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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點象藝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57/2008。

點象藝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點象藝術

協會”，英文名稱為“Point View Art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藝術文化

團體，宗旨是推動多元藝術文化創作、

跨領域交流。主要以多媒體劇場為創作

媒介，透過前衛與實驗的演出，突破劇

場的可能性，擴闊觀眾視野。

第三條——本會的業務範圍包括從

事藝術文化創作和藝術推廣教育和研

究，促進廣大藝術愛好者提高他們對藝

術修養和綜合素質、評價、推動文藝創

作；開展藝術教育的交流與合作；與香

港、內地、海外等有關社團開展藝術文

化的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為貫徹上述所指的目

標，本會透過籌辦演出、講座、研討

會、展覽、課程、教育、訓練、文字出

版、大眾傳播和一切與本會宗旨相關之

活動。

第五條——本會地址：澳門馬忌士

街22號地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凡本澳愛好戲劇者，熱

心參加和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本

會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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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有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

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制定

或修改會章、選舉領導機構成員、決定

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籌備活動

計劃、審查及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會

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

一人，任期三年。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

機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定之工作計

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事會設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

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

名譽會長、顧問，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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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一年召開一

次，由常務理事召集之，會員大會須經

出席之絕對多數票會員同意，方得通過

決議。如有特別事故，只要有半數以上

會員出席，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五章

經費及內部規章

第十三條——本會的收入來源為會

員會費及來自第四條各項工作之收入、

捐獻和其他資助等。

第十四條——本會之收益、資產和

結餘，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上。

第十五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

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個別組織、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

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六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施行。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馮瑞國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7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慈恩會

英文名稱為“Ci En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存檔於本

署之2008/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0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慈恩會」

英文：Ci E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

本會臨時會址位於士多紐拜斯大馬

路49A-51號華仁中心13樓A，經理事會
決議後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期限

本會之存在期無限。

第四條——宗旨及理念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秉著尊重生命

之精神，以熱誠和愛心關懷貧苦，服務

社會上有需要及被人遺忘的人。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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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收入來源

1. 會費；

2. 捐獻；

3. 籌款；

4. 贊助。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入會資格：

1. 凡年滿十八歲之人士，曾參與本會
之活動，並由正式會員推薦者，可申請

加入；

2. 會員人數不限。

第七條——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參與本會事務及活動；

4. 推薦新會員。

第八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

2. 遵守各項經「理事會」之決議；

3. 繳交會費；

4. 支持及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每年
最少兩次；

5. 出任被選出或受委任的職位。

第九條——會費：

1. 會費由理事會決議通過。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組織：

1. 顧問團；

2. 監事會；

3. 理事會；

4. 會員大會。

第四章

顧問團

第十一條——顧問團

1. 為本會之顧問組織；

2. 經理事會通過，可邀請社會知名
人士或專業人士任本會顧問。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透過互選產生：監事長、副監事長

及監事；

2. 第一屆監事會由本會之創會會員出
任；

3. 監事會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十三條——職權

1. 列席理事會會議，審閱理事會會議
紀錄；

2. 審核財政收支；

3. 協助制定本會工作方針及為理事會
之工作作出指導性之建議；

4. 就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

5.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六章

理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成員人數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透

過由會員大會選出之委員會成員互選產

生：主席、副主席、總幹事、財政及秘

書及其他委員；

2. 理事會權力：負責審批新會員入會
申請；行政決策及各項委任；

3.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
兩年，可連選連任；

4. 財政負責：a.管理本會一切財政收
入及開支；b. 依時提交本會之會計賬目；

5. 秘書負責本會的文書處理；

6. 其他委員：由主席委派領導本會
之各項工作及活動。

第十五條——主席／副主席

1. 主席及副主席由委員會成員互選產
生，經顧問團同意委任；

2. 主席負責主持理事會會議；

3. 主席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由副主席
代理之；若正/副主席缺席時，則由總幹

事或主席委派之理事會成員代理職務，

直至會員大會召開為止。

第七章

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會員之議事組織；

2. 審閱及接受理事會及各小組之工作
報告；

3. 通過本會工作方針；

4. 選出理事會成員。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之召開

1.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2. 會員大會須在三分一以上會員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召開；

