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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全中動力保齡球會

英文名稱為“Strike Force Bowling Club”

英文簡稱為“SFBC”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檔案組內，
編號為15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全中動力保齡球會會章

名稱、會址、宗旨及期限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文名為

“全中動力保齡球會”，英文名為“Strike 
Force Bowl ing Club”，英文簡稱為
“S F B C”。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龍頭左
巷，宏富大廈十五號五樓C座。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

旨為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保齡球運動，

致力提高本地保齡球運動員技術之水平。

參與社會各項公益活動。

第三條——本會無存立期限。

會員、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凡愛好保齡球

運動者及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由本會邀請

或經申請獲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本會會

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建議
及在大會中表決；

2）選舉及被選舉擔任本會各項職位；

3）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之任何活動。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如下：

1）遵守本會章程及理事會之決議，
接受及切實履行被委派之職責；

2）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活動；

3）未經理事會同意，不得以本會名
譽參加任何組織的活動及有損本會聲譽

的行為；

4）會員無故欠交會費超過六個月，
違者作自動退會論。

本會領導架構

第七條——本會之領導架構：

1）會員大會；

2）理事會；

3）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的組纖，召集及

決議：

1）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
主持，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

及秘書一人。

2）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執行委員
會主席召集，大會決議以出席會議並享

有全部會員權利之會員絕大多數同意取

決，但法律規定需要更多票數之情況則

除外。

3）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由
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集。

4）由理事會召集或由最少五人提出
要求，行舉行會員特別會議。

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財政二人及

若干名理事組成，總人數必為單數。

第十條——理事會有以下權力：

1）由理事長代表本會；

2）負責本會會務，並執行會員大會
之決議；

3）批准入會申請；對違例會員進行
處分。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一人及監事一人。

監事會負責監察理事之工作，查核

本會賬冊，並對本會每年賬目報告作出

評估。

任期

第十二條——本會各領導機層之組織

任期為三年，可連任一次或多次。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3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青體育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檔案組內，
編號為15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青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澳青體育
會。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

海邊馬路388號東華新村第一座4樓B。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

旨是培養青少年對體育運動之興趣、積

極提倡和參予各類運動比賽。

第二章

會員加入、權利、義務、退出、除名

第四章——加入：凡對體育運動熱

愛者、需填寫本會申請入會表格、及後

經理事會審核及批准、方可成為會員。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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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權利：有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並能參予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與

享用會內之設施。

第六條——義務：遵守本會規則、

積極參予本會主辦之活動。並按時繳納

會費。

第七條——退出：需於一個月前通

知理事會、退出後已繳納之會費概不發

還。

第八條——除名：凡破壞本會聲

譽、規章或無理欠繳納會費、而超越三

個月之會員、經會員大會審核、通過除

名後、方為有效、已繳納之會費概不發

還。

第三章

組織、任期、會議

第九條——本會設有下列機關：會

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會員大會主

席團成員、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皆由

會員於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方式投票

選出。任期為三年。任期屆滿需重選、

而連任次數不限。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其

職權為負責制定或修改章程及會徽、批

核理事會工作報告及活動。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行政機關。

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及財政各一

名、理事三名；其職權為策劃各類活

動、日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提

交工作報告。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監察機關。

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書各一名。其

職權為：（A）監察行政機關的運作。
（B）就其監督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一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於最少提前十天以書面形

式召集各會員出席。《召集書》上需列

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大會之決議需經出席會

員過半數表決贊成、方能通過；如有特

別事故、且有半數會員提出、經理事會

及監事會通過、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於舉行第一次會員大

會前、本會之管理工作、一概由創會會

員負責。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經費來源為會員每年

繳納之澳門幣50元之會費或熱心人士的
捐助。

第五章

章程遺漏及修改

第十六條——本章程如有遺漏或錯

誤、由會員大會修改。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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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海峽科技促進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Promoção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Estreit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Cross-Strait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aca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檔案組內，
編號為15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

門海峽科技促進協會，英文為：Cross-
Strait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acao，
葡文為：Associação para Promoção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Estreito de 
Macau。

第二條——地址：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和樂大馬路58宏基大廈十樓E座。（注
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任

何地方。）

第二章

宗旨與目標 

第三條——宗旨：本會旨在團結澳

門、臺灣、大陸科學技術專業人士，為 
本地區學術與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提供技

術性協助，促進社會發展，建立和加強

與其他國家及地區之科技組織的聯繫與

合作，交流和溝通科技資訊，推廣和普

及科學技術，共同提高科技水準及對周

邊地區的知識產權輸出。 

第四條——目標：

a）開展學術交流，普及科學知識，
推動科技教育及培訓工作，提高科技文

化素質，不斷跟進國際科技動向，提高

澳門的科技專業水準； 

b）促進科學技術與經濟的結合，發
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推動澳門經

濟的發展；

c）為澳門的科技人員施展專長創造
條件，並保障及爭取其合法權益；

d）發揮澳門的中西方橋樑的作用，
加強澳門與歐共體國家，葡語系地區及

世界各地之間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第三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普通會

