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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婦兒保健養生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4/2018號。

澳門婦兒保健養生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及會址

一、 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婦兒保健養生協

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Preserva ção 
de Cuidados com a Saúde das Mulheres e 
das Crianças de Macau”；

英文名為“Macao Women and Children 
Health Care Preserving Association”。

二、 會址：

澳門柯利維喇街42-A號信發大廈地
下A座。經會員大會決議，可更換會址。

第二章

宗旨

一、 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

二、 推廣和提高婦女及小兒對疾病、
健康、養生及保健的認知。

三、 開展相關的學術交流和資訊活
動，以加強醫療人員的專業技術及增加婦

兒對醫療養生保健知識。

四、 致力參與與其他機構或團體合
辦或委託的相關活動。

第三章

會員及會員資格

一、 本會會員分為會員、顧問會員和
名譽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之成年人士，對婦女、小兒養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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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資訊感興趣者，須依手續申請，由理事

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

為會員。

（二）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

會章程之成年人士，在澳門或國內外取得

醫學專業資格的專業人士，須依手續申

請，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

後，即可成為顧問會員或名譽會員。

二、 本會會員、顧問會員和名譽會員
有權參加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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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

批評和建議。

三、 本會會員、顧問會員和名譽會員
有義務遵守會章，並積極參與、支持及協

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須按時繳納會費

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出任何有損害

本會聲譽之行為。

四、 本會顧問會員和名譽會員優先使
用協會提供之設施或支援。

五、 但凡本會會員、顧問會員和名譽
會員違反本章程規定之義務、本會作出之

有效決議或作出有損協會聲譽，經理事會

決議後取消會員資格，其所交納的會費概

不歸還。

第四章

組織

一、 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二、 本會各組織架構成員每三年選舉
一次，連選得連任。

三、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負

責決定本會工作方針，選舉會長、副會

長、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協會年度

工作報告，以及聽取理事會工作計劃；凡

本會會員均有權出席會員大會及作出表

決。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以及副

會長兩名。會長擔任會員大會主席，負責

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並由會長

或會長指定的副會長代表本會參與社會

活動及負責協調會務工作。

（三）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為之，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另外會員大會之召集每年至少必須召開一

次。

（四）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會

員未足半數，不得作任何決議。如在首次

召集之大會中，出席會員不足上述之法定

人數，大會得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

舉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大會

都可以合法及有效地進行決議。

（五）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超過

出席者之半數之票通過。

（六）會員大會對於解散或延長續期

等會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

（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四、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負

責領導及管理本會的行政事務；

（二）理事會負責召集會員大會、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處理日常會務及制訂工

作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理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可按召開一次會議，由

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並領導有關會務工

作。

五、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協會負責監察本會

會務工作；負責領導及管理本會的行政事

務；審議財政報告以及監督本會的財務狀

況和事務。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一名，總人數為單數。

第五章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費、政府或社會

團體及有心人士贊助、捐贈。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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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護理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存

檔於本署201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1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學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護理研究

學會”，中文簡稱“護研會”。英文名稱為

“Macao Nursing Research Associa-
tion”，英文簡稱“MNRA”。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促進澳門護理研究的國

際地位，推動護理學術研究，開拓護理研

究之角色與範疇，研發創新護理實務處

置，共同維護市民之安全與權利”。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

路30A-B，市政文員大廈5樓13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在澳門從事護理工作以及相關領

域研究的專業人士，及在澳門就讀護理專

業學位或以上的學生，承認本會章程，履

行會員義務，按時繳納會費，均可申請加

入本會。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會員享有本會組織架構的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有權參加本會組織的各種工作

坊、學術研討會及學術交流與分享活動，

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等。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維護本會聲

譽，支持和參與本會活動，按期繳納會

費。

第七條——會員資格的取消或自動喪

失

（一）會員不遵守本會章程，或作出

有損本會聲譽及利益的行為，經理事會過

半數理事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其所

繳交之會費，概不退還。

（二）會員超過三年不繳交會費者，

則自動喪失會員資格及一切權利。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機構

本會設置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

第九條——任期

本會各機構之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屆

滿後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組成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人、秘書一

名，由會員大會選出。

（二）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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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責

會員大會的職責為：

（一）制定學會的行動方針，討論表

決及更改章程。

（二）選舉及任免會員大會之會長、

副會長、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成員。

（三）討論、審核及通過理事會及監

事會提交的工作報告、財政結算。

（四）議決所接受之上訴。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組成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其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出。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二人，秘書長一人，理事若干

人，其總和必須為單數。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的職責為：

（一）在法院內作為本會之代表。

（二）實施會員大會之議決；議決有

關接納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權利。

（三）慎重處理事項及組織社會活

動。

（四）制定內部規則及負責一切會

務。

（五）編制年度報告及有關賬目。

（六）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構，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

干人，其總和必須為單數。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責

監事會的職責為：

（一）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做出

的決議。

（二）審核財務賬目。

第十六條——名譽會長及顧問

經會員大會決議，可聘請或及邀請資

深護理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專家及社會

人士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及顧問。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收入

（一）入會會費。

（二）每年會費。

（三）任何社會人士、機構、實體對本

會的贊助及捐贈。

（四）政府資助。

第十八條——上條所得之收益，成為

本會儲備金，將用作維持會址及活動開

支。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解散

第二十條——本會解散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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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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紋身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1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國際紋身師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澳門國際紋身師協

會”，中文簡稱“澳國紋身師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
nal de Artistas de Tatuagem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Tattoo Artist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ITAA”。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田螺里6號盈駿
軒地下。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續不設期

限。

1. 提倡澳門紋身藝術水平邁向國際
化，促進國際優秀紋身藝術家與本地藝

術交流，務求發展澳門多元化紋身藝術及

提升紋身藝術家至國際展覽之水平；

2. 促進國際優秀紋身藝術家及有關
專業人士進行交流，在澳門舉辦及赴世界

各地參與國際性紋身展覽、表演、比賽、

會議、研討會，技術研究、衛生交流會；

3. 提升及規範澳門紋身業界的技術
標準、衛生標準、行業標準、達致國際級

水平；

4. 向市民普及正確的紋身衛生知識，
為出現不良反應之人士提供專業意見。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需為現職紋身藝術家，與協會有相同