3. 如會員大會出席人數未達以上數
目，則半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都

可召開會議；

4. 其他會員或有關人士可主動或被
邀列席會員大會；

5. 遇特殊需要，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特別會員大會得由下列任何一種途

徑，在七十二小時前提交議程通知會員

召集，但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員的

三分之一：

a. 由理事會召集；

b. 由至少六分一會員聯名召集。

第八章

最後條款

本章程未作規定者，概由本澳現行

有關社團法人相關規定補充。

第九章

章程之解釋與修訂

章程修訂須經由會員大會通過，並

得監事會同意始能生效。有關之修訂條

文須最少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各會員。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
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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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聖保祿學校校友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São Paul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Alumni Association of  
St. Paul’s School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8/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9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聖保祿學校校友會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

聖保祿學校校友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São Paulo de Macau”，英文名
稱為“Alumni Association of St. Paul’s 
School Macau”（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

環斜路12-14號。

第三條——本會在成立之日開始運

作，其存續期不受限制。

第四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

旨為加強會員間的聯繫，作為會員與澳

門聖保祿學校之間的橋樑；並倡議關注

社會事務，培訓領導者推動社會發展。

第五條——入會資格：曾經就讀澳

門聖保祿學校者，但排除現時就讀之學

生；認同本會宗旨，並得到理事會批准

申請之各界人士，入會申請之手續由理

事會制定。

會員權利：有參與本會活動的優先

權；及出席會員大會，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會員義務：所有會員必須遵守本會

章程，並每年按會員大會的制定繳交會

費。

第六條——本會組織架構設：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

權限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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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和審議會務報告、財務帳目

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每年召開一次

平常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或應不少於

三分之二有投票權會員聯名提出書面申

請，則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

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由會員大會

從會員中選出，任期兩年，可以連任一

次。

理事會為本會的最高行政管理組

織，權限包括：作為管理法人、提交

年度管理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

義務。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至少二人、秘書長一人、和財務長一人

等，由會員大會從會員中選出。理事會

成員總數必為單數，任期兩年，可以連

任一次。理事會每一季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方可進行議

決。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權限包

括：監督行政管理組織之運作、查核本

會帳目。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和秘書各

一人，由會員大會從會員中選出。監事

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任期兩年，

可以連任一次，但不得由理事會成員兼

任。

第七條——本會財務經費來自會員

會費及捐獻。“澳門聖保祿學校”與

“澳門聖保祿學校校友會”均無需為互

相之財務及法律上的責任負責。

第八條——本章程若有未盡善處，

得由會員大會修訂解決。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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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綠色環保機動車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Veículos Mo-
torizados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Verd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tor Vehicle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8/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9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綠色環保機動車協會” 

章程

（一）名稱、宗旨

1 .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綠色
環 保 機 動 車 協 會 ” 、 葡 文 名 稱 為

“Associação de Veículos Motorizados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Verd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Green 
Env i ronmenta l Protec t ion Motor 
Vehicle Association”。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配
合特區政府，提高在本澳駕駛機動車輛

人士的環境保護意識，與世界各地同類

組織聯絡，以便引進最新的環境保護知

識，加強本澳的環境保護工作。

3. 本會地址：澳門黑沙環第六街7-9
號永昌工業大廈地下。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環境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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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有下列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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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屆任期三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3）決定會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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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

要，可設立多個體育項目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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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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每屆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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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

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2. 理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如
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六）附則

15.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將由會
員大會修改之。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8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聚龍象棋會

中文簡稱為“聚龍象棋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Xadrez Chinês 
de“Ju Long”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XCJLM”

英文名稱為““Ju Long”Chinese Chess 
Association of Macau”

英文簡稱為“JLCCA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8/ASS/M2檔案組內，編號
為9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聚龍象棋會

會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聚龍

象棋會”，簡稱：聚龍象棋會。

葡文為：Assoc iação de Xadrez 
Chinês de“Ju Long”de Macau，簡
稱：AXCJLM。

英文名為：“Ju L o n g”C h i n e s e 
Chess Association of Macau，簡稱：
JLCCAM。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俊秀

里22-28號祥熙大廈4樓A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推廣和發展

象棋體育活動，參加官方或民間舉辦的

象棋及其他體育活動，同時開展象棋活

動，是一個不牟利社團。

第四條——凡愛好象棋體育活動

者，認同本會會章，經理事會批准，即

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一切活

動，以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之權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須繳交會費、