員，資深會員，榮譽會員。 

第六條——會員資格：

a）普通會員，凡具有科學技術之
學士學位或以上之學位（或具備同等資

格），並具有十年工作經驗之持有澳門

居留權的人士，均可提出書面的申請，

經兩位會員介紹和理事會審核及三分之

二或以上理事通過，便可成為本會普通

會員；

b）資深會員，凡入會滿五年之普
通會員，可提出書面申請，並遞交本人

過去工作記錄，經理事會審核及三分之

二或以上理事通過，可成為本會資深會

員；

c）榮譽會員，凡對科學技術之理論
或實踐有特殊貢獻或對本會有重大貢獻

之傑出的人士，經十名會員提名，由理

事會審核通過後，可被邀請成為榮譽會

員。 

第七條——會員的權利：

a）所有會員可享用本會現有的一切
設備及福利； 

b）所有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及本
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c）普通會員、資深會員有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可成為本會會員大會執委，

理事會，監事會和本會各組織之成員； 

d）榮譽會員無選舉權，可被邀成為
本會所屬科技專業組織榮譽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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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所有有權選舉權的會員，均不可
以授權他人代表投票選舉。 

第八條——會員的義務： 

a）必須遵守澳門的現行有關法律及
本會章程、決議及各種守則，維護本會

聲譽； 

b）協助及支持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
動； 

c）除榮譽會員外，所有會員需繳納
理事會所訂立的入會費及年度會費； 

d）協助監事會審查本會各項工作。

第四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十條——上述組織之成員任期為

三年，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只可連任 
一屆，其餘成員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對有利於本會開展本

會工作的專家和知名人士，經理事會決

定，可被邀請出任本會名譽會長或顧

問。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 

第一款——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其決議在決定範圍內具有最高權 
力； 

第二款——會員大會分為：年度會

員大會，換屆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

會。

a）年度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一
次會議，其議程包括審議和通過理事會

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監事報告及其有

關工作報告；

b）換屆會員大會，每三年召開一
次，其議程除年度會員大會外，須選舉

產生會員大會執委，理事會，監事會各

成員，換屆會員大會可與年度會員大會

同時召開；

c）會員大會的召開應由會長召集和
主持，具體時間和地點及議程，必須最

少於十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會員；

d）特別會員大會應由會員大會會長
召集或應理事會監事會之要求，或不少

於五分之一有被選舉權會員之要求，由

會員大會會長召集。若會長在接到要求

三十天後，仍不能召集會員大會，會員

大會執行委員可代其召集主持該特別會

員大會；

e）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由不少於二
分之一有選舉權之會員組成，其決議應

由半數以上出席會議的票數通過（涉及

第十二條第二款，f），g）1），h），
i）除外）。若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時，
會員大會會長有權投決定性一票；

f）到開會時間，出席者少於法定人
數時，會員大會須順延一小時舉行，屆

時人數則不論，但其決議必須由三分之

二出席會員的票數通過（涉及第十二條

第二款，g），h）除外）；

g）1）有章程修改表決之會員大會
到開會時，出席會議者少於法定人數

時，除順延一小時外，若仍不足法定人

數，則需更改日期。有關修章的決議，

必須有出席會議的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2）若經過最少十天之通知後，再次
召開同樣目的之會員大會，如若仍未能

