、申訴權和上訴權。

2.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及講座。

學生會員：

1. 享有發言權。

2.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及講座。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並維護本會
聲譽及利益。

2. 擔任本會所委派之職務。

3. 按期繳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或本

會規章，甚至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言

行，經理事會決議予以口頭警告、停權、

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八條——會員可隨時退會，如有積

欠會費須一併繳清，而已繳納之入會費及

年費將不獲退回。

第九條——已退會之會員不得以本會

名義進行任何活動，否則本會保留追究權

利。

第十條——本會會員如遭理事會處

分，可於一個月內向監事會提請申訴。

第三章

組織架構與職權

第十一條——本會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組成。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設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會員

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會長主持。

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及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職權

1. 制訂及修改章程。

2. 選舉或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
事會各成員。

3. 決議會務、年度工作計劃、經費預
算及結算。

4. 決議財產之應用與分配。

5. 決議團體之解散。

6. 決定本會其他重要事項。

7.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

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會長對外代表本會，理

事長處理本會會務，監事長領導監事會，

行使監察職能。

1. 當會長不能視事時，由理事長暫代
之。

2. 當理事長不能視事時，由副理事長
暫代之。

第十五條——理事會由3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

干名。

第十六條——理事會職權

1. 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2. 召集會員召開特別大會。

3. 擬定年度工作計劃並編制預算及
決算，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

4. 財產之管理。

5. 審查會員之入會資格。

6. 議決及執行會員之處分。

7. 議決各成員之任免。

第十七條——監事會由3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

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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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監事會之職權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向理事會提出糾正事項。

3. 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

4. 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5. 其他提請會員大會決議事項之提
出。

第十九條——本會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之成員均屬義務擔任，每屆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二十條——本會會員大會和理、監

事會各成員若有下列情形，應予解職：

1. 喪失會員資格者。

2. 因故請辭，並經由理、監事會議決
通過者。

3. 連續無故缺席理、監事會議達兩次
則視同辭職。

4. 經會員大會議決罷免者。

第二十一條——本會在需要時可聘

請名譽會長或顧問以助會務發展。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二條——本會會員大會分為定

期大會及特別大會。定期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會員大會會長召集及主持；特別大

會需由理事長以個人名義召集或應理事

會、監事會之要求、又或不少於五分之一

的會員請求而召開。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註明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二十三條——有關理事會的會議規

定

1. 理事會會議最少每六個月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若商討緊急事

項，亦由理事長召集之。

2. 理事會之法定人數為理事會成員
之過半數。

3. 決議須由出席成員半數以上贊同
票確認。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理事長

有權多投決定性之一票。

第二十四條——有關監事會的會議

規定

1. 監事會會議最少每六個月舉行一
次。特別會議可由監事長或應監事會中任

何一名成員之要求召開。

2. 監事會之法定人數為監事會成員
之過半數。

3. 決議須由出席成員半數以上贊同
票確認。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監事長

有權多投決定性之一票。

第五章

財政

第二十五條——本會經費來源主要源

於入會費、常年會費、捐獻及贊助等。

第二十六條——本會之入會費及常年

會費由理事會決議，常年會費在每年一月

份繳交。

第二十七條——本會經費預算及結算

分別於每年十二月及二月內編訂，並提交

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

第二十八條——本會之會計年度自一

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九條——本會若解散或撤銷

時，其剩餘財產應由會員大會決定該如何

處理。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條——本會章程若有遺漏之

處，由理事會討論，修訂有關條文後提交

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公佈執行。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1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好時光賢聚社

Courseday Talents Club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se encontra arqui-
v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8 de Setembro 
de 2015.

好時光賢聚社

Courseday Talents Club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好時光賢聚社；

英文名稱：Courseday Talents Club。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

馬路25號互助會大廈5樓47室；如經會員
大會議決，會址可遷往澳門其他地點。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旨於研究及協助

提升澳門對電子教學的認識和提高運用

電子媒體作教學及推廣的能力，推動本會

會員的自身發展，以及服務社會。

第四條

會員

凡從事與教學相關的研究、管理、技

術及專業工作者，願意遵守本會會章，由

本人提出申請、遞交申請表及繳納入會會

費，經理事會審核和批准後，可成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可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決
權。