遵守會章、執行領導機關決議，致力促

進和發展本會會務及維護本會聲譽。

第七條——本會會員必須繳交首次

入會基金澳門幣50元，每年會費澳門幣
60元，以上會費經理事會過半數通過，
可作調整。

第八條——本會設名譽會員，凡對

本會作出特殊貢獻人士，可透過理事會

提名、會員大會通過，並由本會頒予名

譽會員資格。名譽會員有權參加本會所

舉辦的一切活動，同時亦須遵守本會會

章、維護本會聲譽，但不具投票權；名

譽會員無須繳交會費。

第九條——本會設以下領導機關：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本會領導

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以不記名方式投

票選舉產生，須以出席者過半數通過方

為有效，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3人或以上單
數組成，設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委

員等職務。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出席參加，每

年定期召開會議，或在必須的情況下，

由理事會四分之三成員或全體會員二分

之一要求召開，但必須至少提前十天通

知。會員大會出席人數必須超過會員半

數方為合法，如人數不足，再經過30分
鐘等候，人數仍然不足半數，會議照常

召開。會議所作一切決議，必須經出席

會員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之最高

行政機關，負責制定會務活動計劃，提

交每年度工作及財務報告，執行會員大

會之所有決議。

理事會由3人或以上之單數所組成，
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財務、理

事等職務。理事會會議在有過半數據位

人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必須經

出席理事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3人或以上之
單數所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監

事等職務。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

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及提

供有關意見。

第十三條——本會的財政來源：

（1）入會基金及會員會費；（2）報名
費；（3）任何對本會的資助及捐獻。

第十四條——本會會員因違反及不

遵守本會會章或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

情節嚴重者，經理事會議決後，得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十五條——本會會章由會員大會

制定及修改。

第十六條——本會會章未有列明

者，概依本澳法例處理。

第十七條——本會會徽以下方藍色

印章為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8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外興僑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存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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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之2008/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9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海外興僑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澳門海外興僑聯

誼會。

第二條——會址：澳門林茂海邊馬

路運順新邨A座4樓C。

第三條——性質：本會是由歸僑、

僑眷和海外僑胞自願組成的，屬非牟利

之社會服務組織團體機構。

第四條——宗旨：遵守澳門特別行

政區法律、法規，一切活動以熱愛祖

國、熱愛澳門，團結海外華人、華僑及

僑眷為準則，自覺遵守社會道德，根據

本團體的特點，獨立自主地為僑胞、僑

眷服務、為建構和諧社會而努力。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享有本會提供的服務及福利；

2. 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3. 參加本會組織的各項活動。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出席會員大會及有關活動；

2. 遵守會章及有關決議；

3. 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七條——入會資格

自願遵守本會章程；支持本會各項

有益僑胞、僑眷的活動和工作；接納關

心及積極支持本會的社會各階層知名人

士和熱心人士參與。

第三章

組織章程

第八條——組織架構：本會由下列機

構組成：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

權力機構，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由會長主持。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兩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一名，

全由會員大會產生，任期三年。按會議

發展需要，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及顧

問。

第十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構，對會員大會負責，每年至少召

開四次會議，本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一名，理事若干名，全由會員大會

產生，任期三年。

第十一條——理事會職責

1. 執行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的決議，
負責本會開展日常的各項活動，負有領

導、策劃、組織和管理的責任；

2. 按照本會宗旨和章程規定，負責開
展與各地區社團和僑友的交流，推動僑

友聯誼活動的開展，為建構和諧社會而

努力；

3.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向會員大會報
告工作情況和財務狀況；

4. 決定會員的吸收和除名以及其他重
大事項。

第十二條——監事會是本會的最高

監督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組成。

監事會互選出監事長、副監事長和監事

各一人，任期三年。

第十三條——監事會職責

1. 監事會員大會的選舉投票；

2. 定期監閱及監查理事會的賬目；

3. 對年度報告提出意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經費來源

1. 會費收入；

2. 接受團體和個人贊助捐款；

3. 政府資助；

4. 各地區、國家或團體及熱心僑胞人
士贊助捐款；

5. 其他合法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0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0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養正中學澳門校友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8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8/ASS檔案組第
38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屬非牟利性質團

