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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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韻昇平曲藝軒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65/2006 。

社團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會名：本會會名為“樂韻
昇平曲藝軒”，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Música Chinesa Ngok Wan Seng
Peng”。

第二條——會址：位於澳門庇山耶街
10-10A 建昌大廈 3 樓 A 。

第三條——宗旨：加強音樂、曲藝及
粵劇愛好者之間的聯繫，推動粵劇及曲藝
發展，促進交流，豐富澳門市民文化生活
服務社會為目的，是非牟利團體。

第四條——入會資格：凡持有有效身
份證之人士，願意遵守本會章程者，均可
申請入會。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最高決議和權力機關，理事
會，監事會，均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
員大會，由理事長召開，每年一次，特殊
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召開，出席人數須為
總人數的絕對多數，會議方為合法。

2. 修改章程，應有四分三出席之會員
贊同通過，方能有效。

3. 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長，副監
事長，由理、監事會互選產生。

第六條——理事會：

1.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三人，總人數以單數組成，三年
一任，連選得連任。

2.理事會職權，由理事長負責領導理
事會，執行會務及規劃一切活動工作，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倘理事長缺席
時，副理事長暫代職務。

第七條——監事會：

1.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及監事若干人，總人數以單數組成，
三年一任，連選得連任。

2.監事會職權，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決策，審核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三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八條——會員權利：

1.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
選權。

2.可享受會的一切活動及福利。

第九條——會員義務：

1.均須遵守會章事項，不得影響本會
聲譽和利益，如有違規，經理事會通過，
便開除會籍。

2.退會時，須在十日前通知理事會。

3.經費來自會員的會費和熱心人士贊
助。

第四章

其它事項

第十條—— 1.本會為推廣會務，獲理
事會通過，得聘請社會賢達，文化藝術精
深的各界人士學者為本會名譽顧問。

第五章

會名印章規範

第十一條—— 1.印章模式如下：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雲松軒畫室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1 號 66/2006 。

雲松軒畫室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雲松軒畫室”。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國畫研習，以畫會友，促進藝術交流。

3.本會地址：澳門下環街鹽里 23 號原
富花園 5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國畫研習，具相當資歷，
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
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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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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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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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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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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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監事二人，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社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書畫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田兆祥 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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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資本工業品牌發展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 1 號 67/2006 。

世界資本工業品牌發展協會

World Capital Industrial Br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協會中文名稱：“世界
資本工業品牌發展協會”，英文名稱為

“World Capita l  Industr ia l  Br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協會設於澳門新口岸北
京街 183H 海冠中心地下 1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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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加
強澳門與世界、澳門與內地的經濟交流與
發展，為促進澳門經濟繁榮作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協會採取自願加入的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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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一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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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選舉監事會及大會領導部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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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都必須十天前以書面及掛號方式郵寄通
知各會員，並列明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一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二人及理事四人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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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及
監事二人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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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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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附圖為本協會會徽。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田兆祥Henrique Porfírio de
 Campos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1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1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南華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南華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南華雪屐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運順新 C
座 20 樓 AH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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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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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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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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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風順曲藝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8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風順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風順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南街運順新
 C 座 11 樓 AI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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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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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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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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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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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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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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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3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燕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存檔
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海燕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海燕雪屐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 本會地址：仔卓家村路74號桃園
第 2 座 4 樓 C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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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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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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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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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豪情曲藝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豪情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豪情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海邊街 117-
121 號利昌大廈 30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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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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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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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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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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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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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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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中文簡稱為“青研”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esquisa
Sobre Juventud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Youth Research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YR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39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名稱為“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中文簡稱為“青研”（以下簡稱本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esquisa Sobre
Juventud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Youth Research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YRA”。

第二條——宗旨

本會是一非政治性、非牟利的民間組
織。本會宗旨以凝聚學者和青年人共同開
展各種科學研究，並提供數據予有關機構
進行決策和開展相關工作之用，以促進本
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96號亨利
大廈 CV-R/C（A）。經理事會決議後，得
隨時更改會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章程的任何人士，經
理事會核准後，均可成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凡認同本會章程的任何學術團體
或機構，經理事會核准後，均可成為本會
的團體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入會申請和會籍註
銷

接受入會申請、註銷會員會籍，均屬
本會理事會的權力。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會員有下列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研究及活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按時繳納會費；

3.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員
義務者，理事會得根據內部規章對其進行
相關的紀律處分，情況嚴重者，理事會得
註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

本會組織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參與組成，負責制訂和修
改本會章程，選舉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
以及其他法律所賦與的一切權力。會員大
會每年召開至少一次，由理事會召集。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團，負責主持會
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推選產生，任
期三年，得連選連任，設主席一人，及可
設副主席若干人。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管
理法人，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由
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數。設
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長
由理事會成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得連
選連任。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理事會得邀請有關人士擔任本會
的顧問或特邀研究員，以推動本會會務的
發展，及協助本會的各項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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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得設立獨立的下屬委員會
或機構，在理事會監督下臨時或長期性開
展工作。