達到法定之人數時，會員大會須順延一

小時舉行，屆時人數則不論，有關修章

的決議，必須有出席會議的四分之三會

員通過。

h）解散本會及處理本會財產，必須
通過會員大會，決議須經四分之三全體

有選舉權的會員通過；

i）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理事長，
副理事長，監事長，副監事長等成員出

缺時，由年度會員大會，或為此而特別

召開的會員大會上補選出上述新成員。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執行委員

會：

第一款——執行委員會由會長一

名，副會長四名共五人組成，執委會負

責召開會員大會之工作；

第二款——執行委員會成員應由會

員大會從有選舉權的會員中選舉產生；

第三款——執行委員會執委會每年

開會一次，由會長主持。執委特別會議

由會長召集或應理事會、監事會之要

求，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有被選舉權的會

員之要求召開。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執委之職

責：

第一款——會長：

a）召開和主持會員大會；

b）指導及協助理事會、監事會管理
本會工作。

第二款——副會長：

a）協助會長處理執委會事務；

b）在會長缺席或因事暫缺時，代行
會長一職。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之主要職

責：

a）選舉產生會員大會執委，理事
會，監事會各成員；

b）審議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c）審議及通過監事會之工作報告；

d）審議及通過本會章程，及對有必
要修改之章程建議作出決議；

e）對理事會建議加入地區或國際上
相同性質之組織進行表決；

f）按理事會之建議，監事會之書面
意見對本會固定資產作出決議；

g）對涉及第二十條之規定作出決
議；

h）對本會之解散作出決議。

第十六條——理事會：

第一款——本會工作由理事會負

責，理事會由十五人組成，理事會的產

生方法如下：

a）在換屆會員大會上，從有被選舉
權之會員中選出十人；

b）餘下五人由新組成理事會之成員
推選有選舉權之會員擔任。

第二款——本會日常工作由常務理

事會負責，其成員由理事會成員中選舉

產生，組成如下：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三人，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常

務理事四人，共十人組成。

第三款——a）理事會議最少三個月
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

b）特別理事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
應不少於五名理事之書面要求而舉行；

c）常務理事會議須每月舉行一次會
議，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特別常務理

事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由不少於三名

常務理事之書面要求而舉行；

d）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之法定
人數應超過二分之一成員參加，其決議

需由半數以上票數通過，若贊成和反對

之票數相等時，理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之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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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理事會議到開會時間，出席者少
於法定人數時，須順延一小時後召開，

屆時仍不足法定人數時則須於三十天內

擇日召開。

第四款——理事長之主要職責：

a）代表本會（涉及第十六條第八款
除外）；

b）領導及管理本會會務；

c）召開及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
會議。

第五款——副理事長之主要職責：

a）協助理事長管理本會會務；

b）在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
時，代行理事長一職。

第六款——秘書長之主要職責：

a）領導秘書處，做好文件管理工
作；

b）會員入會登記等組織工作；

c）確保本會行政工作順利進行。

第七款——財務長之主要職責：

a）制定本會財務制度；

b）管理本會之財務；

c）在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之要求下
出示有關財務狀況之資產負債表；

d）在會員大會上提交年度財務報告。

第八款——理事會之主要職責，除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各項工作外，仍需

執行下列職責：

a）創造條件實現本會宗旨和目標及
拓展會務；

b）制定會員守則；

c）按需要修改本會章程，然後提交
會員大會通過；

d）在會員大會作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及活動計劃，以便通過；

e）當需要時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f）對監事會提交的有關違章之調查
報告作出決議；

g）對本會加入地區或國際上相同類
型組織作出決議，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h）對本會基金之使用作出決議；

i）對基金及捐贈的接受作出決議；

j）簽定本會管理所需之合約及各項
文件；

k）對外代表本會；

l）各部門工作之協調；

m）招聘及開除職員，制定其薪金，
報酬及工作職責。

第九款——理事會可授權常務理

事會處理上述第十六條第八款，b），
c），j），k），l），m）之有關工作。

第十七條——監事會負責對本會管

理工作之監督：

第一款——監事會成員由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兩人，監事四人共七人組成；

第二款——監事會成員應由會員大

會從有被選舉權之會員中選出；

第三款——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會

議，由監事長主持，特別會議可由監事

長或至少三名監事要求召開；

第四款——決議應由半數以上票數

通過，若贊成與反對票相等時，監事長

有權投決定性的一票；

第五款——監事會之主要職責：

a）忠實地按本會章程及澳門法律監
督會務工作；

b）對理事會之工作報告、財務報告
及其他事項提出書面意見；

c）如各成員一致通過，可要求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d）有權列席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
理事會，常務理事會會議，但其成員在

會議中無投票權；

e）有權檢查本會賬目和資金運作；

f）在會員大會中提交監事會工作報
告；

g）對違反本會章程之個人或事件深
入調查，分析，然後將報告提交理事會

議決。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費可由經常

性收入及非經常性收入所組成：

a）經常性收入，會員入會費，每年
會費，本會產業收入，儲蓄存款利息及

本會之一切服務收費；

b）非經常性收入，對本會的捐贈和
資助。

第十九條——本會之基金用途只能

作為拓展本會的業務及執行本會之宗旨

之用。

第六章

紀律仲裁

第二十條——本會會員如有違反本

會之章程和守則時，任何一位會員可向

監事會提出書面報告，由監事會向理事

會提出調查報告，交理事會通過，該違

章會員有可能被取消會員資格。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對有關二十

條之決定須由半數以上理事通過，有關

會員有權參加該次理事會，開會通知須

於十天前遞交有關會員，在會上，該會

員有權為自己辯護，但不能在投票時在

場，如因任何原因，該會員不能參加會

議為自己辯護，作棄權論，但他有權向

會員大會提出上訴。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未完善之

處，其修改草案由理事會負責，但必須

經過會員大會審議通過方為有效。會員

大會通過程式須符合第十二條第二款的

規定。

第二十三條——若對本章程有任何

疑問，以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為准，但

必須遵守澳門的有關法律。

第二十四條——本會籌委會成員，

在本會成立後，自動成為本會普通會

員。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3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荷花香曲藝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Flor de Lótus Aromatic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檔案組內，
編號為15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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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香曲藝會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荷花香