體，無存立期限，中文名稱“養正中學

澳門校友會”。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於澳門黑沙

灣看台街202號“信託廣場”一樓 AM/
AN。

第三條——本會宗旨：  

1） 團結本澳校友，守望相助；

2） 聯絡兄弟社團，廣結善緣；

3） 服務社會大眾，同心同德；

4） 關心祖國發展，盡心盡力。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經常

參與本會活動的人士，經申請後由理事

會審批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a） 出席會員大會；

b） 參加本會一切活動；

c）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d） 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e）  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a） 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規章及決議；

b） 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及樹立本會良
好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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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務架構

第七條——一、會務機構的組成：   

a） 會員大會；

b） 理事會；

c） 監事會。

二、會務機構成員由所有完全享有

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

三、會務機構每屆任期兩年，可連

選連任。

會員大會

第八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若干名

副會長及秘書，成員必須為單數；

三、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

第九條——一、全體會員每年舉行

一次平常會議；

二、基於以下原因召開全體會員特

別會議：

a） 應會長要求；

b） 應理事會及監事會合共超過半數
以上成員要求；

c） 應超過半數以上完全享有會員權
利的會員要求；

d） 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推選副會長中一人代行職務。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a） 推選會務機構成員；

b） 制定本會活動方針； 

c） 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和年
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一條——一、召開會員大會，

須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

前八天透過簽收的方式通知所有會員，

通知書內須列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二、開會時必須有大多數會員出

席。若超過指定時間一小時後，不論出

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可召開會議。

理事會

第十二條——一、理事會由一名理

事長、若干名副理事長或理事組成，成

員必須為單數。

二、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在副理事長中推選一人代行職

務。

第十三條——理事會職權：

a） 管理日常會務及財務；

b） 制定管理規章；

c） 招收會員；

d） 制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e） 委任本會代表；

f） 聘任本會名譽職務；

g） 實施法律及本會章程內並無授予
會內其它機關的職權。

監事會

第十四條——一、監事會由一名監

事長、若干名副監事長或監事組成，成

員必須為單數。

二、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在副監事長中推選一人代行職

務。

第十五條——一、 監事會職權：

a） 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

b） 查核本會的財務；

c）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 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賦予的其他
義務。

二、監事會可要求本會的行政管理

機關提供必要或適當的資源及方法以履

行其職務。

第四章

本會資產

第十六條——一、 會費及其他合法
收入。

二、外來贊助、捐贈等方式給予本

會的財產及其孶息。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14頁與存放於本署
“2008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2號文件之“Gerente Construção de 
Instituto de Macau”章程原件一式無
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catorze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
minada «Gerente Construção de Instituto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2 no maço nú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oito:

“澳門建造師學會”章程

目錄

第一章——名稱、地址

第二章——本會之宗旨

第三章——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章——本會之組織

第五章——審查委員會

第六章——財政

第七章——會章之解釋及修改

第八章——紀律仲裁

第九章——籌備委員會

第一章 

名稱、地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稱：

澳門建造師學會；

葡文名稱：Gerente Construção de 
Instituto de Macau；

英文名稱：M a c a o I n s t i t u t e o f 
Construction Managers。

澳門建造師學會在本章程內稱為[本
會]。本會將受本章程及本澳現行有關法
律條款所管轄。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本會會址暫設於澳門和

樂二街62號，宏泰工業大廈9樓A至B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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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

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本會之宗旨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為 ：

