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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書畫會聯合總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2 號 106/2005 。

澳門書畫會聯合總會章程

（一）宗旨：

1 . 本會定名為“澳門書畫會聯合總
會”。

2. 本會地址：澳門上海街 175 號，中
華總商會大廈 14 樓 G-K 座 。

3. 本會從事書畫研究，加強本澳與外
地書畫家的藝術交流，促進書畫藝術的發
展。

（二） 會員：

1. 凡本澳書畫家願意遵守會章者，均
可以團體或個人的身份申請入會，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2. 權利：一、選舉與被選舉權；二、
批評及建議；三、參加本會活動；

3. 義務：一、遵守會章及決議；二、
繳納會費；

4. 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有破壞
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  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其
職權是：一、制定或修改會章；二、選舉
理監事；三、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2 .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
干，任期三年；

3. 理事會執行大會決議，規劃本會活
動，執行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告；

4. 理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和理事
若干，總數為單數，任期三年；

5.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和顧問，可設立特種委員會；

6.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稽核
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7. 監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設稽核和秘書，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召
集，會議若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
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但會
員須超過半數，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

2. 理監事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由主
席召集，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 定期舉辦會員書畫藝術交流和雅
集。

（五）  經費：

1. 會員每年交會費 50 元；

2. 永遠會員一次過交 300 元；

3. 向社會有關部門及社會人士尋求贊
助。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7,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2 號 105/2005 。

澳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文學藝術界聯合
會”。

2. 本會地址：澳門上海街 175 號，中
華總商會大廈 14 樓 G-K 座。

3. 團結文藝界，愛國愛澳，促進對外
文化交流，發展和繁榮本澳民間文藝事
業。

（二）  會員：

1. 凡本澳文藝家願意遵守會章者，均
可以團體或個人的身份申請入會，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2. 權利：一、選舉與被選舉權；二、
批評及建議；三、參加本會活動；

3. 義務：一、遵守會章及決議；二、
繳納會費；

4. 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有破壞
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  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其
職權是：一、制定或修改會章；二、選舉
理監事；三、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2.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
干，任期三年；

3. 理事會執行大會決議，規劃本會活
動，執行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告；

4. 理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和理事
若干，總數為單數，任期三年；

5.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和顧問，可設立特種委員會；

6.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稽核
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7. 監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設稽核和秘書，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召
集，會議若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
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但會
員須超過半數，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

2. 理監事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由主
席召集，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定期舉辦會員文學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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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

1. 會員每年交會費 50 元；

2. 永遠會員一次過交 300 元；

3. 向社會有關部門及社會人士尋求贊
助。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9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96,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油雕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 2 號 107/2005 。

澳門油雕會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油雕會”。

2.本會地址：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
總商會大廈 14 樓 G-K 座。

3.本會從事油畫雕塑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油畫雕塑家的藝術交流，促進油畫
雕塑藝術的發展。

（二）  會員：

1 . 凡本澳油畫雕塑家願意遵守會章
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
本會會員；

2.權利： 一、選舉與被選舉權；二、
批評及建議；三、參加本會活動；

 3.義務：一、遵守會章及決議；二、
繳納會費；

 4.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對本會有破壞
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  組織機構：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其
職權是：一、制定或修改會章；二、選舉
理監事；三、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2 .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
干，任期三年；

3.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執行大會決
議，規劃本會活動，執行會務管理及按時
提交工作報告；

4.理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和理事
若干，總數為單數，任期三年；

5.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和顧問；

6.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稽核
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7.監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設稽核和秘書，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召
集，會議若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
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但會
員須超過半數，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

2.理監事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由主
席召集，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定期舉辦會員油畫雕塑藝術交流。

（五）  經費：

1.會員每年交會費 50 元；

2.永遠會員一次過交 300 元；

3.向社會有關部門及社會人士尋求贊
助。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李玉蓮 Isabel Dillon Lei do
Rosar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4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4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地產業商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Sector of Maca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
內，編號為90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澳門地產業總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地產業總
商會；葡文名：Associação Geral do
Sector Imobiliário de Macau；英文名：
Macau Gener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成立於澳
門，曾經用名：澳門地產交易商會，澳門
地產商會，澳門地產業商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基本法，
支持一國兩制，關注社會經濟事務。通過
組織和開展各種活動——發揮行業優勢，
增進交流與合作，促進同業之團結互助，
維護本會會員之正當權益。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口
岸宋玉生廣場 238-286 號建興龍廣場 15 樓
H 、 I 、 J 、 K 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從事房地產建築業投
資、發展、代理之同業，願意遵守本會會
章者，均可申請加入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別有：附屬團
體會員、團體會員、商號會員及個人會員
四種。