曲藝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Flor de Lótus Aromatico”。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黑沙環馬場

海邊馬路麗華新村第二座4K。

第三條——本會是不牟利組織以聯絡

本澳業餘喜愛粵曲唱家及愛好者，利用工

餘時間推廣上述喜愛藝術文化，娛己娛人

為宗旨。

第四條——所有本澳之喜愛上述愛好

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

力機構，設有會長壹名，副會長貳名，其

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推選理事會成員七人及監事會之
成員五人，及候補監事兩人；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

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倘會長缺

席時，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次，

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得由

理事會過半數成員聯名要求召開，但須提

早在十五天前發函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人

數須過會員半數，會議方為合法，會員大

會成員之任期為貳年。

第八條——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

事長壹名，副理事長貳名，秘書壹名，財

務壹名，總務壹名，理事壹名，任期為貳

年。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

第九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草案。

第十條——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一條——由監事會成員互選出監

事長壹人，常務監事四人及候補監事兩

人，任期為貳年。監事會由監事長領導。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得聘請

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及名譽顧問。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

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加本

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

權利。

第十五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

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並應於

每月初繳交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六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手

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能有

效。

第十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出之一切

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

過半數理事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

繳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還。凡本會會員

超過三個月或以上未交會費，則喪失會員

資格及一切會員權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源及

其他：

A）會員月費；

B）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十九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他各

項事務，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第二十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關懷愛滋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os Cuidados 
do SIDA em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AIDS Care Associa-
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檔案組內，
編號為15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關懷愛滋協會

Macao AIDS Care Association

Associação para os Cuidados do SIDA em 
Macau

第一章

名稱、性質、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本會屬非牟利性質的團
體，無存立限期，中文名稱為“澳門關懷

愛滋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os Cuidados do SIDA em Macau”，英文名
稱為“Macao AIDS Care Association”，
並依澳門現行法律及本章程運作管理。

第二條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罅些喇
提督大馬路151-161號樂意居19樓D座。

本會通訊設於澳門郵政信箱1 9 2 7
號。

第三條  ——本會宗旨：

a）提倡對愛滋病的關注，祛除歧
視，促進愛滋病患者的基本人權；

b）讓從事愛滋病預防教育、諮詢
及輔導人員及有志於此範疇工作人士，

可透過定期的聚會，交流資訊及分享經

驗，增加彼此支持、互助及合作的機

會。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凡任何認同本會宗旨及經
常參與本會活動和關注愛滋病患者的有

關人士，經申請由理事會審批後成為會

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a）對會內各職務單位有選舉和被選
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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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參與會員大會會議；

c）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d）參與本會一切活動；

e）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f）討論和發言的權利；

g）退會權利。

第六條  ——會員遇到下列情況，可構
成喪失會員資格：

a）要求退會，應以書面通知理事
會，表示放棄會員資格；

b）因作出任何嚴重違反本會章程的
規定，或作出任何有損本會的宗旨的行

為，而經理事會和監事會作出建議召開

會員大會而決定開除會籍；

c）一、凡無理欠交會費者，即喪失
會員應有權利；

二、凡無理欠繳會費達兩年或以上

則作自動退會。

第七條——會員義務：

a）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決議；

b）按年繳納會費；

c）努力達成本會宗旨，維護本會聲
譽和利益；

d）支持本會各項工作。

第三章

本會機關

第八條—— 一、會務機關：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

會選出，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一

次。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所有完全享有

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a）制定總方針和訂定本會活動；

b）審批修改本會章程；

c）審議年度結算、報告書和年度賬
目；

d）選舉和罷免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十一條——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
行一次平常會議；

二、基於以下原因可召開會員大會

特別會議：

a）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開；

b）理事會或監事會要求。

第十二條——按照召集書指定時間召

開會員大會，開會時必須有超過二分之

一會員出席；若超過指定開會時間三十

分鐘，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可召

開會議。

第十三條——大會主席團由一名主

席、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組成，負責

主持會員大會會議。

理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及六名理事組

成。

第十五條——理事會職權：

a）根據會員大會的方針，領導、管
理和主持本會活動；

b）招收會員；

c）制作年度報告書和有關賬目；

d）委任本會代表；

e）訂定本會會費和年費；

f）施行任何權限，該權限在法律及
本章程內無授予會內其它機構的。

第十六條—— 一、理事長擔任法庭
內及對外事務的代表；

二、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由副理事長代替。

監事會

第十七條——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及

二名監事組成。

第十八條——監事會職權：

a）監察理事會的一切行政行為；

b）審查本會報告書和賬目並給予意
見；

c）行使被授予的一切合法權力。

收入與支出

第十九條——本會之經濟的來源：

a）入會費；

b）補助金和捐贈的全部收益；

c）銀行帳戶的利息；

d）其他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湘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Associação dos Intercâmbio e Promoção de 
Juvens de Macau-Hunan