a）為了促進本地區之發展提供專業
性的技術性協助。

b）提高本會會員之專業管理和技術
水平及技術交流。

c）加強與其他國家及地區之同類型
組織保持聯系及合作，以便溝通訊息及

交流經驗。

d）加強本澳建造師之間的團結及聯
系，保障及爭取本會會員之應有的合法

權利。

第五條——本會之目標為 ：

a）對培訓提升本地區之工程及技術
性人材提供條件，長遠目標是與周邊地

區並軌。

b）加強與政府、工商業及學術機構
等各方面之聯系，以實現工程項目管理

本地化為目標。

c）提供其他服務及舉辦各項活動以
實現本會之宗旨。

第三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六條——本會會員可分為下列五

類：

a）創會會員；

b）名譽會員；

c）資深會員；

d）普通會員；

e）學生會員。

第七條——會員資格：

a）創會會員——自成立本會起，創
會會員自動成為永久會員。

b）名譽會員——傑出人士對工程理
論或實踐有特殊貢獻，及積極支持本會

者，經會員提名，由理事會審核及通過

後，可被邀請為名譽會員。

c）資深會員——普通會員在入會
三年，可提出申請成為資深會員，申請

人需提交其本人最近四年之專業工作記

錄，經理事會提出審查委員會審核後，

可成為資深會員；而由理事會提名對本

會有重大貢獻之普通會員則可免提交其

工作記錄，經審查委員會審核後亦可成

為資深會員。

d）普通會員——申請人需在大學
工商科課程而取得學士、或完成專上學

位、或同等學歷、或經三名有投票權之

會員推舉，經審查委員會通過者，並持

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均可申請加入成為普通會員。

e）學生會員——凡在大學攻讀工
商科課程者，均可申請加入成為學生會

員。

第八條——協助及支持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本會會員可享受本會所有

之一切設備，會員所擁有之權利如下 ：

a）名譽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及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資格。

b）資深會員及普通會員——有權參
加會員大會及有選舉權，且可被選為理

事或本會各種組織之工作成員，但必須

具備第四章第十六條B大項規定。

c）附屬會員及學生會員——可以參
加會員大會，但無選舉權，除理事會、

監事會及會員大會外，可成為本會各種

組織之工作人員，且可參加本會組織之

學術性活動。

第九條——申請各類會員資格，需

根據理事會所訂之手續，向審查委員會

遞交一份書面申請。

第十條——審查委員會是否接納任

何申請有決定權，必要時，可在決定前

要求申請人提供有關資料。

第十一條——如申請不被接納，審

查委員會需向理事會解釋，但有權不向

申請人公佈原因。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可自行決定

或經理事會推薦邀請對本會有傑出貢獻

或對工程技術科學發展有成就之人士加

入本會，成為名譽會長。

第十三條——大會執行委員會秘書

應備本會會員之紀錄冊，並應包括下列

各項 ：

a）會員姓名、地址及職業；

b）會員類別；

c）畢業大學或學院或其他等同之教
育之名稱、地區、日期及其系科之類別；

d）批准入會日期及退會日期。

第十四條——除名譽會員外，各種

會員須在每年三月十五日前繳交年費，

在十月三十日後入會之新會員只需繳交

該年一半之年費。

第十五條——接納新會員入會時，

應即發出通知書徵收入會費，並付上本

會會章及附則一份。會費應在通知發出

後三十天內繳交，遲交會費將會被取消

入會資格。

第四章

本會之組織

第十六條——組織 ：

A. 本會組織包括 ：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d）審查委員會。

B. 上述組織之成員任期為三年，連
選可繼續連任。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 ：

一款：會員大會由所有有選舉之會

員組成，其決議在決定範圍內具有最高

權力。

二款：會員大會由會長主持和召

開。

三款：本會設會長一人，其資格產

生方法及職責如下 ：

A. 會長必須由三人或三人以上有選
舉權之會員提名，並報請會員大會投票

產生。

B. 會長應具備下列條件 ：

a）對本會有傑出貢獻者。

b）對本會有管理經驗者。

C. 會長之職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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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款：會員大會另設副會長及秘書

長各一人協助會長工作及有關會議記錄

工作，該二職位由本會有選舉權之會員

大會時選出。副會長之主要職責在於協

助會長及當會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時

暫代會長一職。

五款：上述成員之空缺須在下次會

員大會中如數選出補上。

六款：會員大會須在每年之首季舉

行，具體時間、地點則由會長決定。

七款：上述之會員大會名為週年會

員大會，其議程應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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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報告及財務
報告。