第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以履行會員大會的
各項決議、查核理事會的賬目，以及審閱
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並
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數。
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人；監事長由監
事會成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得連選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本會資產所衍生
的收益、推行會務所得收入、團體或個人
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以及其他合法收
入。

第十二條——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對本章程未完善之事
宜加以補充及具體化，但不能與本章程有
抵觸。內部規章內容包括訂定產生下屬委
員會或機構的具體辦法、行政和財務的管
理及運作細則、會員紀律等等，有關條文
由理事會制定及通過。

第十三條——章程之解釋權

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閉幕期間，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華曲藝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華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華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沙嘉都喇街27號威
嘉閣 5 樓 C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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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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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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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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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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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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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樂天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樂天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樂天雪屐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大馬路南方
花園第十二座一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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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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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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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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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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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城市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城市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城市雪屐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348
號東華新 14 座 15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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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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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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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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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2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凌燕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凌燕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凌燕雪屐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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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海邊街183號
祐威大廈 10 樓 J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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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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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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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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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5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濠利曲藝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濠利曲藝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濠利曲藝會。

2. 本會從事曲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鏡湖馬路惠緻苑二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歷，
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願意
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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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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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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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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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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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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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藝青劇社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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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藝青劇社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藝青劇社。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發展
及推動澳門戲劇藝術活動，參加各類型戲
劇活動，促進本地區與外地之戲劇文化藝
術交流與合作。

3. 本會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望廈
新村 11 座 4 樓 J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心參加和支
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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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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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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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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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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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戲劇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9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蘭芸劇社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9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蘭芸劇社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蘭芸劇社。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發展
及推動澳門戲劇藝術活動，參加各類型戲
劇活動，促進本地區與外地之戲劇文化藝
術交流與合作。

3.本會地址：澳門勞動節大馬路222號
裕華大廈第 7 座 11 樓 C 室。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心參加和支
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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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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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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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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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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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戲劇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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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廚藝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中華廚藝協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中華廚藝協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研究
和弘揚中華各民族廚藝文化，加強本澳與
內地各民族廚藝文化交流，豐富澳門的飲
食文化，促進本澳飲食業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田畔街23-25田畔新
村 4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研究中菜廚藝文化者，
具有相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
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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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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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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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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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廚藝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5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山板芙金中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中山板
芙金中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是一個不牟利的
民間社團組織，本著團結會員，交流心
聲，以提高會員對家鄉建設的關懷，服務

社會，促進會員康樂、文化、體育、福利
等為宗旨。共同努力為澳門特區和家鄉建
設作出點微不足道的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台山牧
場街八十二號地舖。

第二章

組織機構

第四條——本會的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領導架構（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任期兩年，
可連選連任。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及理、監事成
員，制定本會活動方針，修改通過本會章
程，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和年度財政
報告書，檢討及決定本會重大事項。會員
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而主席團之任期
為兩年。

第六條——理事會共有七名成員，由
一名理事長，若干名副理事長及理事組
成。根據會員大會所制定方針，領導、管
理和主持會務活動。

第七條——監事會共有三名成員，由
一名監事長，兩名副監事長組成。監督本
會行政管理機構運作，查核本會財務，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八條——本會會長或副會長定期召
開每六個月一次理事會、監事會、秘書及
財務會議商討本會工作。

第三章

會員

第九條——凡中山板芙的鄉親認同本
會宗旨都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會員權益及福利：

（1）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2）對本會有建議及批評之權利；

（3）享有本會所有權益及福利。

第十一條——會員義務：

（1）遵守會章及決議；

（2）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活動並繳交會
費。

第十二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兩
年，經追收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凡是本會會員每年繳交
會費澳門幣五拾元，作為會內活動經費開
支。



3196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4期 –––– 2006年 4月 6日

第十四條——本會認為有必要時，進
行會內募捐及籌款，亦可接受社會熱心人
仕不帶條件的各項捐款。

第十五條——本會的經費財務等收
支，每六個月作書面向會長及監事會報
告，每年一次在會址內公報帳目，接受會
員監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金紫荊戲劇曲藝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Teatro e Ópera
Chinesa de «Bauhinia Doiradas»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2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1. 本會定名：金紫荊戲劇曲藝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Teatro e Ópera
Chinesa de «Bauhinia Doiradas» de
Macau”。

會址：雅廉訪大馬路33B - 37B達豐大
廈 16 樓 C 。

2. 性質：本會為非牟利組織。

3. 宗旨：發展推廣傳統粵劇曲藝，提
高藝術水平，凡對粵劇曲藝有興趣人士，
經理事會通過，便可成為基本會員

4. 會員之權利和義務：願意遵守本會
規章，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享
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

第二章

組織

5.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本會最高權力為會員大會，負責制定
及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監事會，架構內之成員。

6 . 會員大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二
人。

7. 理事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一人，聯絡二人，財務一人，秘
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理事會之職權：執行大會通過的決
議，規劃本會各項活動，確保本會事務管
理和呈交工作報告，制定本會會章草案及
召集全體大會。

8. 監事會：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監事會之職權：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決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監察活動及
編寫年度報告。

9.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架構
內各成員任期三年，可選連任，職務為義
務性質擔任。