（1）  附屬團體會員：澳門地產業總商
會（附屬）慈善基金會、澳門地產業總商
會（附屬）澳門物業代理商會。

（2）  團體會員 ：澳門地產專業協會、
澳門地產建設商會。

（3） 商號會員：凡領有澳門政府發出
之不動產買賣及地產建築業投資、發展、
代理之營業稅牌之商號或公司，經一會員
介紹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商號會員（但不可
與經已入會之商號會員公司名稱有同名同
音），經理事會批准後由本會發給商號會
員證方得成為會員。每商號會員可委派指
定一人為代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
該商號或公司具函申請更換代表人，並經
本會理事會通過方為生效。

（4）  個人會員：凡從事不動產買賣和
地產建築業投資、發展、代理之個人，由
一會員介紹兩名副會長提名，經理事會通
過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

（5）本會會員不能參加本澳同類性質
商會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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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1）新會員入會必須超過六個月後才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對會務有批評及建議之權。

（3）享有本會舉辦之福利及各項會務
活動之權。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1）遵守會章及決議。

（2）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同業間之
團結互助。

（3）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八條——會員凡欠交會費超過十二
個月，其間經催收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
論。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
會之行為者，得由理、監事會視其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如屬自動退會或開除會籍者，其所交之基
金及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
而主席團則由主席、副主席、秘書各一名
組成，主席團成員候選人之產生由常務理
事會提名，並經每次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一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會員大會之議程及修改章程議案
須由常務理事會、常務監事會聯席會議草
擬制定及通過。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及
通過會章、制定會務方針、檢討及決定本
會之重大事宜。選舉產生會長、副會長、
理事會成員及監事會成員等。

第十二條——理事會、監事會為會員
大會休會後之最高權力執行機構。理事會
負責管理會務，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監
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監督財務。
本會管理架構由理事會：正 / 副會長、正 /
副理事長、理事及監事會：正 / 副監事
長、監事等組成之。

第十三條——在本會換屆選舉前六個
月，理事會、監事會必須負責制定及通過
選舉法則和成立選舉相關委員會。

第十四條—— 理事會、監事會之候選
人產生，必須由常務理事會及常務監事會
組成之提名委員會通過推選提名，再將候
選人名單提交經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
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卸任
後，則為本會永遠會長。

第十五條—— 參選會長之候選人必須
為本會永遠會長、現任會長或副會長之人

士。參選副會長必須為現任副會長或曾經
擔任本會副會長或現屆聘任之榮譽會長及
現任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長之人士。
參選人士須向理事會提交辭去本會現任職
位之書面辭職書，並經理事會通過接受，
方可參選。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直接選舉產生
會長一人，副會長八至十人（包括常務副
會長一人），常務副會長由會長組互選產
生。會長對外代表本會並參加理事會及協
調本會工作，常務副會長和副會長協助會
長工作，會長缺席時由常務副會長代行會
長職務，如會長因離職或辭職則由常務副
會長遞補之，常務副會長如因離職或辭職
由會長組互選產生遞補之。副會長空缺之
候選人則由理、監事在正 / 副理、監事長
中提名，並在理、監事聯席會議上互選產
生遞補之。理、監事長空缺之候選人則由
理、監事在副理、監事長及各部部長中提
名，並在理、監事聯席會議上互選產生遞
補之；副理、監事長空缺之候選人則由
理、監事在各部正 / 副部長、監事中提
名，並在理、監事聯席會議上互選產生遞
補之，依次類推。

第十七條——理事會之理事成員，互
選產生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八至十人，
以及秘書、財務、會員拓展、協調、公
關、聯絡、經濟、資訊、福利、康樂、總
務等部門，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 1-3
人。理事會全體成員總人數由 39-55 人組
成（理事會成員人數之上下限及總人數須
為單數）。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持，
副理事長協助之，理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
長依次代其職務。