2.  可享有參與及制定本會各活動的
權利。

3.  可享有向理事會及會員大會提出
各項符合本會宗旨的建議，並對本會的事

務作出合理批評之權利。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維護本會宗旨。

2.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

3.  繳納本會規定之會費。

第七條

會籍之開除

凡破壞本會聲譽及規條或無故欠交

會費一年之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可被警告

或開除會籍。

第八條

組織架構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會

長一名，副會長至少一名及秘書長一名，

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年，連選

可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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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會職權為制定會務方針，批評及
選舉理事及監事，並於需要時修改本會章

程。

2.  大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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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為

之，召集書內應提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3.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4.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5.  會員大會可應理事會，監事會或最
少三分一的會員的請求，召開會員大會特

別會議。

6.  在第一次召集的會議，須最少有一
半會員出席方可議決；但在隨後一小時召

集的第二次會議，只須按出席會員人數議

決。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人數必須為單數，最少由
三人組成，設有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財務長一名，理事若干名，任期三年，

連選可連任。

2.  理事會成員須年滿十八歲。

3.  負責計劃及制定各類活動，處理日
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提交工作報

告。

第十一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至少三人組成，設有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任

期三年，連選可連任。

2.  監事會成員須年滿十八歲。

3.  負責監察各項會務工作之進行及
提交報告，並審查財務狀況及年度帳目。

第十二條

名譽職銜

1.  凡對本會有重大貢獻，非現任理、
監事會之本會會員，經理事會通過，聘請

為名譽會長。

2.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名
澳門及外地專家學者及知名人士，擔任名

譽顧問、學術顧問和法律顧問。

3.  上述任期與應屆理事會一致。

第十三條

經費

1.  本會財政來源於會費，活動收費，
捐贈和其他資助；

2.  本會之公款必須由當屆的財務長
及理事長或會長二人聯署才可合法提取；

3.  一切公款只可用於本會有關活動
及工作，嚴禁運用公款作私人用途。

第十四條

內部規章

為完善本會會務之運作機制，另定理

監事會及會員規章。

第十五條

本會之存續期、解散或結束

1.  本會之存續期不設期限。

2.  如解散或結束，本會在解散或結束
後所有資產會捐給其他之慈善機構。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9 de 
Setembro de 2015.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3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健康產業投資促進會（澳門）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Investimento 
de Indústria de Saúde da China (Macau)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se encontra arqui-
v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7 de Setembro 
de 2015.

中國健康產業投資促進會（澳門）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Investimento 
de Indústria de Saúde da China (Macau)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Macau)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 “中國健康產業投
資促進會（澳門）”，中文簡稱“中促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Investimento de Indústria de Saúde 
da China (Macau)”，英文名稱為“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弘揚推

廣中華民族健康養生文化，社會責任為己

任，追求卓越服務，以愛心、善心幫助澳

門市民樹立科學健康養生，建立、維護、

提高、管理健康養生機構，為能夠服務澳

門市民，提供最優質的養生產品，加強廣

大澳門居民對健康養生的認知。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

358號東華新村14座地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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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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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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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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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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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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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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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用款時，得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之。

註：本章程範本主要參閱《民法典》

第140條至第172條及第2/99/M號法律通
過的《結社權法》。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7 de Se-
tembro de 2015. — O Notário, H.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0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Universidade de Tecnologia Wa Nam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5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華南理工大學澳門校友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1. 中文名稱：華南理工大學澳門校友
會，簡稱：華工澳門校友會；

2.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e Macau da Universidade de 
Tecnologia do Sul da China；

3. 英文名稱：South China 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cau，簡稱SCUT-AAM。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聯誼團體，其宗旨為：

1. 加強本澳校友之間、校友與母校及
與母校其他地方校友會之間的聯繫溝通

及互助；

2. 開展並參與有關文化、學術及社會
活動；

3. 關注並參與推動澳門各方面的發
展；

4. 維護會員合法正當權益，致力提高
校友在社會中地位及在社會事務中發揮

重要作用。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為澳門北京街202A-246號
澳門金融中心11樓A座，經理事會決議，
本會會址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者可成為本會會員：

1. 曾在華南理工大學（包括其前身院
校）就讀或工作一年以上的澳門居民、來

澳工作或旅居澳門的人士，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者，均可填寫入會申請書，交由理事

會審核通過即成為本會會員；

2. 凡對校友會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
士，由至少五名會員推薦並經理事會審議

通過而發出邀請，可成為本會名譽會員或

出任本會名譽顧問、名譽會長或永遠名譽

會長。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會員大會上有投票權、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及按會章規定要求召開會員大