第三章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非常大會
可由大會會長隨時召開，或由不少於半數
之會員申請召開。

11.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年召開不
少於一次。

12. 會員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項決策需經半數以
上會員同意，方可通過。

第四章

經費

13. 本會一切開支由各會員分擔，或私
人捐贈及公共機關贊助，有關一切款項及
物品，只可用於本會活動及工作所需。

第五章

附則

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修
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金蓮花戲劇曲藝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Teatro e Ópera
Chinesa de «Lótus Doirados»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1. 本會定名：金蓮花戲劇曲藝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Teatro e Ópera
Chinesa de «Lótus Doirados» de Macau”。

會址：雅廉訪大馬路 33B-37B 達豐大
廈 17 樓 C 。

2. 性質：本會為非牟利組織。

3. 宗旨：發展推廣傳統粵劇曲藝，提
高藝術水平，凡對粵劇曲藝有興趣人士，
經理事會通過，便可成為基本會員。

4. 會員之權利和義務：願意遵守本會
規章，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享
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

第二章

組織

5.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本會最高權力為會員大會，負責制定
及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監事會，架構內之成員。

6 . 會員大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二
人。

7. 理事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一人，聯絡二人，財務一人，秘
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理事會之職權：執行大會通過的決
議，規劃本會各項活動，確保本會事務管
理和呈交工作報告，制定本會會章草案及
召集全體大會。

8. 監事會：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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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之職權：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決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監察活動及
編寫年度報告。

9.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架構
內各成員任期三年，可選連任，職務為義
務性質擔任。

第三章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非常大會
可由大會會長隨時召開，或由不少於半數
之會員申請召開。

11.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年召開不
少於一次。

12. 會員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項決策需經半數以
上會員同意，方可通過。

第四章

經費

13. 本會一切開支由各會員分擔，或私
人捐贈及公共機關贊助，有關一切款項及
物品，只可用於本會活動及工作所需。

第五章

附則

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修
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全人發展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o Desenvol-
vimento Integral do Homen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存檔

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為“澳門全人發
展協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para o De-
senvolvimento Integral do Homen de
Macau”，英文名為“Whole Person Deve-
lopment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會址：本會臨時會址設於
白馬行仁安里6-8號振強大廈一樓B座，在
有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
事處。

第三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之永
久性組織。宗旨是推動個人全面發展，開
拓個人全能，擴闊自我空間，以及將全人
發展教育訊息的重要性推廣至普及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對全人發展工作有興趣
及贊同本會章程者，均可履行入會申請手
續，並經理事會審核批准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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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或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出之一切活
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過
半數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繳交之
任何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
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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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秘書一人。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構，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
人，理事會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
關，負責監督本會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

工作活動、審核本會財務賬目之狀況，以
及對理事會之年度報告提供意見。

第十三條——監事會成員由三人或以
上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監事若干人。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理事會、監
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二
年，連選可連任。

第十五條——本會可聘請顧問或其他
專業人士協助會務發展，以及可禮聘對本
會有貢獻的人士為本會之名譽會長、榮譽
會長及名譽顧問。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則
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
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
大會均可開會。

第十七條——理事會會議、監事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九條——理事會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條——本會經濟源於會員會
費、各界人士的資助和捐贈，以及其他合
法的收益。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會的發起人為“創
會人”，即機構契約人。

第二十二條——本會章程若有未善之
處，得由理事會提出修改，經理事會通過
後，交會員大會修改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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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韻粵劇曲藝研習社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
內，編號為37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第二條第二項—— 組織架構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社
長一人，副社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
年。每年召開大會一次，總結過去工作，
制定來年業務。

第二條第三項—— 設理事會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為單
數），任期三年，負責管理業務及會務，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第二條第四項——設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任期三年，負責督促理事
會各項工作。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Hok San

拼音名稱為“Ou Mun Hok San Tong
Heong Lun I Vui”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
內，編號為38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如
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鶴山同鄉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
râneos de Hok San de Macau 。

第二條——本會是澳門鶴山籍或溯源
鶴山籍之各界人士組成，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註冊備案。

第三條——本會以愛國、愛澳、愛
鄉、團結鄉親、守望相助，謀求會員福祉
為宗旨，是非牟利之民間社團組織。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羅約翰
神父街17號2樓F座，是本會自置之物業。
此物業業權之變動由應屆理監事會三分之
二多數決定，再由會長、理事長、監事長
負責執行。

第五條——凡澳門鶴山籍成年居民及
其眷屬，承認本會章程，願意執行本會決
議，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申請入會者須經一名會員
介紹，並填寫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同意發給會員證，方為本會正式會
員。

第七條——凡會員能一次過繳納會費
500 元者，可成為本會永遠會員，並發給
永遠會員證。

第八條——會員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有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及享受本會一切福
利之權利。有對本會批評、建議、諮詢之
權利。

第九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履
行本會決議，按時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會員不遵守本會章程和不
執行本會決議，或在社會上被裁定有違法
行為者，經本會理事會討論通過，可取消
其會員資格，其以前所交任何費用概不退
還。