第十八條——監事會之監事成員，互
選產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3-7 人及監
事3-9人，監事會總人數由7-17人組成（監
事會人數之上下限及總人數須為單數）。
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核查全部
收支項目，監事長缺席時由副監事長依次
代其職務。

第十九條——常務理事會由正 / 副會
長、正 / 副理事長及各部部長組成之，常
務理事會召集人由會長或理事長任之。

常務監事會由正 / 副監事長組成之，
常務監事會召集人由監事長任之。

第二十條——理、監事會成員如連續
六個月缺席會議者，經書面通知而沒有合
理解釋者作自動請辭，其職位在理事與監
事聯席會議選舉產生遞補之。

第二十一條——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
務，由理事會成員提名，經理事會、監事
會聯席會議通過，敦聘社會上有資望之熱
心人士為本會名譽會長或名譽顧問等職
務。

第二十二條——對本會有特殊貢獻
者，由理事會成員提名，經理事會、監事
會聯席會議通過，可聘為永遠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或榮譽顧問，上述人士必須是本
會會員。

第二十三條——為促進和推動會務，
加強與本澳各界的交流和互動，本會由永
遠會長、現任會長、副會長等組成會長委
員會。由現任會長任召集人，主要負責組
織、協調和聯絡工作，必要時由現任會長
召集會長委員會會議，每次會議可以邀請
在本會擔任名譽、榮譽職務的社會賢達、
知名人士參加。並可由會長委員會因應會
務活動的需要，選出會長委員會主席，以
主持會務專項活動。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會員大會召開須由會
長會同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並
由會長召集之，開會日期必須提前十五天
以掛號信方式通知。可在會慶日舉行，在
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期舉行。會員大會
平常每年召開一次，但如若有過半數會員
聯名提交書面要求或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合共超過三分之二的理、監事成員聯名提
交書面要求召開會員大會，並經理事會、
監事會聯席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成員通
過，得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二十五條——會員大會舉行時，出
席人數必須有超過全體會員人數之一半參
加方得舉行。如遇不足此數則可依召開時
間順延半小時，如仍不足，則可作合法舉
行正常討論。如遇有表決問題，則須有出
席之四分之三人數通過方為有效。但法律
規定特定多數者除外。

第二十六條——理事會、監事會聯席
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每
次會議須有半數以上理事、監事成員參加
方得開會。如有特殊情況，理事長提出召
集，或經五名常務理事或以上者書面聯名
提出請求時，則可增開理事會會議。

第二十七條——常務理事會會議，由
會長或理事長召集之，每次會議須有半數
以上常務理事會成員參加方得開會。

第二十八條——常務監事會會議，由
監事長召集之，每次會議須有半數以上常
務監事會成員參加方得開會。

第二十九條——本會永遠會長、現屆
聘任榮譽會長出席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
議，有發言權及表決權。

第五章

經費

第三十條——會員入會須繳納入會基
金費澳門幣伍佰元正，會員每月月費澳門
幣伍拾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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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本會如有特別需要時
得由理事會、監事會聯合組織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本會會長自動當選為
本會（附屬）慈善基金會之名譽主席和本
會（附屬）澳門物業代理商會之會員大會
主席。

第三十三條——本會（附屬）團體會員
之章程修改權、解釋權屬於澳門地產業總
商會理、監事會。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經本會會員大
會通過後生效。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本會會員大會。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的任何條款之
解釋權屬於澳門地產業總商會常務理、監
事會。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日第二十四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即發
生效力。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3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樂生活」音樂推廣協會

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para
Promoção e Divulgação da Música da

“Música da Vida”

英文名稱為“Music Promotion
Association — Life Music”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5/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 9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樂生活」音樂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及性質：

本會中文名稱為「樂生活」音樂推廣
協會，葡文名稱為 A s s o c i a ç ã o  p a r a
Promoção e Divulgação da Música da

“Música da Vida”，英文名稱為 Music
Promotion Association — Life Music（以
下簡稱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的音樂團
體。

第二條——地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大興街快樂大
廈 20 號 B 。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門
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

1.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實踐及互動
交流形式，促進生活文化，豐富其精神生
活，激發藝術對生活的真正意義，並從音
樂中宣傳良好而正確的社會訊息、提高個
人文化和生活素質，並普及澳門流行音樂
文化，團結相關愛好者及維護其利益作為
宗旨。