理念，願意遵守會章者，並經由會員一人

介紹，可申請入會。

1. 申請者須填入會申請表並經由會
員一人介紹；

2. 會員為國際性，來自全球；

3. 同時提供紋身完成作品及紋身復
原後照片共十幅，經理事會評核通過後，

方得接納為本會會員；

4. 獲准加入之會員，須繳納入會年度
會費，入會滿兩年後，凡願意積極支持本

會者，可申請成為永久會員；

5. 經理事會評核通過後，合資格會員
可即時擁有永久會員之資格。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展覽、表演、
比賽、會議、研討會，技術研究、衛生交流

會，並享有提供之福利。

2. 享有本會與外間團體、商舖或機構
合作之優惠計劃；

3. 入會滿兩年之永久會員有選舉權
與被選舉權；

4. 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批評及建議；

5. 會員不限人數，需每年續會；

6. 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會章及決議；

2. 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所舉辦
之各種活動；

3. 推動及宣傳本會活動；

4. 每年出席大會所舉辦的“會員年度
大會”；

5. 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聲譽
作出損害行為，理事會得按其情節輕重，

作口頭或書面警告，嚴重者得取消其會員

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全體會員組成，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及

秘書一人。任期三年，可連選得連任，次數

不限。

2. 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
召集通知會員參加，由主席主持大會。

3. 應於開會前不少於八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向會員發出具有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的召集書。

會員大會決議時，須獲出席會員一半

或以上多數票贊成方為有效。

第九條——理事會

1. 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及會內日常行政運作；計劃會

務發展，編製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執行報

告；處理日常會務及賬目管理。

2.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如有特殊
情況可臨時召開；會議必須過半數之成員

出席方為有效，除特別規定外，決議須由

出席者之過半數通過作出；如表決票數相

同，以理事長所作之票為決定票。

3.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秘書一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2. 監事會負責查核理事會之行政活
動及財產進行監察並向會員年度大會報

告。

3. 監事會議由監事長召集，會議必須
過半數之成員出席方為有效。

第四章

財政收入及用途

第十一條——財政收入

1. 會費、政府資助及任何名義的捐
贈；

2. 在本會範疇內開展活動報酬、服務
性收入、諮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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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用途

支付日常營運、演講費、諮詢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6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1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

學會；

英文名稱：Soc iety of Soc ia l a nd 
Behavioral Sciences Research of Ma-
cau。 

第二條——組織性質

本會為澳門非牟利的專業學術研究機

構，受澳門法律管轄保護，其一切活動均遵

守澳門的法律、法令和有關條例之規定。

第二章

第三條——宗旨

本會以促進澳門與國際之間在社會

科學及行為科學的研究上作交流，推廣學

術研究，推動民間和大專院校學習相關的

研究技術，並與國際接軌，吸引國際相關

的專業人才來澳門作交流訪問及留澳發

展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以開展學術研究、講

座、交流、比賽及出版刊物等為工作和活

動內容。

第五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柯維納馬路

南新花園第四座15樓G，經理事會同意可
更改。

第三章

第六條——會員

入會資格：填寫會員申請表，經理事

會批准和繳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權利與職責

（一）權利

a. 有表決權、選舉及被選權；

b.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c. 享有本會的福利。

（二）職責

a. 為促進本會的宗旨而作出貢獻；

b. 維護本會的信譽及利益，支持及出
席本會的活動。

第八條——會員身份的喪失

凡損害本會聲譽的會員，經理事會批

准後有權請之退出。

第四章

第九條——架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十條——任期

本會組織機構之所有成員，任期三

年，得連選連任。

  第五章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

秘書一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會長對

內領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員大會每

年召開一次，會長缺席時，由理事長或副

會長依次代其職務，會長卸任後授予永遠

榮譽會長。

（二）會員大會須有二分之一或以上

會員出席，方為合法。如人數不足，得隔

半小時後再行召開，此時無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議均為有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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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之權力及功能

（一）修訂本會章程，並獲四分之三

出席會員贊同票決議通過。

（二）選舉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之架構成員；

（三）審議每年會務報告及財務報

告。

（四）決定本會發展方針。

（五）解散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六）大會之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除外。

第六章

第十三條——理事會

（一）為本會的執行機構，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總人

數為單數。

（二）理事長領導理事會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副理事長協助理事會工作，理事

分工負責會務工作。理事長外出或因事缺

席未能履行職務時，副理事長得代表理事

長主持會務。

（三）本會有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文

件和合約，由會長簽署或由會長授權理事

會其他成員代表簽署有效。

第十四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組

成，負責監察理事會之工作。任期三年，

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互選監事長、副監事長

及監事各一人。每年最少開會一次，並向

會員大會交代。

第十五條——其他名銜

本會設創會會長、永遠榮譽會長、榮

譽會長、榮譽顧問、顧問、榮譽會士、會

士、研究員等職務，人數不限，由正副會長

協商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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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十六條——經費來源

本會為非牟利之專業學術社團，經費

可接受澳門政府資助、本會成員和社會各

界人士的合法捐助及會員會費。

第十七條——會徽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7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創新的士互助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存

檔於本署201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1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創新的士互助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創新的士互助

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服務大

眾、推廣旅遊”。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巴波沙大馬路

371-453號台山平民大厦A座3樓33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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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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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屆任期為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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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理事會

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自由式輪滑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2018/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1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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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由式輪滑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訂定中文名為“澳門自由式輪滑

協會”，英文名為“Macau Freestyle Skat-
ing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區華利街5號昌利
大廈2B，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過理事會
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宗旨是培養

大眾對直排輪滑之興趣，推廣自由式輪滑

運動；開辦學習課程，組織訓練和參加相

關運動項目的各級競賽，與相關機構合

作以促進本地區的體育文化、比賽及運動

等。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對直排輪運動有興趣且認同本會

宗旨者，經本會理事會批准並繳納年費後

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出席會員大會，並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會員享有本會各項規定之權

益。

（三）會員有遵守會章、會議決議，以

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第六條——機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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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淮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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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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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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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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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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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會長和

理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屬於本會的收入：

（一）本會會員繳納的會費或捐助；

（二）社會人士捐助；

（三）政府機關資助；

（四）其他符合法律許可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電競產業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8/A S S檔案組第4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電競產業協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電競產業協