第十一條——凡滿一年不繳納會費，
經多次催促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辦理

（特殊情況則另行處理）。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會員大會有權修改本會章程，議
定本會重大會務，選舉本會會長、副會長
或理事會、監事會組成人員，罷免不稱職
的或嚴重違法的領導成員。會員大會所議
一切會務，必須得過半數會員通過方可有
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會員大會每
年召開一次。

第十三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領導本會會務。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閉幕後，理事
會是本會最高執行權力機構。理事會設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常務理事及
理事若干人，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下

設：秘書、財務、福利、聯絡、交際、康
樂、文教及青年部八個部門，由理事分工
負責處理日常會務。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

（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理事會成員每屆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本會設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成員人數必須
為單數，負責監督本會一切會務。監事會
每月與理事會聯合召開一次會議。正副監
事長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主要是會
費之繳納、理監事成員之贊助和社會各界
友好人士之大力支持。全部帳目每年要公
布一次，接受會員監督。

第十七條——本會之財政法人代表為
應屆會長、理事長、財務部長三人中之兩
人簽署，並蓋上本會會章方為有效。

第十八條——有關會員福利由理事會
另訂細則公佈實施。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於本
會理事會。

第二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得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長虹雪屐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5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長虹雪屐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長虹雪屐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為會員
組織雪屐運動、參加本澳與外地的雪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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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交流和比賽，促進本澳雪屐體育運動的
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馬交石廣華
新村第四座 9 樓 G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雪屐運動，熱心參加和
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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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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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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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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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雪屐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8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妙然劇社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 2006/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 4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妙然劇社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妙然劇社。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發展
及推動澳門戲劇藝術活動，參加各類型戲
劇活動，促進本地區與外地之戲劇文化藝
術交流與合作。

3.本會地址：澳門花王堂街永福圍 1
號明達大廈 1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心參加和支
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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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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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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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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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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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戲劇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1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鷹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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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6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海鷹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中文為“澳門海鷹體
育會”，葡文名稱為“Clube Desportivo
Sea Eagle de Macau”，（下稱本會）。

第二條——會址設於仔黑橋街平民
新村第九座五樓 A 。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致力促進及推廣本澳
之水上和陸上各項體育運動。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凡本澳之合法居民，乃有
興趣推廣體育活動之人士，經理事會之批
核，均可接納為會員。

第六條——權利：

1）有選舉及被選權；

2）參與會員大會、討論、建議及投
票任何事宜；

3）享受會員應有的福利。

第七條——義務：

1）遵守會章及決議；

2）繳納會費。

第八條——若會員有違反會章和從事
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經理事會議決得開
除其會籍。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經費以會員繳付的會
費和任何形式的捐助所組成。

第五章

領導機關及任期

第十條——本會的領導機關為：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第十一條——各機關之成員由會員大
會投票選出，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
席及秘書各一名。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平常會議，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集及主持工
作。在會議前八天，以郵寄掛號通知會
員，通告內須列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第十五條——特別會員大會可於任何
時候由會員大會主席、理事會或三分之二
會員要求依法召開。

第十六條——賦予會員大會：

1）修改章程；

2）通過年度財政帳目及工作報告；

3）選舉及解散領導機關；

4）議決其他就法律或章程所定不屬
其他機關責任的事宜。

理事會

第十七條——理事會由 7 位成員組
成：設主席，副主席，秘書，司庫和三個
委員。

第十八條——理事會每月召開常規會
議一次，若主席認為有需要時，可召開特
別會議。

第十九條——賦予理事會：

1）負責執行本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
務；

2）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會務報告書
及財政帳目表；

  3）履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義務或職
能。

監事會

第二十條——監事會設主席一名和兩
名委員。

第二十一條——賦予監事會：

1）監督理事會之會務運作和查核本
會帳目；

2）對理事會之年度工作及財務報告
提出意見書；

3）遵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義務或職
能。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常規會議，並應主席的召集舉行特別
會議。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戲劇社

Associação de Arte Dramátic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1/2006/ASS 檔案組第
67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戲劇社章程（修改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戲劇
社」，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Arte
Dramática de Macau 。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士德
馬路 5 號 A 信佳閣五樓 E 。如經幹事會同
意可更改。

第三條——本會屬非牟利戲劇團體，
以「推廣戲劇，服務社會」為宗旨。

第二章

社員

第四條——凡承認並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者，透過兩位社員介紹，經幹事會批准
並辦妥入會手續後，便正式成為社員。

第五條——社員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及享有本會設立之各項福利。

第六條——社員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但新社員需在成為社員兩年後，始能
擔任幹事或監事之職務。

第七條——社員須承認及遵守會章，
執行社員大會及幹事會之決議，維護本會
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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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兩年以上不繳交社費之社
員，作自動退出本會。凡違反會章，損害
本會聲譽及利益之社員，經幹事會決議，
可按情況輕重，予以勸告、警告或革除會
籍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之組織架構為幹事會
及監事會。

第十條——幹事會成員人數為單數，
在九人至十七人之間。

第十一條——幹事會成員由社員大會
選舉產生，再經幹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社
長一人，副社長不多於二人，以及處理各
項事務幹事若干人。