2. 為達至上述目標，本會可與其他本
地或國際上的團體或機構合作舉辦有關流
行音樂及相關藝術的交流、表演、講座、
研討會、展覽以及印製及發行有關的書籍
和單張。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均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2 . 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3.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4.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5 .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
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2. 按期繳納會費；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的
發展。

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七條——本會管理機關有：會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負責制訂或修訂
本會章程及選舉理監事。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權機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一次，可連
任。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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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少提前八天以書面通
知，並在通知內註明開會日期、地點、時
間及議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 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2. 根據章程選舉會員大會領導成員、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及
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4. 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務
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負責執行及推動會務；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不少於一名、秘書一名及理
事若干名組成，以上各職位任期為兩年，
得連任。理事會總人數由會員大會決定，
但不得少於五人，且總人數須為單數。

第十三條—— 監事會為監察理事會各
項工作的機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及監事各若干名組成；以上各職位任期為
兩年，可連任。監事會總人數由會員大會
決定，但不得少於三人，且總人數須為單
數。

第四章

顧問

第十四條——本會得邀請知名人士或
有相關藝術成就之人士，經由理事會提
名，由會員大會以過半數票通過，擔任本
會顧問。

第五章

財政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贊助
和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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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章程之通過、遺漏及修改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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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會徽

第十七條——本會會徽如附圖所示。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cinco.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法學研究會

為公布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團
的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五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1/2005/ASS 檔案組第
2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法學研究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法學研究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性質：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

第三條——宗旨：

一、維護會員們的合法權益；

二、研究、整理、宣傳、出版有關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學法律資料或刊物；

三、協助促進、推動並關注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法制建設；

四、舉辦或參與各種法律推廣工作；

五、組織各種有利於法律普及的活
動，尤其是法律教育活動；

六、團結、聯繫本澳及各地團體，開
展有關法律專業知識的交流活動。

第四條——本會臨時會址設於澳門北
京街174號7樓D座，經理事會議決可遷往
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的法學士或具同等程度者，或
從事法律專業工作的本澳居民，均可由本
會邀請或經申請獲理事會批准後成為會
員。

第六條——會員可享有以下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
議；

2） 選舉與被選舉權；

3） 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的一切活
動。

第七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1） 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2） 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作；

3） 每年繳納會費；

4） 若當選為本會機構成員，須履行
任內之職責。

第八條——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六
個月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若違反本會會章或對
本會聲譽有損者，將由理監事會按情節輕
重予以申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本會領導機構為：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本會領導機構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舉或民主協商產生，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本會創會會員為本會領
導機構當然成員。

第十三條——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為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有
權：

1） 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
程；

2） 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3） 審議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
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
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能
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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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書必須在開
會之前最少十五天以掛號信方式通知全體
會員，亦可透過由會員簽收之方式代替。
召開會議通知書要列明會議日期、地點、
時間及議程。

七、會員大會平常會議每年三月召開
一次，特別會議由理事會、監事會或三分
之二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八、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
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後
半小時舉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有
效會議。

第十四條——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人，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 執行正、副會長，監事長的共同
決定；

3） 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4） 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之
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平常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理事
長或理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四、理事會得下設若干工作組，成員
由理事互選兼任。

第十五條 ——一、本會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和監事若干人，總人數
必須為單數。其權限為：

1） 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2） 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 就其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

4） 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二、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由監事長負責召開；特別會議由監事長或
監事會超過三分之二成員要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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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經理事會提名，會長認
為符合條件，本會得聘請社會知名人士為
名譽顧問、名譽會長或顧問，以指導本會
工作。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之收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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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本
章程之解釋權屬理監事會。

第十九條——本章程所遺漏事項概根
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處理。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 2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4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早期成功兒童教育協會

Macau Education for Early Success
Association

為公布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團
的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五年社團及
財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1/2005/ASS 檔案組
第 20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早期成功兒童教育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早期成功兒童教育
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u Education
for Early Success Association”。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福安街74號鉅富花
園第二座五樓 C 室。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致力於推動及研
究早期兒童教育，為家庭及兒童提供足夠
的教育支援，務求在兒童成長的關鍵期奠
下良好的基礎，讓兒童在未來成就卓越。