會”；中文簡稱為“電競產協”；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de Indústria de Es-
porte Eletrônico de Macau”，葡文簡稱
為“A I EEM”；英文名稱為“Macau E-
Games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為“MGIA”，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法人住所

法人住所設於澳門新口岸上海街廣

發商業中心17樓B，倘有需要，可透過理
事會決議更改會址。

第三條

性質及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

（a）推動澳門電競產業發展，構建業
界共同成長的平台；

（b）完善本地電競業界的產業鏈，組
織完善的體系；

（c）承傳和推動本地電競文化，為本
澳青年提供投身業界的台階；

（d）培養本地電競產業人才之前瞻
性視野，使其植根澳門，同時放眼世界。

二、為貫徹上述目標，本會透過籌辦

課程、工作坊、產業交流活動及相關之活

動，發掘本地電競文化產業有貢獻之人

材，凝聚電競產業工作者之多元創作力

量，並得以促進本地與外地之項目合作交

流，提昇業界文化創造力，以加強電競產

業與其他產業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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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會員

一、凡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並從事

電競產業之人士，均可申請入會，並通過

審批者，方為會員；

二、若會員被發現在其行為及公開言

語上表現出與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則有正

面衝突或違背性質，本會有權通過理事會

商議及審批後，單方面取消該會員之會員

資格而無須向其預先通知；

三、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

免權及其他權利，並須履行相關義務。

第五條

組織

一、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各領導機關成員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具體由內部規章訂定。

二、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

人士擔任顧問及榮譽職務。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長一

名。

二、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三、會員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會

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方能召開，

若出席人數不足，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開，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視為有

效。

四、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選舉及罷免各領導機關成員；

（b）修改本會章程及制定內部規
章；

（c）制定本會工作方針及重要事項；

（d）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年
度帳目及監事會意見書；

（e）法律賦予的其他職權；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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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由

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及理事

若干名。

二、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a）召集會員大會；

（b）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計劃會務發展；

（d）管理行政及財政運作；

（e）編製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執行
報告；

（f）法律賦予的其他職權。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由三名

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及監事各若干名。

二、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a）監察理事會的運作；

（b）對會務及財務管理作出意見；

（c）審核本會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
執行報告；

（d）法律賦予的其他職權。

第九條

經費

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贊助、捐款、

資助及其它合法收入，且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得進行籌募經費。

第十條

附則

本章程解釋權及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狂跑派跑步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8/ASS檔案組第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狂跑派跑步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狂跑派跑步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rrida de 
Corredor Louco”；英文名稱為“Crazy 
Runner Running Association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為：

帶動澳門跑步運動的推廣；

鼓勵澳門跑步運動的發展，團結相關

社團；

透過推廣跑步運動及相關的募捐活

動，促進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青洲里62號青洲
工業大廈2樓D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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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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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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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監

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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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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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

及理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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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可決議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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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

及監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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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簽名方式

本會所有合約及文件須由理事長簽

署，方為有效。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二條 

附則

（一）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正式通過

後實施。

（二）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

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第十三條 

會徽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7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初創智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8/ASS檔案組第5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初創智庫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初創智庫協會”，英文

名稱為“Start Up Think Tank Associa-
tion”，英文簡稱為“STT”。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411-
417號皇朝廣場6樓G。

第三條

宗旨

一、提供相關知識及技術協助初創企

業家；

二、促進國際交流、推動產學合作、

構建企業家的交流平臺；

三、支持澳門邁向適度多元化發展；

整合企業資源；開展人才培養及培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凡符合本會宗旨之人士，均可申

請加入；

二、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批准

後，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權利

一、自由參加或退出本會；

二、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第六條

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二、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三、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或利

益的行為，否則理事會得按輕重給予警告

或開除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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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職架構

第七條

機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各機構成員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持工作，會員大會

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

名；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

三、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

於半數會員提出之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會員大會由理事長負責召集；

五、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簽收之方式而為之。通知書內需註

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 選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各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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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由三名

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

長及理事各一名。

第十一條

理事會職權

一、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

四、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設立專門委
員會及工作機構，並任免其領導成員。

第十二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最高監察機構，由監事

長主持工作。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

第十三條

監事會職權

一、監察會員大會的決議及其執行進

度；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就其

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第四章

財務

第十四條

財務管理

一、 本會收支必須經財務記帳，編製
財務報告，提交監事會審核；

二、年度財務報表須每年向會員公

佈。

第十五條

經費

一、會員自願捐獻；

二、社會人士捐助；

三、公共及私人實體和社會其他機構

贊助；

四、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五、其他合法收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會章解釋權

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於理事會。章程如

有未盡之處，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規範執

行。

第十七條

解散

一、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若解散獲得通過，須設解散專責

委員會負責處理本會的財物。

第十八條

會徽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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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18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2018卷第1號文件之“澳門市務學會”章
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7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
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
nada «Instituto de Marketing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 no 
maço n.º 1/2018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
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8.

澳門市務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市務學會”，

葡文名稱：“Instituto de Marketing de 
Macau”，英文名稱：“Macau Marketing 
Institute”，英文簡稱“MMI”。

（以下簡稱“本會”），本會屬非牟

利、具有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其存續不

設期限。本會將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相關

法律法規管轄。

第二條——會址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皇朝宋玉生廣場258號
建興隆廣場12樓I室，可根據需要設立辦
事處。經本會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

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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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一）主動與政府、各企業、社團、協

會、商會、學術機構、工商界人士合作，團

結各界，在弘揚愛國愛澳精神的同時，透

過市場學專業的探討、研究和實踐，為澳

門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服務和作出積極貢

獻。 

（二）致力推動澳門市務業界的專業

發展，進一步與國際間的先進市場學機構

和標準接軌，協助相關的專業資格和認證

獲得業界的大力支持和重點落實，持續提

升澳門市務業界人士的高度專業化水平。

（三）構建一個優良的多元化市場學

的交流平台，豐富市務業界人士的知識學

習、專業培訓和分享經驗，並表彰在市場

學和業界具有傑出成就及貢獻的機構和

人士，促進卓越的專業市場學實踐。

（四）發揮本會的橋樑作用，積極協

助市務業界聯繫澳門本地、港台華橋、粵

港澳大灣區、中國、葡語系國家、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各地區國家的專業機構和

市務業界人士，透過不同的活動，促進各

地的多方位交流及發展，協助持續提升澳

門的國際專業地位。

（五）努力團結和凝聚澳門市務業

界，以堅守和弘揚「一國兩制，愛國愛澳」

的根本宗旨和核心精神，為國家和澳門的

社會繁榮穩定發展持續貢獻新力量。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認同及擁護本會宗旨和章程，並符