第十二條——社長對外代表本會，對
內領導及協調劇社各項工作；副社長及幹
事負責協助社長工作。如社長缺席，其職
務由幹事會所選出之其中一位副社長暫代
執行。

第十三條——幹事會負責執行社員大
會決議；審核新社員入會資格；規劃各項
活動，制定及執行年度工作計劃，並於每
年社員大會上提交工作及財務報告。

第十四條——幹事會每一或二個月舉
行例會一次。特別會議得由社長臨時召
集。出席人數過半才合法，幹事會決策
時，須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通過方為有
效。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社員大會選舉
產生，設監事長一人、監事二人，產生辦
法一如幹事會。

第十六條——監事會負責監督幹事會
一切行政決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並
於社員大會上提交報告。

第十七條——幹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任
期兩年，連選得連任。社長及監事長最多
可連任兩屆。

第十八條——社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社長或副社長召開。如幹事會過半
成員聯名要求，亦可召開特別社員大會。

第十九條——社員大會主席、副主席
及秘書等職位，由幹事會內之社長、副社
長及秘書當然擔任，任期與幹事會同。

第二十條——劇社各機關成員之解
任、資產負債表之通過、章程之修改、劇
社之消滅，以及劇社針對幹事會成員在執
行職務時所作出之事實而向該等成員提起
訴訟時所需之許可，必屬社員大會之權
限。

第二十一條——社員大會之決議為最
終之決議。

第二十二條——社員大會須在舉行前
十天以掛號信通知全體社員。出席人數超
過社員總人數一半才合法。若規定之開會
時間仍未足法定人數，社員大會可延遲三
十分鐘舉行，屆時不論人數多少，只須有
過半數之幹事會成員出席，社員大會所作
之一切決議，均屬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經費來自社費、
政府資助、各社會機構贊助、捐助及演出
門票收入。

第五章

遺漏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未有訂定之突
發性重大事項，可由社員大會討論處理，
或由幹事會暫時處理，再交由來屆社員大
會追認。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條文之解釋權
屬社員大會。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74,00)

因上次刊登內容不完整，故重新刊登：

Por ter saído incompleta de novo se publica: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

精英教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葡文名
為 ELITE — Sociedade de Desenvol-
vimento Educacional, S.A.，英文名為
ELIT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法人住所在澳門友誼大馬路918
號世界貿易中心大廈12 樓A及B座，於二
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依法設立：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基 金 會 ， 葡 文 名 為
Fundação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 ，英文名為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中文簡稱為“澳科大基金
會”，葡文簡稱為“F U N D A Ç Ã O
M U S T ” ， 英 文 簡 稱 為 “ M U S T

FOUNDATION”，是不牟利性質的私法
人，住所澳門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
學。

基金會的設立，是為了承受澳門科技
大學（葡文名為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英文名為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以下簡稱“大學”）的所有權，並為發展學
術、人文、文化及技術之培訓，如教學、
研究、為社會提供服務等。

基金會以現金 MOP$10,000,000.00（澳
門幣一千萬元）啟動。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私人公證員 費文安

Fundação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

A Elite — Sociedade de Desenvolvimen-
to Educacional, S.A., em inglês «Elite Edu-
c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e em chinês

“精英教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com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a Amizade, n.º 918,
World Trade Centre, 12.º andar, «A» e «B»,
instituiu, em 7 de Novembro de 2003, nos
termos da lei, a:

«Fundação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 em chinês“澳門科
技大學基金會”, e em inglês «Macau Uni-
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
dation», abreviadamente «FUNDAÇÃO
MUST», em chinês“澳科大基金會”, e em
inglês «MUST FOUNDATION», a qual será
uma pessoa colectiva de direito privado, sem
fins lucrativos, e terá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Wai Long, s/n,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 Taipa.

Que, a Fundação é criada para assumir a
titularidade da 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 em chinês“澳門科技
大學”e em inglê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ravante desig-
nada apenas por Universidade, e desenvol-
ver acções na área de formação científica,
humana, cultural e técnica, vocacionad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tecnológico,
tais como o ensino, a investigação e a pres-
tação de serviços à comunidade.

Que, a fundação é instituída, com fun-
do inicial próprio, em numerário, de
MOP$ 10 000 000,00 (dez milhões de pata-
cas).

Está conforme com o original.

Cartório Privado, aos trinta e um de Mar-
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Diaman-
tino de Oliveira Fer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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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4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浪淘游泳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浪淘游泳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游泳及其他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
游泳比賽，增強會員身體質素，提高本澳
游泳項目的國際水平。

3. 本會地址：澳門台山牧場街澳門大
廈 B 座 5 樓 T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游泳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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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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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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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4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飛翔游泳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飛翔游泳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游泳及其他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的
游泳比賽，增強會員身體質素，提高本澳
游泳項目的國際水平。

3. 本會地址：澳門青洲新馬路 190 號
瑞祥村 2 樓 K 室。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游泳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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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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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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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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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4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民間故事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民間故事學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從事民間故事
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
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本會地址：澳門媽閣巷水平里 25 號
嘉安閣 2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民間故事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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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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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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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4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兒童遊藝民俗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兒童遊藝民俗學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從事兒童遊藝
民俗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學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台山菜園涌邊街澳
門大廈 C 座 6 樓 E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民間故事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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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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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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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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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5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飲食民俗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飲食民俗學會。