會；

二、參與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動的權

利；

三、審查校友會會議記錄、年度工作

報告及帳目，對會務批評及建議之權利；

四、社會人士擔任本會之名譽職務者

無需繳納會費，並可參加校友會活動及出

席會員大會，但無投票權、選舉權或被選

舉權；

五、退出本會的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

議；

二、致力校友會的發展，並維護其聲

譽；

三、不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任何活

動；

四、出席會員大會及本會組織之活

動；

五、未徵得理事會同意下，不得以本

會名義進行任何活動；

六、及時主動更新個人聯絡資料；會

員提供之個人資料屬保密性資料，僅作會

務活動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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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紀律

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破壞本會聲

譽者，由理事會按情節輕重，予以勸告、

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並保留追究一切

責任之權利；受處分的會員可向會員大會

提出上訴。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組織機構

校友會之組織機構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組成；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決定本會

之性質、方針和政策；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大會秘書一名；

三、會長或理事長為本會之對外代

表，但經其任一授權，可由副理事長或副

會長之任一人為本會對外代表；

四、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通過會員大

會民主選舉產生，任期兩年，連選得連

任，任期不得連續超過兩屆；

五、會員大會具有任免會長、副會長、

秘書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

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的權力；

六、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

理事長召集及會長主持，理事會負責籌備

工作；

七、理事會需提前最少八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作會員大會之召集，通知的內

容需列明大會舉行的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八、出席會員大會的人數需超過全體

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方可召開大會；若無

法達到二分之一時，則一小時後不論出席

人數多少，可隨即召開會議，大會決議被

視為有效；

九、會員可授權其他會員於大會代為

行使權利，惟需簽署授權書致大會主席；

十、會員大會可於理事會同意之下，

或應不少於五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得特

別召開；

十一、在會員大會上所提議案需由多

於出席會員大會一半之會員投票贊成，方

能通過生效；

十二、修改會章、罷免當屆領導機構

之成員、推翻以往會員大會之決議，均須

以出席會員大會之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單數成員所

組成，通過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理事會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在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

的決議，並可根據大會制定的方針，以及

理事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四、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及理事若干名所組成；理事長缺席理事會

會議，則會議由順位出席之副理事長代行

職務，並於會議錄中註明；

五、根據會務發展需要，經理事會決

議理事會可設立不同職能部門，各部門負

責人經理事互選產生；

六、理事會成員每屆任期二年，連選

得連任，惟理事長之任期不得連續超過兩

屆；

七、理事會每季應開會最少一次，可

由正副理事長召集，且須有過半數理事出

席方為有效；若有關理事因故未能出席

者，可授權其他理事代為行使其職能；在

理事會的提案，須獲出席會議理事過半數

投票贊成，方能通過；如贊成與反對票數

均等，理事長之一票為決定性一票；

八、理事長及經理事長授權之理事，

得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表意見；

九、理事會於任期結束前三個月開始

負責籌備改選之會員大會工作，於任期結

束一個月前需完成選舉工作。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工作及法人財產，並向會員大

會提交監察報告；

二、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通過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若干名；

四、監事會每屆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

五、監事會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

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六、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七、監事會成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表意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

經費

為維持本會會務活動開展之財政需

要，經理事會通過，可向本會會員、社會

人士、政府及團體機構等籌集；接受社會

人士捐款時，惟可接受來歷清楚、不附帶

任何捐獻條件之資助；會員每年需繳納之

會費金額由應屆理事會訂定。

第五章

選舉

第十三條

選舉

一、理事會負責換屆選舉籌備事宜，

並收集及協調會員對各職務的參選提

名；

二、提名名單中相關職位與提名數目

相等之提名部分自動成為候選名單供大

會表決是否通過；

三、提名名單中出現差額部分，可先

由理事會協調各方議定競爭方式進行競

爭；如協調未果，則差額選舉的候選名單

付諸大會進行民主票選；票選時，每名候

選人只可參與某一具體職位或某一組職

務的競爭；

四、理事會需確保在最後的候選名單

在召集會員大會前得到確定。

第六章

解散社團

第十四條

解散社團

解散校友會社團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能為之。

第七章

本會會徽

第六章   解散社團  

第十四條   解散社團  

 解散校友會社團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能為之。  

 

第七章  本會會徽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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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化創意聯盟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製造廠巷5
號瑞華工業大廈（澳門設計中心）2樓。經
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

他地方。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泡泡足球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名稱

中文：澳門泡泡足球協會；

英文：Macau Bubble Soccer Asso-
ciation；

葡文：Associação de Bubble Foot-
ball de Macau；

中文簡稱：泡足協；

英文簡稱：MBSA。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8,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178.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