合以下其中一項的入會資格要求，可填寫

及遞交入會申請表和附上本會按時要求

的相關文件，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即可

賦予會員資格。本會對每個入會申請具有

最終解釋權和審批權。

（一）持有本會認可的市場學或商業

相關的學士學位；

（二）持有本會認可的非商業相關的

學士學位及具有二年以上工作經驗，並經

本會理事會審批為適合加入本會的人士；

（三）持有本會認可的專業證書及具

有五年以上市務或商業工作經驗，並經本

會理事會審批為適合加入本會的人士；

（四）對市場學或市務業界有興趣的

專業人士或企業機構管理層人士，並經本

會理事會評選為適合加入本會的人士；

（五）經本會特邀加入的各界人士或

機構；

（六）現正就讀本會認可的大專院

校課程的全日制或兼讀制學生，並經本會

理事會審批為適合加入本會成為學生會

員。

第五條——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

第六條——會員必需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推動本會會務開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四）聲明及保證向本會提供的資料

均為真實和正確無訛；

（五）按時繳納本會指定的會費，方

可享受會員權利；

（六）不得作出任何損害國家、澳門

和本會聲譽或利益的行動。

第七條——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之條款及參與損害國家、澳門和本會聲

譽或利益的行動的會員將由本會理事會

作出警告、嚴重警告以及開除會籍等處

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

會長、秘書和理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團

主持，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

長和一名秘書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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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適時相關法律法規適用之召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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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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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及理事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最少每二個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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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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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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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贊同票

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及運作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本會組織架構成員、本會會員、

澳門政府各機關、澳門和海內外各界人士

和團體的捐助、贊助及資助；

（三）本會推行會務活動所得的收入

或捐助；

（四）其他經本會批准接受的經費。

第十二條——顧問團

本會根據會務情況，邀請在工商、學

術及社會等有卓越成就及貢獻的各界人

士和專業人士擔任本會永遠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榮譽顧問、顧問或其他榮譽職

務，以輔助和支持本會會務發展、服務社

會。

第五章

章程修改及附則

第十三條——章程修改

本會章程的解釋權及修改權屬本會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本會會員

大會討論並通過以作修改；修改本會章程

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通過方為有效；如屬解散本會法人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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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附則

（一）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開始運作，

其存續期不受限制。

（二）本會可根據會務發展情況而成

立本會屬下的各個功能性委員會，協助本

會會員的持續專業發展。

（三）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一概依

澳門現行及適用之相關法律法規執行。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莊慶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9 de 
Janeiro de 2018. — O Notário, João Encar-
naçã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傅德用基金會

Fundação Fu Tak Yung

Fu Tak Yung Foundatio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pública celebrada perante 
mim, em 25 de Abril de 2017, de fls. 43 a 50 
verso do livro de notas n.º 216-A do meu 
Cartório Privado, foi instituída a Fundação 
Fu Tak Yung, em chinês 傅德用基金會, 
reconhecida por despacho de S. Ex.ª o Chefe 
do Executivo, de 3 de Agosto de 2017, publi-
cado no Bolet im Oficial n.º 34, II Série, 
de 23 de Agosto de 2017, cujos estatutos 
homologados pelo referido despacho e sua 
versão em língua chinesa constam do arti-
culado seguinte:

傅德用基金會

章程

第一章

性質及宗旨

第一條

（性質）

傅德用基金會，葡文名為Fundação 
Fu Tak Yung，英文名為Fu Tak Yung 
Foundation，下稱《基金會》，是不牟利性

質的私法人，受本章程規範，凡本章程未

載明者，則受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

門特區》）現行法律規範。

第二條

（住所及存續期）

一、基金會之住所在澳門民國大馬路

28至30號，並可在信託委員會認為對推行
本基金會宗旨適宜的外地設立代表處或其

他形式的代表機構。

二、基金會之存續為無限期。

第三條

（宗旨）

一、基金會的宗旨是發展教育、文

化、衛生及科技研究。

二、基金會還可以開展社會和慈善性

質的其他活動。

第二章

設立與財產制度

第四條

（財產）

一、基金會以自有的啟動現金澳門幣

一千萬元設立。

二、除上款所指之啟動金外，基金會

的財產由以下組成：

a）當推行本基金會宗旨有需要時，由
創始人增加的捐獻； 

b）公共或私人的任何資助，包括公共
或私人實體給予的捐贈或贈與、遺產或遺

贈，以及基金會以有償或無償方式取得的

一切財產，在此等情況下，有關之條件和

負擔須符合基金會之宗旨；

c）為基金會之運作和設立而取得的一
切動產或不動產，以及來自基金會本身財

產所作投資的收益。

三、如財政局批准免繳印花稅，並經

基金會決議同意，基金會的財產還可以由

物業財產構成，尤其是： 

（i）民國馬路28及30號都巿地產的田
面權，面積914平方米，標示於物業登記局
B30號冊，編號11153；

（ii）民國馬路32及34號都巿房屋的田
面權，面積1250平方米，標示於物業登記
局B30號冊，編號11235；

（iii）西望洋山的農用房地產，沒有門
牌號碼，面積 1542.44 平方米，在物業登記
局標示編號19503。

第五條

（財政自主）

一、基金會享有全面財政自主權。

二、為達至本身宗旨，基金會得：

a）以任何方式取得或轉讓動產或不動
產、有價物及權利，或以任何方式為動產

或不動產、有價物及權利設定負擔；

b）接受任何贈與、遺產或遺贈，但須
符合本章程第四條第二款c）項規定；

c）訂立借款合同和提供擔保，使基金
會之財產增值及達至基金會之宗旨；

d）在澳門或外地進行投資。

第三章

行政與監察

第六條

（基金會之機關）

基金會設有下述機關：

a）信託委員會；

b）行政委員會；

c）監事會。

第七條

（信託委員會）

一、信託委員會由三至五名成員組

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從被認為在基金

會的任何活動領域方面具公認才幹、能力

和勝任的人士中挑選，其中一人由基金會

創始人傅厚澤Fu Hau Chak Adrian或其繼
承人任命，另一人由基金會創始人傅蔭箎

Fu Yam Chi或其繼承人任命，其餘由已獲
任命的信託委員挑選。

二、信託委員會成員之任期不多於五

年，可無限次連任，每次連任為期一年，

直至被替代為止。 

三、任何信託委員之除名，必須在有

關委員不堪當擔任此職、犯有嚴重過失或

明顯無興趣任職情況下，經信託委員會以

不記名投票方式決議，並最少有三分之二

票數贊成方可。

四、信託委員會在其成員中委出一人

為主席。

五、倘信託委員會成員身故、因故不

能視事、中止任期、被除名或放棄任命而

出現空缺，信託委員會其他成員將委出符

合本條第一款條件之人士填補空缺。

六、信託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經主席主動召集，或經信託委員會的



206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5 期 —— 2018 年 1 月 31 日

兩名成員或行政委員會的兩名成員要求

下，將舉行特別會議。

七、任一信託委員均可委託另一委員

代表出席會議，但須以書面通知主席。

八、決議以出席成員之多數票贊成為

取決，主席有決定性一票。

九、信託委員會成員職務不受酬。

十、信託委員會可要求行政委員會及

監事會成員出席會議。出席信託委員會會

議之行政委員會及監事會成員在會議中無

表決權。

第八條

（信託委員會之權限）

信託委員會之權限為：

a）維護基金會的始創原則，以及訂定
在運作、投資策略及落實其宗旨方面的一

般指引；

b）委任信託委員會主席，以及按本章
程第七條第一款末段規定委任信託委員會

成員；

c）委任基金會其餘機關的成員和主
席；

d）通過翌年度工作計劃和財政預算，
以及各補充預算；

e）通過上年度報告；

f）委任核數師審核基金會之財務狀
況；

g）同意接受遺贈、遺產、捐贈或贈
與；

h）對行政委員會或監事會提交的一切
事項表示意見。

第九條

（行政委員會）

一、行政委員會由最少三名及最多七

名成員組成，總人數須為單數，由信託委

員會在其本身成員中及能保證實現基金會

目標之其他人士中選任。行政委員會成員

任期不多於五年，可無限次連任，每次連

任為期一年，直至被替代為止。

二、決議以出席者的多數票贊成為取

決，主席有決定性的一票。

三、行政委員會會議由主席召集，並

在委員會最少一半成員出席時，方可作出

決議。

四、行政委員會最少每三個月舉行一

次平常會議，並在主席召集時舉行特別會

議。

第十條

（行政委員會的權限）

行政委員會有管理基金會的權限，特

別在以下各方面：

a）訂定基金會的內部組織，通過各項
規章，以及設立其認為需要的機關和填補

有關的職位；

b）管理基金會的財產，作出一切為此
目的所需之行為；

c）編製財政預算、補充預算、每年工
作計劃，以及年度報告、資產負債表和年

度帳目，並呈交信託委員會通過；

d）代表基金會，無論是在法庭內外代
表基金會又或面對第三者，並可為此目的

委任受託人；

e）設定受託人或受權人，把認為必需
的權力授予他們；

f）聘用、辭退及領導員工；

g）洽商及借入貸款，以及按本章程第
五條第二款c）項規定提供擔保；

h）以任何方式取得各項權利、有價
物、動產或不動產，或將之轉讓或令其附

上負擔；

i）設立和保持內部會計管理制度，使
基金會的財產及財政狀況能隨時得到準確

完整的反映；

j）向信託委員會提出修改基金會章程
之建議。

第十一條

（代表）

一、基金會之簽名方式為：兩名代表

人聯簽，其中一人屬A組，另一人屬B組。

二、信託委員會成員屬A組，行政委
員會成員屬B組。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信託委員會委任的三

名人士組成，任期不多於五年，可無限次

連任，每次連任為期一年，直至被替代為

止。

二、監事會會議由主席召集，並在其

大部份成員出席下方得作出決議。

三、監事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

多數票，主席有決定性之一票。

第十三條

（監事會的權限）

監事會的權限為：

a）評估基金會的財產、資產和財政；

b）就其監察工作每年編寫報告書；

c）對每年交給信託委員會通過的帳目
進行審查並作出意見；

d）定期查核基金會的記帳是否準確和
更新。

第四章

章程之修改、基金會之變更及撤銷

第十四條

（章程之修改、基金會之變更及撤銷）

一、本章程之修改及基金會的變更或

撤銷，需經信託委員會與行政委員會舉行

聯席會議決議，決議以該兩機關在職成員

四分之三贊成票為取決。

二、基金會撤銷時，其財產將按信託

委員會決議認為對進行基金會創立宗旨較

合適的用途處置，但法律如有相反規定則

例外。

CAPÍTULO I

Natureza e fins

Artigo primeiro

(Natureza)

A «Fundação Fu Tak Yung», em chinês 
“傅德用基金會” e em inglês «Fu Tak Yung 
Foundation», adiante designada por Fun-
dação,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de direito 
privado,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se rege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e, em tudo o que 
neles for omisso, pelas leis vigentes da Re-
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seguir «RAEM»). 

Artigo segundo

(Sede e duração)

Um. A Fund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a República, n.os 28-30, podendo 
criar delegações ou outras formas de repre-
sentação fora da RAEM, onde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considerar conveniente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fins. 

Dois. A Fundação tem duração indeter-
minada. 

Artigo terceiro

(Finalidades)

Um. A Fundação tem por f inalidade 
o desenvolvimento de acções na área de 
Educação, Cultura, Saúde e Investigação 
Tecnológ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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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s. A Fundação poderá ainda desen-
volver outras actividades de natureza social 
e de beneficência. 

CAPÍTULO II

Instituição e regime patrimonial

Artigo quarto

(Património)

Um. A Fundação é instituída com um 
fundo inicial próprio, em numerário, de 
MOP10 000 000,00 (dez milhões de Patacas).