2. 本會從事飲食民俗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 本會地址：澳門永安街麗花園第
一座 17 樓 D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飲食民俗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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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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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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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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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sob o n.º 5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民間美術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民間美術學會。

2. 本會從事民間美術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17號
南方大廈第一座 11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民間美術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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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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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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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5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長安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長安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 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 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白鴿巢麗豪花園6-8
號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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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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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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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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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5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天樂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天樂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俾利喇街騰龍閣 20
樓 W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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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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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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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5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天佑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天佑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蘇亞街基祥大廈 1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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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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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遵守會章及決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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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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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5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天馬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天馬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粵發大廈 1 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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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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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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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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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º 6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華新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華新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啤利喇街37號榮華
大廈 2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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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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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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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6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世豪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世豪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217
號 H 座福菜樓 3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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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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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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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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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5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宇宙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宇宙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賈伯樂提督街27號
德園大廈 5 樓 E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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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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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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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6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
bricada.

澳門型格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型格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三層樓上街4-6號威
龍花園 2 樓 E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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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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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321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4期 –––– 2006年 4月 6日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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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5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富強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富強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涌河新街金海山花
園第 10 座 17 樓 G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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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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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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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達城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達城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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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亞豐素街 14 號李維
士大廈第一期 11 樓 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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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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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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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5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浚利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浚利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東方斜巷 8 號群康
大廈 4 樓 G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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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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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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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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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雪城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雪城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文第士街 30 號益新
大廈 5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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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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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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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5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雅達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雅達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關閘馬路 60 號豐南
大廈 17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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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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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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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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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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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希達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希達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70 號
幸運閣 13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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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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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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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6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華迪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華迪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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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澳門三巴仔街12號行運
大廈 5 樓 B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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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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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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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永明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永明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河邊新街豐順新村
第 2 座 2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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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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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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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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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梭羅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梭羅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橋樂新街14號載福
大廈第 2 座 3 樓 S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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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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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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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6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建行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建行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惠愛街53-59號愛華
大廈 3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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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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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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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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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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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6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星馳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星馳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柯利維喇街昌盛大
廈 36A 一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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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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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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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7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成就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成就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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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澳門炮兵馬路15號永年
大廈三樓 A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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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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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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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7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創建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創建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東北大馬路 243 號
海濱花園第 5 座 9 樓 E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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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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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 ，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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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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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丹瑞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丹瑞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渡船街121-127號雅
佳大廈 5 樓 F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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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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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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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騰龍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騰龍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關閘馬路麗花園
第 1 期 11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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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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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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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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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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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基達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基達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馬場看台街信託花
園銀成閣 21 樓 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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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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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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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4,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
sociação denominada “ 澳門洪湖體育會 ”,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洪湖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洪湖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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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澳門勞動節街36號裕華
大廈 12 座 5 樓 F 室。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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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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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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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3,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澳門立新書畫藝術協會”,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立新書畫藝術協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立新書畫藝術協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是從事書
畫藝術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學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24-26 號富華閣 7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書畫藝術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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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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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
但法律規定特定多人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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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2,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
ção denominada “澳門雅思劇社”,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雅思劇社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雅思劇社。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發展
及推動澳門戲劇藝術活動，參加各類型戲
劇活動，促進本地區與外地之戲劇文化藝
術交流與合作。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海濱花園第
12 座 7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心參加和支
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
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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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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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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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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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戲劇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
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1,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
sociação denominada “ 澳門偉業體育會”,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偉業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偉業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大三巴日頭里 3 號
興利大廈 2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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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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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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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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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10,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 « 澳門沿岸大滿貫
釣魚體育會 »,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沿岸大滿貫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稱為：（中文名稱）澳門沿岸大滿
貫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 Macau Grand Slam Sport
Fishing Club Inshore；

（葡文名稱）C l u b e  d e  P e s c a
Desportiva «Grand Slam» Jiuto a Costa de
Macau；

（英文簡稱）MGSSFCI；

（葡文簡稱）CPDGSUC 。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配合
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關單項在澳門之
發展及有系統推廣，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
動有關該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護及運
動安全等之恆久發展。

3. 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嘉美花園地
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釣魚體育活動，願意遵
守會章者，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本會
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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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織架構

  6.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兩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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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出建
議。

8.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9. 監事會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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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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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6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7,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
ciação denominada « 澳門振海羽毛球會 »,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振海羽毛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振海羽毛球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參加羽毛球活動，參加本澳及外地
的羽毛球比賽，促進本澳與外地羽毛球活
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新橋蘇亞街17號禾
豐大廈 4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羽毛球或其它體育、舞
蹈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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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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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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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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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
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1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8,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
sociação denominada «澳門日本廚藝文化協
會 »,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日本廚藝文化協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日本廚藝文化協
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研究和
推廣日式廚藝文化，加強本澳與外地廚藝
文化交流，促進飲食業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龍嵩街新維里 2 號
永業大廈 2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研究日式廚藝文化，具
有相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該項
活動，願意遵守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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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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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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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
監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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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廚藝交流研
討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
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9,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澳門離岸大滿貫釣魚體育會”,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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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離岸大滿貫釣魚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稱為：（中文名稱）澳門離岸大滿貫
釣魚體育會。