Macao-Hunan Youth Exchange and Pro-
motion Association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7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7/ASS檔案組第5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湘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湘澳青年交流促進

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o s 
Intercâmbio e Promoção de Juvens de 
Macau-Hunan”及英文名稱為“Macao-
Hunan Youth Exchange and Promo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是一
個非牟利社團，並受本章程及本澳適用於

法人現行法律管轄。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氹仔海洋花園大馬路

33號杏花苑21樓L座；本會可透過理事會
經會員大會決議更換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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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開始運作及存續期）

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開始運作，其

存續期不受限制。

第四條

（宗旨）

本會之宗旨為：弘揚愛國愛澳精

神，加強澳門與湖南兩地青年之交流

與互動，促進澳門青年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共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

第五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會員繳付

的入會費及年費，來自本會活動的收

費，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任何資助及捐

獻。

第六條

（入會資格）

凡有意加入本會並認同本會宗旨之

人士，均可以書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

出申請，待得到本會理事會批准後，即

成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參加會員大會及

有表決權，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根據

章程的規定要求召開會員大會，參與本

會的活動、使用本會的設施。

第八條

（義務）

會員必須；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

章及大會決議，獲選為本會各機關的成

員後，必須履行任期內獲本會授予之工

作，按時繳付入會費、年費；參與支持

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本會

會務發展；維護本會的聲譽。

第九條

（退出及除名）

若自行退出本會，應提前最少一個

月以書面形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

會員若違反章程中的責任，或不遵守本

會所依循的原則，經理事會通過，可被

撤銷會籍。

第十條

（法人的機關）

本會的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由大會主席團主持，主席團設會長、副

會長及秘書各一人；大會主席團由會員

大會選出，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周年大會，日期

由理事會決定；由理事會召集或由至少

五分之一的會員提出聯名之書面申請，

亦可舉行特別會議、會員大會透過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召集，並須最少於八天前

通知會員。召集書須列明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附上議程；會員大會的決議

應載於會議錄簿冊內，以供會員查閱。

會員大會擁有以下許可權：通過和修訂

本會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和通過年度會務

報告、財務帳目及監事會意見書。

第十二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由

五至七位成員組成，其成員總數必須為

單數；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會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二名，理事若干名，

負責領導理事會的日常工作；每年最

少召開四次會議，須有半數成員出席，

方可進行議決；理事會會議應作成會議

錄，並載於簿冊內，以供查閱。理事會

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其許可權為：

確保本會的管理及運作，每年向會員大

會提交會務報告、年度帳目和監事會交

來之意見書；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

則，並提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執行會

員大會的決議及維持本會的會務及各項

活動，按會章規定召集會員大會；審批

會員入會及退會申請、制訂會員之會

費，議決會員之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等

事宜，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規定的其

他許可權。

第十三條

（監事會）

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關，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由三人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及秘書一名；監事會的會議紀

錄應載於專有簿冊內，以供查閱。監事

會之許可權為：監察理事會的工作，查

核帳目，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書

及年度帳目發表意見，履行法律及章程

所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十四條

（章程之修改）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本澳

有關社團法人的法律規定，經理事會建

議交由會員大會通過進行修改。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海島

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Lam Chi Ku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2 15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角色扮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

的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

存檔文件內，檔案組1號82/2007。

澳門角色扮演會

Macao Costume Play Association

Associação de Roupa Vestidos Acima 
de Macau

第一章

總則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龍嵩街10號M凱旋
門廣場第一期4樓A。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九條——文件的簽署

任何不論是否具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

文件和合約，必須由理事會主席簽署及會

員大會主席聯署方能生效。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之召集及運作

（一）常年會員大會由理事會主席主

持召開，需於提前八日以書面方式通知全

體會員出席。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取決

於出席會員的絕對多數票，法例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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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外。並由理事會負責執行一切會務。

召集書內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有

關之議程。

（二）會員大會會議每年不少於召開

一次。

（三）若有超過半數管理機關人員

（法定人數）要求，可立即召開會議。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條——會徽

以下為本會會徽。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8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6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好景大廈小業主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nos do Edifício do Hou Keng”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存檔於本署之2007/ASS/M2
檔案組內，編號為151號，有關修改之條
文內容如下：