第四條

會員

資格：凡對兒童早期教育有熱忱之人
士均可申請參加本會。

入會：須填寫申請表，繳交會費，經
常務理事會通過批准後可成為會員，會員
分為永久會員和會員。

義務：會員須遵守會章及本會決議；
按時繳交會費；維護本會聲譽。

權利：對會務有建議及批評權；有選
舉和被選舉權；享有本會舉辦活動的優先
權和優惠及福利。

退會：會員如退會或因故中止為會
員，其在本會所任職務及權利須終止，曾
繳費用概不發還。

終止會籍：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
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者得
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該會
員會籍。

第五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制訂
及修改會章、選舉和任免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訂定會費；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
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在特殊情況下
及指明事由，經五分之一以上的會員要求
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並由監事會或理事
會主持；會員大會須在二分之一以上會員
出席方為有效，如遇流會，於半小時後重
新召開，無論多少會員出席均為有效。

第六條

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理事會
成員總數永遠為單數，設理事長、副理事
長、秘書等，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理
事會有權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的
所有決議、管理會務及發表工作報告；理
事會通常每月召開一次，由理事長或副理
事長召集，提前三天通知召開。

第七條

監事會

本會監事會負責監督及審核理事會工
作。監事會成員總數永遠為單數。設監事
長、副監事長、秘書等，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第八條

經費

本會經費由會員所繳交會費負擔，可
以接受撥款或贊助，並可籌募或接受捐
獻。

第九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訂定各級領導架構
的產生辦法，規範轄下各部份組織，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
理事會制定。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0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房地產投資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Investimento
Imobiliária de Macau

為公布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團
的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五年社團及
財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1/2005/ASS 檔案組
第 2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房地產投資商會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Investimento
Imobiliária de Macau

章程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 本會訂立的中文名稱為
“澳門房地產投資商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Investimento

Imobiliária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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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會為不牟利社團，無存
立期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
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78B及96號
利佳大廈三樓 B 座。

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愛國、愛
澳，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合作和聯繫，提
高地產業發展水平、加強與本地和鄰近地
區政府相關部門及同業友好之聯繫及交
流，開拓市場，尋找新的投資發展空間，
從而推動房地產投資穩步發展。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凡在澳門以商號或個體從
事房地產投資發展之人士，願意遵守本會
會章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本會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討論及表決
會務；

二、協助及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
動；

三、介紹新會員入會；

四、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履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決議；

二、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聲
譽；

三、按期交納會費。

第七條—— 凡申請加入澳門房地產投
資商會之申請人，經理事會通過批准後發
出會員證方可成為會員。

第八條—— 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書
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項。

第九條——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損害
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
輕重分別予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之處
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組織機關

第十條—— 本會的內部組織由以下機
關組成：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及

三、監事會。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的
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享有全權之正式會
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有主席一名、副主席
二名及秘書長一名。

三、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均首先由競
選人遞交本會候選人參選表，再由常務理
事會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並經由會員大
會選舉投票選出。

四、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會議工
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席時
依次序代行執行主席職務；秘書負責協助
有關工作及撰寫會議紀錄。

五、會員大會主席和副主席在該屆會
員大會閉會期間，自動成為該會的會長和
副會長。

六、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七、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審
議工作報告及財務賬目。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
及秘書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常年會議每年
召開一次，以審議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
工作報告及賬目，並聽取監事會相關之意
見，以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關的成
員。特別會員大會則由理事會或監事會提
議時、或在不少於五分之一全體會員聯署
提出書面申請時召開。

第十四條——  一、會員大會由理事會
召集。

二、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建
議開會的日期前八天，以掛號信郵寄各會
員住址或透過簽收方式遞交各會員，召集
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會
議議程。

三、除本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的情況
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絕對多
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節

第十五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理事會成員
必須首先由競選人遞交本會候選人參選
表，再由大會主席聯同一名副主席推選提
名候選人名單，並經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
產生，由若干人組成，但人數必須為單

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四名
及理事若干名。

第十六條—— 理事會任期三年，任滿
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 理事會的職權主要負責
日常會務各項工作。由理事長負責領導理
事會日常之會務。

第十八條——  一、理事會會員會議每
月定期舉行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得由會長
召集之。

二、理事會議須在多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進行議決。

三、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召
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會議的日期
前七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會議議程。