（英文名稱）Macau Grand Slam Sport
Fishing Club Offshore 。

（葡文名稱）Clube de Pesca Despor-
tiva“Grand Slam”Alem Costa de
Macau 。

（英文簡稱）MGSSFCO

（葡文簡稱）CPDGSAC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配合
國際釣魚聯盟（IGFA）有關單項在澳門之
發展及有系統推廣，充實澳門釣魚體育運
動有關該單項之技術提升、環境保護及運
動安全等之恆久發展。

3.會址：澳門鵝眉街8號B嘉美花園地
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4.凡本澳愛好釣魚體育活動，願意遵
守會章者，經理事會批准通過，方為本會
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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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織架構

6.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
兩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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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出建
議。

8.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財政一人，人數必為單數，由理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9.監事會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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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必為單數，由監事會
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四）會議

10.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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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2.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3.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
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5,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
ção denominada“澳門景華體育會”, nos
ter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景華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景華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 本會地址：澳門仔亞威羅亞街
1804A 金利達花園第四座 22 樓 K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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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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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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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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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6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stitutivo de 30 de Março de
2006,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n.º 1/06, sob o n.º 6,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
ção denominada“澳門麗影曲藝會”, nos ter-
mos dos Estatutos anexos:

澳門麗影曲藝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麗影曲藝會。

2.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是從事曲
藝娛樂活動，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藝術交
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的發展。

3. 本會地址：澳門啤利喇街37號榮華
大廈 2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 凡本澳愛好曲藝活動，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者，
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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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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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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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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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會決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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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安瑪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A Notá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0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9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舞台美術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舞台美術學會。

2. 本會從事舞台美術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東
華新第一座 3 縷 F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舞台美術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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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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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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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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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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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0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節日民俗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節日民俗學會。

2. 本會從事節日民俗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 本會地址：澳門賈伯樂提督街11號
友輝大廈 2 樓 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節日民俗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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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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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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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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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時空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時空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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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新橋大纜巷 69 號福
寧大廈 4 樓 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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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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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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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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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安信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安信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祐漢第二街 33 號牡
丹樓 2 樓 219 室。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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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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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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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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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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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旭日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旭日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炮兵馬路 15 號永年
大廈 3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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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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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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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長城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長城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飛能便度街 19 號嘉
安花園 4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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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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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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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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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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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振興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振興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海邊街183號
祐威大廈 6 樓 J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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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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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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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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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永輝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永輝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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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台山新城市花園第9
座萬勝閣 20 樓 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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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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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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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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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嘉明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嘉明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馬場大馬路267號百
利新第 3 座 14 樓 V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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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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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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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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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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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祥和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祥和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台山建富新村第 5
座樂富閣 15 樓 AG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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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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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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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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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翔鷹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翔鷹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涼水街鞋里 9 號泉
意樓 2 樓 H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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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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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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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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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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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海星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海星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新勝街 1 號蓮花大
廈 2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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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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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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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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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1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霹靂體育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霹靂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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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提督馬路 168 號慕
拉士大廈 18 樓 F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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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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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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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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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0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豐澤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豐澤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東望洋新街 223 號
泉同樓第二期 3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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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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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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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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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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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0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興盛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興盛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柯利維喇街78號三
樓。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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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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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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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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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俊盈乒乓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俊盈乒乓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乒乓球活動，促進本澳乒乓球體育
活動的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青洲河邊馬路瑞祥
新 3 樓 O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乒乓球活動及支持參與
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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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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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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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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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美新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美新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嘉應花園第4
座 17 樓 AF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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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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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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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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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安海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安海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南街威翠花
園 B 座 15 樓 R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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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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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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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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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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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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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宗親民俗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宗親民俗學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從事
宗親民俗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文化
交流，促進本澳文化活動。

3.本會地址：澳門關閘廣場新寶花園6
樓 P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宗親民俗文化研究，具
相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
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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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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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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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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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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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利榮達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利榮達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仔孫逸仙博士大
馬路 668 號泉鴻花園碧苑 14 樓 L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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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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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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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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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5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成功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成功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提督馬路 89A 聯豐
樓 3 樓 H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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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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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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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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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醉龍文化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醉龍文化學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從事醉龍文化
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
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本會地址：澳門東方斜巷 5 號信賢
大廈 5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醉龍文化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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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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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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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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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8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曙光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曙光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北巷 12 號美
居廣場第 1 期第 4 座 5 樓 J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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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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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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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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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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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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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1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盛世文化藝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中文：澳門盛世文化藝術
協會。

英文：Association of Prosperity Cul-
ture and Arts of Macau 。

葡文：Associação para a Prosperi-
dade das Culturas e Arts de Macau 。

第二條——地址：

1. 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二
樓 AC 座。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門
任何地方。

第三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
為：

1. 弘揚中華文化，加深市民認識源遠
流長的中華文化，增加民族之間的凝聚
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服務社群為宗
旨。