第四條——全體會員大會是小業主會

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所有小業主組成。

具有修改會章、改選理事會的權力，每

年召開會議一次，鵝眉街5-5B號好景大
廈所有小業主自動成為全體會員。會員

大會互選大會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秘書一名；任期為兩年。

第八條——理事會的職權：

1.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2. 草擬、修改會員大會章程以及其他
重大決策方案；

3. 編制各項活動方案，以及組織安排
各項活動。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Aju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39,00)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會員大會通告

根據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LECM之章程第17條所述，茲通知各會
員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時

三十分，在澳門大堂街三十號，實驗室

總辦事處召開會員大會常會。共商討有

關以下內容：

第一點：審查及確認二零零八年活

動計劃及財政預算；

第二點：臨時動議。

假若與會法定人數不足，根據實驗

室章程第十八條第二款所述，不論出席

的會員人數及其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

份額，將於三十分鐘後召開第二次會員

大會。

澳門，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 ——董事局：區秉光、梁文耀、劉永
誠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
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bleia Ge-
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Rua da Sé n.º 30, pelas 10,30 horas 
do dia dezasset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Ponto um: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plano 
de actividades e orçamento para dois mil e 
oito.

Ponto dois: Sugestão temporária.

Em caso de falta de quorum, a Assem-
bleia Geral reúne-se 30 minutos depois,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
ciativo representado.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Novembro 
de dois mil e sete. — A Direccão, Ao Peng 
Kong, Leong Man Io, Lau Veng S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7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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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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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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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06

 澳門幣 PATACAS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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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6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總裁
 Contabilista,  Presidente,
 王健民 鄭文禮
 Jimmy Wong Kin Man Manly Cheng

二零零六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2006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業務總保費收入為澳門幣2.15億元，而財富管理業務方面
增長理想，較去年增長超過16%。

本公司在業務領域、產品服務、專業培訓及營銷支援等各方面均投放大量資源，以提升競爭優勢。美國萬通亞洲乃一多元化
的金融服務機構，全線產品多達90項，並為澳門首間主力推廣萬用壽險的公司，現時所提供的年金產品選擇更為全澳之冠。此
外，本公司採用外國式的系統化管理及晉升制度，摒棄傳統「人治」的管理模式，以公平、公正及高透明度的管理及晉升系統，
為顧問隊伍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至於培訓方面，本公司於港澳區提供予專業顧問的培訓時數全年高達五萬多個小時，致力提升
顧問的專業水平。展望2007年，本公司將繼續推陳出新，緊貼市場需要開發更多嶄新產品。在風險管理業務方面，本公司會於年
內推出「新一代靈活萬用壽險」計劃升級版，並會瞄準甚具潛力的女性市場，推出針對女性客戶的大型推廣活動，以及全面的財
富及風險管理配套。同時，本公司亦銳意加強財富管理業務發展，推出「財智之選」升級版及引入更多世界級基金專才。此外，
本公司會斥資巨額，推出「網上投資智庫」，免費提供一系列卓越的財富管理服務平台，務求為客戶提供更強勁的投資優勢及靈
活選擇。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乃是「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的亞洲區旗艦公司，總部設於香港，致力提供
專業的一站式風險管理及財富管理服務，包括提供一系列既靈活及具創意的保險產品、退休計劃及投資服務等。另外，美國萬通
亞洲於香港設有三家附屬公司，包括：「美國萬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全面的財富管理服務；「美國萬通信託有限公司」經
營強積金業務；「美國萬通保險顧問有限公司」則專注發展一般保險業務。

作為集團的亞洲區旗艦公司，美國萬通亞洲除於澳門設有分公司外，亞洲區業務更包括日本「美國萬通生命保險株式會
社」、台灣合資公司「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正致力發展其他
亞洲區內業務，務求成為區內最具規模及備受推崇的金融服務機構。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為「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萬通）」及旗下各附屬公司的統稱，乃是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
構，現時管理資產達4,560億美元1，客戶人數達1,300萬。美國萬通成立於1851年，現獲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最高財務評級2，包
括標準普爾「AAA」評級、A.M. Best「A++」評級及惠譽國際「AAA」評級。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財富雜誌》「全美5大壽險公司」之一3。

鄭文禮

總裁

註：

1. 資料乃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及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日後或會調整，資料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3. 「全美5大壽險公司」乃按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之《FORTUNE 財富雜誌》「互惠壽險公司」及「上市股份壽險
公司」的2005年度收入排名榜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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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a MassMutual para o ano de 2006

A MassMutual Asia Ltd. — Sucursal de Macau, no ano 2006 aumentou o total dos prémios de seguro de vida pessoal e de grupo atingin-
do MOP 215 milhões e na sua área de  gestão de riqueza houve um aumento de 16% em relação ano anterior. 