Dois. Além do fundo referido no número 
anterior, o património da Fundação é cons-
tituído por:  

a) Contribuições adicionais dos seus 
instituidores quando necessárias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fins;

b) Quaisquer financiamentos públicos 
ou privados, nomeadamente donativos ou 
doações, heranças ou legados, de entidades 
públicas ou privadas, e todos os bens que 
à Fundação advierem, a título gratuito ou 
oneroso, devendo nestes casos a aceitação 
depender da compatibilização da condição 
e do encargo com os fins da Fundação;

c) Todos os bens, móveis ou imóveis, 
adquiridos para o seu funcionamento e 
instalação, bem como os rendimentos pro-
venientes do investimento dos seus bens 
próprios.

Três. O património da Fundação poderá, 
ainda, vir a ser constituído por proprieda-
des imobiliárias, se houver autorizaçã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Finanças para a 
isenção do pagamento do Imposto do Selo 
devido pela sua eventual transmissão, e de-
liberação de aceitação, designadamente:

(i) Domínio útil do prédio urbano com os 
n.os 28 e 30, sito na Avenida da República, 
com a área de 914m², descrito na Conserva-
tória do Registo Predial sob o n.º 11153 do 
livro B30; 

(ii) Domínio útil do prédio urbano com 
os n.os 32 e 34, sito na Avenida da Repúbli-
ca, com a área de 1250m², descrito na Con-
servatória do Registo Predial sob o n.º 11235 
do livro B30; 

(iii) Prédio rústico, sito na Colina da Pe-
nha, s/n, com a área de 1542,44m², descrito 
na Conservatória do Registo Predial sob o 
n.º 19503.

Artigo quinto

(Autonomia financeira)

Um. A Fundação goza de autonomia fi-
nanceira. 

Dois. N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fins a 
Fundação pode: 

a) Adquirir, alienar ou onerar, a qualquer 
título, bens, móveis ou imóveis, valores e 
direitos; 

b) Aceitar quaisquer doações, heranças 
ou legados, sem prejuízo do disposto na alí-
nea c)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quarto;

c) Contratar empréstimos e conceder 
garan tias, no quadro da optimização da 
valorização do seu património e da concre-
tização dos seus fins; 

d) Realizar investimentos em Macau ou 
no exterior. 

CAPÍTULO III

Administração e fiscalização

Artigo sexto

(Órgãos da Fundação)

São órgãos da Fundação: 

a)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b)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Artigo sétimo

(Conselho de Curadores)

Um.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é com-
posto por três a cinco membros, sempre 
em número ímpar, escolhidos de entre 
personalidades de reconhe cido mérito, 
idoneidade e competência em qualquer das 
áreas de actividade da Fundação, sendo 
um nomeado pelo instituidor Fu Hau Chak 
Adrian, ou os seus herdeiros, e outro pelo 
instituidor Fu Yam Chi, ou os seus herdei-
ros, e os restantes membros por escolha 
daqueles curadores já designados. 

Dois. O mandato dos curadores é por um 
período de até cinco anos, sendo renovável, 
uma ou mais vezes, por períodos sucessivos 
de um ano, cada, mantendo-se sempre em 
funções até serem substituídos. 

Três. A exclusão de qualquer curador 
só pode efectuar-se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tomada por 
escrutínio secreto com, pelo menos, dois 
terços de votos favoráveis, com funda-
mento em indignidade, falta grave ou de-
sinteresse manifesto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Quatro.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de-
signará, de entre os seus membros, um 
Presidente. 

Cinco. As vagas que ocorram no Con-
selho de Curadores, por morte, impedi-

mento, suspensão de mandato, exclusão ou 
renúncia de um dos seus membros, serão 
preenchidas por pessoas que reúnam os re-
quisitos do número um do presente artigo, 
a eleger pelos restantes membros do Con-
selho de Curadores. 

Seis .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reu-
nirá ordinariamente uma vez por ano e, 
extraordina riamente, sempre que convoca-
do pelo seu Presidente, por sua iniciativa 
ou a pedido de dois dos seus membros ou 
de doi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
tração. 

Sete. Qualquer Curador pode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outro Curador, mediante 
comunicação escrita dirigida ao Presidente.

Oito. As deliberações serão tomadas por 
maioria dos vo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tendo o Presidente voto de qualidade. 

Nove. As funções de membro do Conse-
lho de Curadores não são remuneradas.

Dez. O Conselho de Curadores poderá 
solicitar a presença de membros d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às suas reuniões, os quais, no entanto, não 
terão direito a voto.

Artigo oitavo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Compete ao Conselho de Curadores:

a) Garantir a manutenção dos princípios 
inspiradores da Fundação e definir orien-
tações gerais sobre o seu funcionamento, 
política de investimentos e concretização 
dos fins da Fundação;

b) Designar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e os membros deste órgão, 
nomeados nos termos da parte final do nú-
mero um do Artigo sétimo;

c) Designar os membros dos restantes 
órgãos da Fundação e os respectivos Presi-
dentes;

d) Aprovar o plano de actividades e o 
orçamento para o ano seguinte, bem como 
os orçamentos suplementares;

e) Aprovar o relatório do exercício rela-
tivo ao ano anterior;

f ) Designar auditores de conta para 
apreciaç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Fun-
dação;

g) Autorizar a aceitação de legados, he-
ranças, donativos ou doações;

h) Pronunciar-se sobre todos os assuntos 
que lhe sejam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u pelo Conselho Fi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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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Non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Um.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composto por um mínimo de três e um 
máximo de sete membros, sempre em nú-
mero ímpar, designados pelo Conselho de 
Curadores, de entre os seus membros e ou-
tras individualidades que, de igual modo, 
dêem garantia de realizar os objectivos da 
Fundação, com um mandato de até cinco 
anos, sendo renovável, uma ou mais vezes, 
por períodos sucessivos de um ano, cada, 
mantendo-se sempre em funções até serem 
substituídos. 

Dois. As deliberações serão tomadas por 
maioria dos votos dos membros presentes, 
tendo o Presidente voto de qualidade. 

Trê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convocado pelo respectivo Presidente e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e, pelo me-
nos, metade dos seus membros. 

Quatro.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unirá ordinariamente, pelo menos, uma 
vez por trimestre e, extraordinariamente, 
sempre que convocado pelo seu Presidente.