b）討論及通過監事會之書面意見。

八款：特別會員大會應由會長召集

或應理事會、監事會之要求或不少於五

分一有投票權會員之要求，而該要求須

涉及某些特殊性質事務而舉行。

九款：會員大會應由會長在十天前

以書面形式通知會員。但如討論事項為

緊急者則通知期可縮短為八天。

十款：書面通知應具備會議之日

期、地點、時間及會議所涉及之事務性

質。

十一款：每次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

應由不少於三分之一有選舉權之會員

所組成。（涉及第十七條十二款及第

二十九條除外）

十二款：到開會時間，到會者少於

法定人數時，會員大會須延遲一小時後

舉行，到時則人數不論。（涉及第三十

條除外）

十三款：除特別規定以外，決議應

由半數以上出席者的票數確定。

十四款：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

時，會長有權投決定性之一票。

十五款：會員大會之工作：

a）選出會長、副會長、會員大會秘
書、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

b）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之報告及財務
報告。

c）對有必要修改之規章建議作出決
議。

d）批准理事會關於加入地區或國際
上相同性質之組織之建議。

e）按理事會之建議及監事會之書面
意見對本會之固定資產作出決議。

f）對涉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作出決
議。

g）對本會之解散作出決議。

h）確定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

第十八條——理事會：

一款：本會之工作由理事會負責管

理，其成員不超過十三人，總人數須為

單數，推舉方式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從

有被選舉權之會員中選出。

二款：理事會須從其成員中選出一

人為理事長，另一至三人為副理事長。

三款：理事會之任何空缺應在下次

會員大會中如數選出補上。（由原有委

員推舉出之成員不在此限）

四款：倘由會員大會選出之理事會

成員，其空職超過四分之一，理事會須

由上屆理事會中選出如數之成員，直至

舉行下屆會員大會為止。

五款：理事會大會須每半年舉行一

次，特別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由不少

於三名理事之要求而舉行。

六款：理事會可邀請對工程學科有

出色貢獻之本會會員或非會員以諮詢資

格參加會議。

七款：理事長有權根據需要邀請有

關會員出席常務理事會。

八款：本會之日常管理由常務理事

會負責，其成員如下 ：

a）理事長一人；

b）副理事長一或三人；

c）常務理事三或五人。（由理事會
成員中以互選方式產生）

九款：理事會須從其成員中選出秘

書一至三人，財政一人。

十款：常務理事會須每月舉行會

議，特別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由不少

於三名成員之要求而舉行。

十一款：常務理事會之各成員，獲

得適當之授權者，皆可作為管理日常會

務之代表。

十二款：常務理事會之決議由半數

以上成員的贊同票確定，倘贊成票與反

對票相等時，理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之一

票。

十三款：常務理事須全體出席常務

理事之會議，如因事暫時缺席者需以書

面通知。

十四款：理事長之主要職責：

a）代表本會；

b）領導及管理本會之所有工作；

c）召開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

十五款：副理事長之主要職責在於

協助理事長及當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

缺席時暫代理事長一職。

十六款：秘書長之主要職責：

a）組織及會員之註冊；

b）作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之會議記
錄；

c）確保本會之行政工作順利進行；

d）適當管理本會之職員。

十七款：秘書長一職可在會員中或

外界中聘請，在此情況下，該秘書在會

議上無投票權。

十八款：財政之主要職責：

a）監督及簽署本會之賬戶；

b）監督及整理本會之收據；

c）支付本會之開支；

d）在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之要求下
出示有關本會財政狀況之資產負債表。

十九款：理事會之職責在於創造條

件實現本會之宗旨及推廣會務。

二十款：理事會應：

a）制定會員守則及紀錄；

b）按需要修改本會之會章，然後交
由會員大會通過；

c）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出示週年報
告，財政報告及下年度之活動計劃，以

便通過；

d）當需要時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e）對審查委員會之報告作出決議；

f）對本會加入地區或國際性之相同
類型組織作出決議；

g）對本會基金之使用作出決議。

二十一款：常務理事會應 ：

a）招聘及開除職員；制定其薪金、
報酬；制定及施行適用於各職員之規章

制度；

b）簽訂本會管理所需之合約及項文
件；

c）作為本會在法庭、對外團體、組
織之代表；

d）任命及調整各工作部門之人員，
以確保該等部門有效地執行其工作；

e）接受津貼及捐贈。

二十二款：本會之決定須由常務理

事會三名成員簽署，其中一人須為理事

長或署任理事長。

第十九條——監事會 ：

一款：監事會負責對本會管理工作

之監督，監事會由三至七名單數會員組

成，其中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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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監事會之成員應由會員大會

從有選舉權之會員中選出。

三款：監事會應每年召開一次會

議，特別會議可由監事長或應監事會中

任何三名成員之要求召開。

四款：決議應由半數以上成員之贊

同票確定，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時，

主席有權投決定性一票。

五款：監事會之基本職責在於熱誠

地按本會會章及法律執行監察。

六款：監事會應：

a）對理事會之報告、財政報告及其
他事項提出書面意見；

b）如各成員一致通過，可要求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c）參加會員大會，理事會及常務理
事會，但其成員在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