A Companhia colocou muitos recursos na área de negócios, serviços produtivos, treinos profissionais e suportes de venda etc....para au-
mentar as vantagens competitivas. MassMutual Asia Ltd. é uma instituição de serviços financeiros com mais de 90 produtos. É a primeira 
companhia em Macau que salienta a promoção universal de seguros de vida e na escolha de produtos de anuidade e o seu provimento é o 
melhor em Macau. A companhia adoptou o estilo estrangeiro  de sistema de administração e esquema de promoção, renunciando o tradi-
cional estilo de administração tanto a administração como o sistema de promoção são justos e altamente transparentes. Em Hong Kong e 
Macau, mais de cinquenta mil horas de treino foram providos aos consultores profissionais por ano para aumentar o nível de serviços pro-
fissionais. Para o ano 2007, a companhia vai continuar a promover novos produtos a fim de ir de encontro com as necessidades do mercado. 
A companhia irá lançar uma versão moderna da「Flexi-Ulife Insurance Plan」o qual visa a potência do mercado feminino, acompanhado 
de um  programa de promoções sobre a gestão  de riqueza e risco  para os nossos clientes do sexo feminino. Ao mesmo tempo, a companhia 
irá esforçar o desenvolvimento da gestão  de riqueza pelo lançamento da versão moderna  do「Primeira Escolha」e empregar profissionais 
de classe mundial para a gerência dos fundos. Também a companhia irá investir grande quantidade de dinheiro na implementação de um 
conjunto de Serviços na Internet sobre gestão de riqueza e de riscos. O objectivo é prover aos clientes maiores vantagens de investimento e 
escolhas mais flexíveis.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a sede da Ásia Pacífico da「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estabelecida em Hong 
Kong, promoveu o desenvolvimento de serviços e de investimento incluindo uma série de flexíveis e criativos produtos de seguros, planos 
de aposentação e investimentos etc. Além disso, a MassMutual Asia estabeleceu 3 subsidiárias em Hong Kong, sendo eles a「MassMutual 
Asia Investors Limited」que promove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de bens; a「MassMutual Trustees Limited」prove serviços de fundo de 
aposentação; e a「MassMutual Insurance Consultants Limited」concentrada no desenvolvimento de negócios de seguro em geral.

Além da Sucursal em Macau, o Grupo também tem escritórios de actividades comerciais noutras regiões da Ásia Pacífico, incluindo a
「Mass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K.K.」no Japão e uma «joint venture» com uma companhia de Taiwan — a「MassMutual Mercuries 
Life Insurance Co., Ltd.」e「Fuh-Hwa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Co., Ltd.」. MassMutual Asia no desenvolvimento das suas negociações,  
pretende ser a maior companhia de seguros na região da Ási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tual»)」e suas subsidiárias são colectivamente conhecidas como「MassMu-
tual Financial Group」. Actualmente gera activos acima de 456 biliões1 de dólares americanos e clientes acima de 13 milhões. Constituída 
em 1851, a MassMutual é presentemente classificada pelos Big Three International Rating com  a mais alta classificação financeira2, que in-
clui「AAA」de Standard & Poor’s ,「A++」de A.M.Best e「AAA」de Fitch. Ademais, MassMutual foi premiado pela revista financeira 
de nível internacional «FORTUNE», como One of the「Five Largest U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3.

Presidente, 

Manly Cheng

Nota:

1. Os dados são actualizado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6.

2. Todas as classificacões financeiras a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suas subsidiárias, C.M.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s dados são actualizados até 2 de Julho de 2007 e poderão haver adjustamentos no futuro.

3. «Five Largest U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foi calculado pela consolidação de proveitos de 2005, classificados pela Insurance: Life 
and Health (Mutual)» e Insurance: Life and Health (Stock)» publicado pela revista financeira — «FORTUNE» em 24 de Julho de 2006.

核數師報告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本核數師已根據《澳門核數準則》審核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六日就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賬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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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七年七月六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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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Para os directores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Referente 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xaminámo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que terminou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6 e a nossa opinião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stá ex-
pressa, sem reserv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6 de Julh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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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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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G

Macau, aos 6 de Julho de 2007.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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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公 開 發 售 Publicações à venda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447.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447,00

澳門年鑑 2004 至 2006（中、葡、英文版） ................................  按每期訂價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 2005（中文版）....................................... $ 52.00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 2005（葡文版）....................................... $ 65.00

澳門行政雜誌（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過度期之澳門行政當局和官方語言（雙語版） .............................. $ 60.00

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澳門公共行政在職人員之本地化狀況（雙語版） .......................... $ 40.00