Artigo décimo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ompete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gerir a Fundação e, em especial: 

a) Definir a organização interna da 
Fundação, aprovando os regulamentos e 
criando os órgão que entender necessários 
e preenchendo os respectivos cargos;

b) Administrar o património da Funda-
ção, praticando todos os actos necessários 
a esse objectivo;

c) Elaborar e submeter à aprovação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o orçamento e os 
orçamentos suplementares, plano de acti-
vidade anual,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do exercício;

d) Representar a Fundação, quer em 
juízo quer perante terceiros, podendo de-
signar mandatários para o efeito;

e) Constituir mandatários ou procurado-
res com os poderes que julgue necessários;

f) Contratar, despedir e dirigir o pessoal;

g) Negociar e contrair empréstimos e 
prestar garantias nos termos da alínea c)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quinto;

h) Adquirir, por qualquer forma, alienar 
ou onerar direitos, valores e bens móveis 
ou imóveis;

i) Instituir e manter sistemas internos de 
controlo contabilístico de forma a reflec-
tirem, precisa e totalmente, em cada mo-
mento,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e financeira 
da Fundação;

j) Propor ao Conselho de Curadores a 
modificação dos estatutos da Fundação.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Representação)

Um. A Fundação obriga-se com a assi-
natura de dois representantes, sendo uma 
do Grupo A e outra do Grupo B. 

Dois. Fazem parte do Grupo A os mem-
bros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e do Grupo B 
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rtigo décimo segundo

(Conselho Fiscal)

Um.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três membros, designados pelo Conselho 
de Curadores por um mandato de até cinco 
anos, sendo renovável, uma ou mais vezes, 
por períodos sucessivos de um ano, cada, 
mantendo-se sempre em funções até serem 
substituídos.

Dois.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vocado 
pelo Presidente e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dos seus titulares.

Três. As deliberações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de votos dos titulares presentes, 
tendo o Presidente voto de qualidade.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Fiscal)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Avaliar as propriedades, activos e fi-
nanças da Fundação;

b) Elaborar um relatório anual sobre a 
sua acção fiscalizadora;

c) Examinar e emitir parecer sobre as 
contas a aprovar anualmente pelo Conse-
lho de Curadores;

d) Verificar periodicamente a exactidão 
e actualização constante da escrituração 
da Fundação.

CAPÍTULO IV

Modificação dos estatutos, transformação 
e extinção

Artigo décimo quarto

(Modificação dos estatutos, transforma-
ção e extinção)

Um. A modificação dos presentes es-
tatutos e a transformação ou extinção da 

Fundação só podem ser deliberadas me-
diante deliberação conjunta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e do Conselho de Adminis-
tração tomada com os votos favoráveis de 
três quartos dos membros daqueles órgãos 
em efectividade de funções. 

Dois. Em caso de extinção, o património 
da Fundação terá o destino que, por deli-
beração do Conselho de Curadores e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for julgado 
mais conveniente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para que foi instituído. 

私人公證員 歐安利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7 de 
Janeiro de 2018. — O Notário, Leonel 
Alberto Al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7,8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88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廣府人（珠璣）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5/2018號。

澳門廣府人（珠璣）聯誼會

章程

第四條——本會住所為：澳門新口岸

上海街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10樓B-D座。
經會員大會決議可更換會址及會務中心、

也可增設會務中心及辦事處。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天職澳門會計師事務所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會計師事

務所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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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存放於本署“應當事人要求存檔的

文件之登記簿冊”內，編號為1/2018號，
該會計師事務所修改章程後之全部內容

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Baker Tilly Macau Sociedade de Auditores

天職澳門會計師事務所

Baker Tilly Maca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章程

第一條

本合夥的名稱為“天職澳門會計師事

務所”，葡文名稱為“Baker Tilly Macau 
Soc iedade de Auditores”，英文名稱
“Baker Tilly Maca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法人住所設於澳門宋玉
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6樓M及N座。

第二條

本合夥的業務範圍涵蓋各類由註冊

核數師參與之專業活動，當中包括對帳目

之覆核及證明、會計、稅務審計、財務諮

詢和其他服務。

第三條

第一款——本合夥的股東是唐嘉樂

核數師和林品莊核數師，於核數師暨會計

師註冊委員會的註冊編號分別為0474號
及0070號。

第二款——股東不得以其個人名義或

為第三人利益進行本合夥的所營業務。

第四條

第一款——本合夥的資本額是澳門幣
叄萬元正，已經全部認受並以現金支付。

第二款——股東唐嘉樂所佔的出資

額是澳門幣壹萬伍仟元正，股東林品莊所

佔的出資額是澳門幣壹萬伍仟元正。

第五條

第一款——各股東之間可以自由轉讓

在本合夥的出資，不論涉及出資之全部或

部份。

第二款——如向第三人轉讓出資，受

讓人必須是在澳門註冊的核數師，而且有

關轉讓必須經所有股東同意。

第六條

第一款——遇下例情況時，本合夥可

以銷除已經全部繳足的股東出資：

a）經有關出資的擁有人同意；

b）擁有出資的股東破產或被宣告為
無償還能力；

c）擁有出資的股東死亡或被宣告為
無行為能力；

d）有關出資被假扣押、查封或被法
院以其他方式扣押；

e）有關出資在違反上條所指規定的
情況下被轉讓。

第二款——就本條而言，被銷除的出

資的價值，需按照在銷除股之決議作出後

九十天內通過的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的價

值為準。

第三款——被銷除的出資的作價，需

於上款所指資產負債表通過後九十天內

支付。

第七條

第一款——合夥的行政管理由全體

股東負責。

第二款——向銀行機構獲取融資，以

及買賣不動產或需登記的動產，需要所有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共同簽署；其他行為由

任何一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簽署即生效

力。

第三款——明確禁止股東將其出資

用於擔保合夥業務範圍以外的債務，亦禁

止行政管理機關為合夥訂定超出業務範

圍以外的債務。

第八條

第一款——合夥需每年召開一次股東

會平常會議，有關會議得由任何一位股東

召集。

第二款——股東會須最少提前十五天

召集。

第三款——如果未按上述期間或方

式召集，可透過所有股東在召集書上簽署

作補正。

第九條

本合夥自成立之日開始，無限期存

在。

Estatutos

Artigo primeiro

A sociedade civil adopta a denominação 
«Baker Tilly Macau Sociedade de Audito-
res», em chinês «天職澳門會計師事務所» 
e em inglês «Baker Tilly Maca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e tem a sede em Ma-
cau, na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º 263, Edifício China Civil Plaza, 6.º an-
dar M & N.