2. 通過互訪及合作的活動，加強本澳
與鄰近地區文化社團之聯繫交流合作，共
同推廣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熱愛文學、書畫、音
樂、棋藝、陶瓷、曲藝、舞蹈、戲劇、攝
影等本澳市民，贊同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入
會，經本會理事會核對資格通過方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得享有下列權力：

1. 選舉與被選舉權。

2. 批評及建議之權。

3. 享受本會所辦之文教、福利、康樂
等之權利。

第六條——會員有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維護本會名
譽及合法權益。

2. 積極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3. 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
本會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重，
分別予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三章

本會之組織架構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其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工作計劃。

4. 審查及批准理事會、監事會工作報
告。

5.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人、副會
長 若 干 、 秘 書 一 人 組 成 （ 單 數成 員 組
成），  任期三年，連選則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最少七人單數
成員組成，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秘書長一人、財政一人、理事若干人
組成理事會，處理日常會務。

其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審查及批准常務理事會的決議。

4. 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至少三人單數
成員組成，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監事一人。其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審查本會賬目，核對本會財產。

3.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編制年度報告呈
交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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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理事會、監事會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本會按實際需要由理事
會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舉行，如理事會認為必
要時或有五分一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
特別大會。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應
由不少於二分一有選舉權之會員組成，但
到會時，出席者少於法定人數，大會須延
遲半小時，屆時出席人數，可成為法定人
數，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第五章

財政（經費來源）

第十六條—— 1. 會員入會費及每年年
費。

2. 會員及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其他收
益。

3. 接受政府資助。

第六章

附件

本會之會章若有任何疑問發生，而沒
有適當之資料可參考時，則以理事會之決
定為最高準則。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11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富達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富達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 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 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和樂巷嘉應
花園第四座 17 樓 A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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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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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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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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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1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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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豪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建豪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台山菜園涌邊街澳
門大廈 6 樓 E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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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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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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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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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0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相樂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相樂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涌河街裕華大廈第
二座七樓 H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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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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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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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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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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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8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典當業民俗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典當業民俗學會。

2. 本會從事典當業民俗研究，加強本
澳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
活動。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保利達第四
座 29 樓 AD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典當業民俗研究，具相
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
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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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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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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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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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do sob
o n.º 81/2006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
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cada.

澳門工業民俗學會

章程

（一）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工業民俗學會。

2. 本會從事工業民俗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 本會地址：澳門大興街昌成大廈 3
樓。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工業民俗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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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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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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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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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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3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7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綠川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綠川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安仿西街125號美華
閣 1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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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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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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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祥業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祥業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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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木橋街興利大廈 46
號三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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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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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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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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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良威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良威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筷子基聯薪廣場第3
座聯盛閣 9 樓 Q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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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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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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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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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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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6/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志堅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志堅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歐神父街171號八達
新瑞祥樓 15 樓 P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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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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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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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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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10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飛捷乒乓球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飛捷乒乓球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乒乓球活動，促進本澳乒乓球體育
活動的發展。

3.本會地址：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15 號
天福大廈 2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乒乓球活動及支持參與
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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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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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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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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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9/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衣飾民俗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衣飾民俗學會。

2.本會從事衣飾民俗研究，加強本澳
與外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
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東
華新第一座 3 樓 F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衣飾民俗研究，具相當
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
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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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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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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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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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4/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望新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望新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嘉野度將軍街興發
大廈 1 樓 C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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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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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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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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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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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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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88/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萬偉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萬偉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東北大街金
海山第 5 座 11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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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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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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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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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6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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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sob o n.º 90/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合利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合利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永樂街 27 號樂安樓
7 樓 I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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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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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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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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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2/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紅潮文娛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紅潮文娛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台山巴坡沙大馬路
70-72 號南慧閣第 4 座 5 樓 B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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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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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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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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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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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7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3/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藍星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藍星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華茂大廈 2
樓 J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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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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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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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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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5/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濠威星體育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濠威星體育會。

2.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及健美舞蹈藝術活動。參加
各項體育運動和健美舞蹈藝術運動和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
進本澳與外地體育及舞蹈藝術活動的發
展。

3.本會地址：澳門仔廣東大馬路南
貴花園第一座 21 樓 A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及舞蹈藝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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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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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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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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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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或舞蹈藝
術活動。

（五）  經費

14.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a este certi-
ficado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is.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
da, neste Cartório, do documento particu-
lar da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rquiva-
do sob o n.º 97/2006 no maço de documen-
tos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Notariado.

Três.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ocupa uma
folha, que te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á, por mim, numerada e rubri-
cada.

澳門民俗學會

章程

（一） 宗旨

1.本會定名為澳門民俗學會。

2.本會從事民俗研究，加強本澳與外
地相關學術交流，促進本澳的文化活動。

3.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永添新村第
一期 10 樓 Q 座。

（二）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凡本澳愛好民俗研究，具相當資
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參加和支持該項活
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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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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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三人、秘書一人，任期
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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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三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
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
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有
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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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學術交流研討
活動。

（五）  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飛文基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3,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601.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6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