公務員培訓報告（1986-1999）（雙語版） .................................. $ 55.00

選舉活動綜合報告（雙語版） ....................................................... $ 80.00

澳門稅制（中文版） ..................................................................... $ 60.00

2001 澳門公共服務手冊（雙語版） .............................................. $ 45.00

立法會選舉實用手冊（雙語版） ................................................... $ 30.00

選舉法例（雙語版） ..................................................................... $ 50.00

CD-ROM: 互動普通話 IV............................................................... $ 70.00

CD-ROM: 選舉法例實用手冊（雙語版） ...................................... $ 35.00

澳門公職法律關係（中文版） ....................................................... $ 50.00

規範基本權利的法律彙編 1 至 8 冊（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必備法例彙編 1 至 9 冊（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規範立法會的法例彙編 1 至 6 冊（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單行刑事法律彙編 1 至 10 冊（雙語版）......................................  按每期訂價

選民登記法（雙語版）.................................................................. $ 23.00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雙語版） ................................. $ 53.00

大法典彙編 1 至 10 冊（雙語版） ................................................ 按每期訂價

立法會委員會工作文件彙編   第一屆立法會第一會期

（1999-2000）（中文版） ............................................................ $ 43.00

立法會委員會工作文件彙編   第一屆立法會第一會期

（1999-2000）（葡文版） ............................................................ $ 43.00

立法會委員會工作文件彙編   第一屆立法會第二會期

（2000-2001）（中文版） ............................................................ $ 80.00

立法會委員會工作文件彙編   第一屆立法會第二會期

（2000-2001）（葡文版） ............................................................ $ 80.00

LIVRO DO ANO – anos de 2004 a 2006 (ed. em chinês , português 
e inglês) ...........................................................................................  Preço variável

Compilação da Legislação Laboral Vigente em Macau 2005 (ed. 
em chinês) ....................................................................................... $ 52,00

Compilação da Legislação Laboral Vigente em Macau 2005 (ed. 
em português) ................................................................................. $ 65,00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ed. bilíngue) .......  $ 40,00

A Administração de Macau e as Línguas Oficiais no Período de 
Transição (ed. bilíngue) .................................................................. $ 60,00

Recursos Humano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ed. bi-
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a RAEM (ed. bi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Localização dos Efectivo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ed. 
bilíngue) ........................................................................................... $ 40,00

Formação n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Desenvolvida 
pelo SAFP entre 1986 a 1999 (ed. bilíngue) .................................. $ 55,00

Actividades Eleitorais – Relatório Geral (ed. bilíngue) .................... $ 80,00

Guia Prático dos Serviços Públicos aos Cidadãos de Macau 2001 (ed. 
bilíngue) ........................................................................................... $ 45,00

Guia de Formalidades da Eleição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d. 
bilíngue) ........................................................................................... $ 30,00

Legislação Eleitoral (ed. bilíngue) ..................................................... $ 50,00

CD-ROM : Mandarim Interactivo IV ................................................. $ 70,00

CD-ROM : Eleições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 Legislação 
Eleitoral — Guia de Formalidades (ed. bilíngue).......................... $ 35,00

A Relação Jurídica de Emprego Público em Macau (ed. em português) $ 60,00

Curso de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ed. em português) ........... $ 70,00

Noções Gerais de Direito da Família (ed. em português) ................ $ 60,00

Colectânea de Leis Regulamentadoras de Direitos Fundamen-
tais — volumes 1 a 8 (ed. bi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Leis Fundamentais para o Estabelecimento da RAEM – volumes 
1 a 9 (ed. bi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Colectânea de Legislação Regulamentadora da Assembleia Le-
gislativa – volumes 1 a 6 (ed. bi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Colectânea de Leis Penais Avulsas – volumes 1 a 10 (ed. bilíngue)  Preço variável

Lei do Recenseamento Eleitoral (ed. bilíngue) .................................  $ 23,00

Regime Eleitoral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 (ed. bilíngue) $ 53,00

Colectânea sobre os Grandes Códigos – volumes 1 a 10 (ed. 
bilíngue) ........................................................................................... Preço variável

Comissõ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 Colectânea de Trabalhos 
– 1ª. Sessão Legislativa da I Legislatura (1999-2000) (ed. em chinês) . $ 43,00

Comissõ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 Colectânea de Trabalhos 
- 1ª. Sessão Legislativa da I Legislatura (1999-2000) (ed. em 
português) ....................................................................................... $ 43,00

Comissõ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 Colectânea de Trabalhos 
- 2ª. Sessão Legislativa da I Legislatura (2000-2001) (ed. em 
chinês) ............................................................................................. $ 80,00

Comissõ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 Colectânea de Trabalhos 
- 2ª. Sessão Legislativa da I Legislatura (2000-2001) (ed. em 
português) ....................................................................................... $ 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