中無表決權；

d）在適當時檢查本會賬戶及証實收
資平衡。

 第五章

審查委員會

第二十條——一款：審查委員會負

責對本會會員之各類申請，申請入會會

員之資格及對違反本會規章之會員進行

深入調查。

二款：審查委員會由五名會員組

成。

三款：審查委員會之基本職責在於

忠實地按照各種不同情況進行調查，分

析，然後將報告提交理事會。

四款：審查委員會之成員應由理事

長、監事長、有投票權之理事及會長所

組成。

五款：審查委員會應隔月召開一次

會議，特別會議可由主席或應理事會之

要求召開。

六款：所有會員應對審查委員會之

工作予以協助，在必要時，審查委員會

可通過理事會向其他組織要求提供有助

調查之資料。

第六章

 財政

第二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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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非經常性收入——對本會的補助
金、會員或外界的捐贈。

第二十二條——本會之基金用途只
能作擴展及執行本會之宗旨，不能將基
金任何部份直接或間接以股息、獎金或
其他形式轉交予本會會員。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不包括支付薪金給予為本會服務之職員
及會員，並不能阻止歸還經雙方同意之
合理利息予暫借款項給本會之會員。

第二十四條——除日常管理費用可
由理事長或有書面授權証明之專責人員
批准外，其他一切開支必須經過常務理
事會通過。 理事長之授權須以書面進行
及通知各常務理事。

第二十五條——常務理事會須以本
會名義在銀行開設戶口，此戶口之使用
須最少由兩名常務理事簽署，而該兩名
常務理事，其中一名須為本會之財務，
若財務缺席時，可由本會理事長或副理
事長代行。

第二十六條——本會在有需要時，
可聘用專業核數師，該核數師之報告書
將由監事會呈交每年之會員大會公佈。

第七章

會章之解釋及修改

第二十七條——若有任何疑問發
生，而本會之會章並設有適當資料提供
以之參考時，則以理事會之決定為最高
準則。

第二十八條——修改本會之會章須
在會員大會中進行。

第二十九條——會章之任何修改，
必須有二分之一或以上有投票權之會員
出席，並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方為有效。

第三十條——到開會時，到會者少
於法定人數時，會員大會須更改日期。
若經過最少十日之通告後，再次召開同
樣目的之會員大會，而沒有足夠法定人
數（如第二十九條所列）出席時，任何
出席而又擁有投票權之會員人數，即可
成法定的人數，其決議應由四分之三以
上的出席者票數確定。

 第八章

紀律仲裁

第三十一條——本會會員如有違反
本會之章程和守則時，經審查委員會提
出，由理事會決定，可能被取消會員資
格。

第三十二條——理事會之決定須由
半數以上理事的贊同票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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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籌備委員會

第三十三條——在第三十四條所述

之籌委會會員為本會永遠會員，須成立

籌備理事會處理本會之各項事宜，直至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新的機構為本

會服務止。

第三十四條——下述之籌委會成員

為本會之創會會員。

第三十五條——籌委會會員為：許

少輝、趙康池。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是項刊登費用為 $6,7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72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Profissionais de 
Computadores de Macau

拼音名稱為“Ou Mun Tin Nou Hók 
Vui”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十九日，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2檔
案組內，編號為97號，有關修改之條文
內容如下：

澳門電腦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電腦

學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Academia 
da Informática de Macau”。

英文名為：“M a c a o C o m p u t e r 
Society”。

（以下簡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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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會址設在澳門歐華利街