Artigo segundo

A Sociedade tem por objecto a prestação 
de diversos serviços profissionais de audi-
toria, incluindo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revisão e certificação de contas, auditoria 
fiscal e contabilística e consultoria fiscal ou 
técnica de economia e finanças.

Artigo terceiro

Um. Os sócios Tong Ka Lok e Lam Bun 
Jong são auditores registados na Comissão 
de Registo do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
tas, titulares dos alvarás n.º 0474 e n.º 0070, 
respectivamente.

Dois. Salvo autorização expressa noutro 
sentido, os sócios exercem a sua actividade 
em exclusivo a favor de Sociedade, sendo-
-lhes vedado o exercício por conta própria 
ou em benefício de terceiros a actividade 
objecto da Sociedade.

Artigo quarto

Um. O capital social é de trinta mil pata-
cas, integral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ro.

Dois. A parte social do sócio Tong Ka 
Lok tem o valor de quinze mil patacas e a 
parte social da sócia Lam Bun Jong o valor 
de quinze mil patacas.

Artigo quinto

Um. A cessão onerosa das partes sociais, 
no todo ou em parte, é livre entre os sócios.

Dois. A cessão de partes sociais a tercei-
ros só é admitida quanto o cessionário seja 
auditores registados em Macau, e depende 
do consentimento de todos os outros sócios.

Artigo sexto

Um. A Sociedade pode amortizar qual-
quer parte social, desde que esteja inte-
gralmente paga, nos seguintes casos: 

a) Por acordo com o respectivo titular;

b) Se o sócio titular for declarado falido 
ou insolvente;

c) No caso do sócio titular, pessoa física, 
falecer ou for declarado incapaz ou inábil;

d) Se a parte social for objecto de arres-
to, penhora ou outra medida de apreensão 
judicial; e 

e) Quando a parte social for transmitida 
em violação do previsto neste pacto social.

Dois. Para efeitos do disposto neste arti-
go, o valor da quota é o constante do últi-
mo mapa de balanço, considerado como tal 
o que vier a ser aprovado em consequência 
da decisão de amortização, no prazo de 
noventa dias após a decisão de amortizar a 
quota.

Três. A contrapartida deverá ser paga numa 
única prestação, no prazo de noventa dias 
constados da data da aprovação do mapa de 
balanço referido no número a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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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sétimo

Um. 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é 
confiada aos sócios.

Dois. Para contrair empréstimos junto 
de instituições bancárias ou para a aqui-
sição e alienação de bens imóveis ou bens 
móveis sujeitos a registo, é necessária a 
assinatura conjunta de ambos os adminis-
tradores; para os restantes actos, a Socie-
dade obriga-se pela assinatura de qualquer 
administrador.

Três. É expressamente proibido aos 
sócios oferecer as suas partes sociais em 
garantia ou caução de qualquer obrigação 
estranha ao objecto social, e à gerência 
obrigar a Sociedade em quaisquer actos ou 
contratos estranhos ao mesmo objecto.

Artigo oitavo

Um.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ordinaria-
mente uma vez por ano e, também, sempre 
que for convocada por qualquer sócio.

Dois. As convocatórias para as assem-
bleias gerais são efectuadas com a antece-
dência mínima de quinze dias.

Três. A preterição do prazo ou do forma-
lismo previstos no número anterior poderá 
ser suprida pela aposição da assinatura de 
todos os sócios no aviso de convocação.

Artigo nono

A duração da Sociedade é por tempo in-
determinado, contando-se o seu início des-
de a data do respectivo acto constitutivo.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Paula Li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2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Hao 
Ieong de Macau

Certifici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os Con-
terrâneos de Hao Ieong de Macau foram 

alterados no artigo primeiro do capítulo 
primeir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18 de Janeiro de 2018, passando o mes-
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Hao 
Ieong de Macau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及性質：“澳門厚陽

同鄉會”，葡文“Associação dos Conter-
râneos de Hao Ieong de Macau”，葡文名
稱簡稱為“A.C.H.I.M.”，以下簡稱為“本
會”，是一個非牟利的私法團體。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8 de 
Janeiro de 2018. — O Notário, António 
Ba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6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Moradores do Patane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de Mútuo 
Auxílio dos Moradores do Patane, foi tota-
lidade alterad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23 de Janeiro de 2018,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
xo: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關，大會主席團

由會員之間選出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

及秘書若干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出，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

干名、常務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及秘

書若干名、以及理事若干名組成；另可設

有候補理事若干名；由理事長及全體常務

理事成員組成常務理事會，在理事會閉會

期間負責處理日常會務，理事會及常務理

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均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

第十三條——如有理事中途出缺，由

候補理事依次遞補之。

第十四條——常務理事會分別設秘書

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

文康體委員會（曲藝組）、財務委員會、頤

康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各委員會部長及

秘書處均由常務理事選出擔任，理事會視

工作需要得聘文書為有薪人員。如有實際

需要，亦可增設其他委員會。

第十六條——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出，負責監督行政機關運作，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及監事若干

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

第十八條——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

理事會決議可選聘社會賢達擔任本會之

創會長、永遠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會務顧問及顧問，其任期與本

會理事會成員任期相同，並由會長發出聘

書。

第十九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壹

次，由理事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或有五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

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若會長因

事缺席時，則由會長授權任一副會長或理

事長主持。

二）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提前八日透過簽收，

或登報通知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容應

指出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第一次召集會議，過半數會員出

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延半小時召

開，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會議內

之決議視為有效及得以出席會員之絕對

多數票通過。

第二十條——理事會會議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應每月召開一次，

均由理事長召集。如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

或有半數以上該機關的成員聯署要求時，

得召開該機關的臨時會議，每次會議均

需半數以上該機關的成員出席方可通過

決議。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解釋權屬本會理事會。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Janeiro de 2018. — O Notário, António 
Ba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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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BANK N.A.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O Gerente de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ohn Choi Vishal Khandel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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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理 會計主管

 蕭雅琴 柳惠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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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OMERCIAL PORTUGUÊS, S.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O Técnico de Contas, O Director-Geral,
 Chan Fong Mei José João Pãosi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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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e Dezembro de 2017

Pataca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ecilia 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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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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iang Kuiwei Jiang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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