四、會議議決之事項須獲得與會者的
過半數贊成票方可通過，如表決時贊成與
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決定性
的一票。

第四節

常務理事會

第十九條——  一、常務理事會成員必
須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二、常務理事會協助會長、理事長執
行理事會決議及會務日常各項工作。

三、常務理事會每月不少於一次召開
常務理事會議，必要時常務理事會議可與
理事會議聯席舉行。

第五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督機
關，由競選人遞交本會候選人參選表，再
經會員大會協商或選舉產生，成員人數若
干人，其數目必須為單數，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二名，監事若干名。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任期三年，任
滿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之權限為：

一、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二、查核法人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三條—— 一、監事會平常會議
每年或每屆召開一次，由監事長主持。特
別會議得由監事會或監事會超過半數成員
要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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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會議須在多數成員出席時，
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須得與
會者多數贊成票方能通過。

第二十四條—— 文件的簽署：有關簽
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必須由本會之會員
大會主席及理事長；或由本會之會員大會
主席及秘書長一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的
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和
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式出讓或轉
讓本會的任何資產、價值和權利。

四、委任本會受權人。

五、有關簽署以本會名義開設銀行帳
戶、提取及調動。

第二十五條—— 本會並設立秘書處、
財務部、公關部、會員拓展部、福利部和
康樂部，各設部長一名，副部長若干名，
全向理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日常具體會
務，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理事會訂定，
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六條—— 本會的經費來源：

一、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及

二、會員及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第二十七條——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
帳簿，並須將財務帳簿每年一次上呈會員
大會查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會之解散權屬會員
大會之權力範圍，有關之大會除須按照本
章程的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下要
件：

一、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得到不少於四
分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為有效；
及

二、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員
須通過會方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作由
應屆的理事會負責。清盤後之盈餘須捐贈
予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同之機構。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各條款之解釋
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7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遠洋漁業發展暨船東協會

Associ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Pesca no Oceano e de Proprietários de

Barcos de Macau

為公布之效力，茲證明上述名稱之社
團已藉一份經認證之《章程修改文件》修
改了該會章程的第二條，而該《章程修改
文件》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起存放
於本公證事務所《第 6 號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組》第一頁至第二背頁，以下為
經修訂後之條文內容：

第二條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並無存立期限，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會址設於
澳門比厘喇馬忌士街 29 號金利大廈第 4 座
1 樓 B 座。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羅道新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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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  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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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總裁

O Contabilista, O Presidente,

王健民 鄭文禮

Jimmy Wong Kin Man Manly Cheng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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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度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04

澳門幣
Patacas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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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零四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4

澳門幣
Patacas

二零零四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2004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業務總保費收入攀升至澳門幣2.1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48% ，而專業顧問人數更高達 350 人。

本公司強勁的業務增長著實與三大重點發展策略有關：一、創新進取的多元化產品發展策略；二、巨額投資人才培訓，重點提升
顧問隊伍的生產力及服務質素；三、採用系統化管理模式。本公司乃全澳首間主力推廣萬用壽險的公司，現時所提供的年金產品選擇
更為全澳之冠，而全線產品更多達80項之多。此外，本公司更採用外國式的系統化管理及晉升制度，摒棄傳統『人治』的管理模式，
以公平、公正及高透明度的管理及晉升系統，確保顧問隊伍極高的穩定性。至於培訓方面，本公司於港澳區提供予專業顧問的培訓時
數高達50,000小時，即每人全年平均接受27小時之培訓。展望2005年，本公司將繼續推陳出新，緊貼市場需要開發更多嶄新產品，
更會於風險管理業務以外，全面拓展財富管理服務；當中包括推出一系列配套式增值服務，以及投資巨額以培訓逾百名財務策劃顧
問。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乃是「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的亞洲旗艦公司，總部設於香港，致力提供風險及財富管理服務及一系列
既靈活及具創意的產品，包括各類人壽保險、投資壽險、年金計劃、教育基金計劃、健康及醫療保險、意外保險、傷病入息保障、團
體人壽及醫療保險等。

除澳門分公司外，集團另於上海設有代表辦事處，亞洲區業務更包括日本「美國萬通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台灣合資公司「三商
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為「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萬通）」及旗下各附屬公司的統稱，乃是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現時
管理的資產逾 3,250 億美元1 ，客戶人數高達 1,100 萬。美國萬通成立於 1851 年，現獲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最高財務評級2 ，包括標
準普爾「AAA」評級、 A.M.Best「A++」評級及惠譽國際「AAA」評級。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財富雜誌》「全
美 5 大壽險公司」之一 3 。

鄭文禮
總裁

註：

1 資料乃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2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C. 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及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日後或會調整，資料截至 2005 年 8 月 1 日。

3「全美 5 大壽險公司」乃按 2005 年 7 月 25 日出版之《FORTUNE 財富雜誌》「互惠壽險公司」及「上市股份壽險公司」的 2004
年度收入排名榜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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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a MassMutual para o ano de 2004

A MassMutual Asia Ltd — Sucursal de Macau, no ano de 2004 aumentou o total dos prémios de seguro de vida pessoal e de grupo
atingindo MOP 210 milhões, com um aumento de 48% em comparação com o ano de 2003.  A nossa equipa profissional de consultores de
seguros tem mais de 350 pessoas.

O significativo desenvolvimento nos negócios foi principalmente resultado das três principais estratégias: 1.a Estratégia na introdução de
diversos produtos. 2.a Alto investimento na instrução do pessoal a fim de promover a produtividade e a qualidade dos agentes. 3.a O uso da
administração sistemática. A nossa Sucursal é a primeira companhia de seguros que promove universalmente o seguro de vida em Macau.
Nós providenciamos um total de 80 produtos.  Além disso, a nossa Sucursal adoptou o sistema de administração e o sistema de promoção
estrangeira, abandonando o sistema de administração tradicional humana a fim de assegurar a estabilidade dos nossos agentes.  A nossa
Sucursal providenciou mais de 50,000 horas de treino aos agentes de Hong Kong e Macau, as quais representam uma média de 27 horas por
pessoa anualmente.  No ano 2005, a Sucursal continuará a lançar novos produtos de acordo com as necessidades do mercado. Para além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de riscos vamos expandir n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financeiros, incluindo o lançamento de uma série de
serviços e investimento no treino de mais de cem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a sede da Ásia Pacífico da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estabelecida em Hong Kong,
promoveu o desenvolvimento de uma série de serviços e de investimento incluindo seguros de vida, seguros de investimentos-linked,
anuidades, fundos de educação, saúde e benefícios médicos, benefícios por acidentes, retribuição por incapacidade e seguros de grupo
saúde.

Além da Sucursal em Macau, o Grupo também tem escritórios de representação em Shanghai. As actividades comerciais outras regiões
da Ásia Pacífico, inclui a «Mass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no Japão e uma joint venture com uma companhia de Taiwan — «MassMutual
Mercuries Life Insurance Co. Ltd.» e «Fuh-Hwa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Co. Ltd.».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tual») e suas subsidiárias são colectivamente conhecidas com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Actualmente gera activos acima de 325 biliões1 de dólares americanos e clientes acima de 11 milhões. Constituída em
1851, a MassMutual é presentemente classificada pelos Big Three International Rating2 com a mais alta classificação financeira, que inclui
«AAA» de «Standard & Poor’s», «A++» de «A.M.Best» e «AAA» de Fitch».  Ademais, MassMutual foi premiado pela revista financeira
de nível internacional «Fortune», como «one of the FIVE Largest U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3.

Presidente,
Manly Cheng.

Nota:

1 Os dados são actualizado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4.

2 Todas as classificações financeiras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suas subsidiárias, 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s dados são actualizados até 1 de Agosto de 2005 e poderão haver ajustamentos no futuro.

3 «Five Largest US Life Insurance Company», foi calculado pela consolidação de proveitos de 2004 classificados pela «Insurance: Life
and Health (Mutual)» e «Insurance: Life and Health (Stock)» publicado pela revista financeira — «Fortune» em 25 de Julho de 2005.

核數師報告概要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澳門分公司管理層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及《澳門核數準則》審核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澳門分公司截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就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製的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分公司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Para a gerência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manadas do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e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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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4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8 de Junho de 2005.

Em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resumidas estão de acord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trás referidas das quais elas resultaram.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 dos resultados das operações da Sucursal, durante o exercício, as contas resumi-
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correspondente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o ano.

KPMG

Macau, aos 28 de Junho de 2005.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7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79.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7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