7—7B，慧華閣15樓C座，亦可根據理事
會的決議遷往本澳另一地點。

第三條——本會為澳門電腦及資訊

科技專業人士組成的非牟利團體。以加

強本澳電腦及資訊從業員的團結，推廣

電腦及資訊科技應用技術，致力促進本

地區資訊科技的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會長會、理事會、監事會。每屆

任期三年。

第五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

權力機構，每年必須舉行一次會員大

會，由會長負責召集。如有重大事宜，

而理監事會又認為有需要時，得召開會

員大會。會員大會職權為：

（一）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監事

會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二）决定會務方針、選舉和各項

重大事宜。

第六條——會長會由會長壹人、副

會長兩人或以上組成（取單數），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會長會互選正、副會

長。正、副會長須為高級會員，會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會務工作。副會

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任期不得超過連

續兩屆；副會長則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

後之最高執行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五人或以上組成（取單數），理事會

互選出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

理事長須為高級會員。理事長任期不得

超過連續兩屆，其餘成員連選得連任。

理事會職權為：（一）執行會員大會的

一切決議；（二）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

工作；（三）得聘請顧問、名譽顧問、

名譽會長。

第八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

監事三人或以上組成（取單數），為監

察會務及財務狀況之機構。監事會互選

監事長壹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長

須為高級會員。監事長任期不得超過連

續兩屆，其餘成員則連選得連任。

第三章

會員

第九條——本會會員包括高級會

員、普通會員、附屬會員、初級會員及

永久會員。凡贊成本會宗旨的申請人，

經本會資格審評手續後，並履行入會手

續便成為會員。

第十條——選舉辦法及會員的資格

評審依內部規章執行。會員可參加本會

舉辦的各種活動及享有本會的福利，有

向本會提出建議和批評之權利。會員須

遵守會章，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的決

議。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收取會員年費，

經理事會議決同意下接受捐贈或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如有未完善

之處，得由會員大會修改及通過。本章

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nove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
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9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certifico que 
por Assembleia Geral realizada em quinz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oito a «Club Ohada 
Chine — Macau», com sede no Beco da 
Pérola, s/n, César Fortune, bloco 3, 5.º andar 
«R», Taipa, alterou a sua sede que passou a 
ser:

«Club Ohada Chine — Macau», mudança 
da sede para Rua de Nam Keng, s/n, edifício 
«Nova City», Torre 8, 4.º andar «B», Taipa, 
Macau, conforme verifiquei por uma acta 
lavrada a fls. 2 e seguinte do livro de actas 
da Assembleia Geral daquela associaçã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Notá-
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4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contrato de quatro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foi cedida duas quotas na sociedade 
civil denominada «Deloitte Touche Tohmat-
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ficando par-
cialmente alterado o pacto social da mesma 
sociedade, conforme documentos arquiva-
dos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rquivados a 
pedido das partes, número um barra zero 
oito, sob os números onze e doze, deste 
Cartório, nos termos do documento anexo: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STATUTOS

Artigo primeiro 

A sociedade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m chinês «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 e em inglês «Deloitte Touche Toh-
matsu», com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o Infante D. Henrique, n.º 43-53A, Edifício 
«The Macau Square», 19.º andar «H-N», 
podendo estabelecer sucursais ou mudar o 
local da sede quando entender conveniente. 

Artigo segundo 

O seu objecto consiste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revisores de contas, auditores 
fiscais e contabilísticos e consultores fiscais 
ou técnicos de economia e finanças. 

Artigo terceiro 

A sua duração é por tempo indetermina-
do, contando-se o seu início, para os efeitos 
legais, a partir da data da sua constituição. 

Artigo quarto 

O capital social, integral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ro, é de cem mil pata-
cas e corresponde à soma das seguintes en-
tradas de capital ou quotas: Lo, Kin Ching 
Joseph, auditor registado — uma quota de 
noventa e nove mil patacas; Quin Va, audi-
tor registado — uma quota de mil patacas. 

Artigo quinto 

A cessão de quotas, quer entre os sócios, 
quer a terceiros auditores registados, de-
pende do consentimento da sociedade. 

Artigo sexto 

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pertence 
a todos os sócios, iniciando-se e term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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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utomaticamente, o mandato de cada 
administrador com a aquisição e a perda da 
qualidade de sócio.

Parágrafo primeiro 

A sociedade obriga-se pela assinatura de 
dois administradores ou de um administra-
dor e um mandatário designado por decisão 
da maioria dos administradores, para a 
prática de actos e contratos específicos ou 
identificados por categorias, e constituído 
por procuração a outorgar em nome da so-
ciedade por qualquer administrador. 

Parágrafo segundo 

Os actos de mero expediente poderão ser 
firmados por qualquer um dos administra-
dores ou por mandatário designado e cons-
tituído segundo o disposto no corpo deste 
artigo. 

Artigo sétimo 

Os anos sociais serão os anos civis e os 
balanços serão fechados em trinta e um de 
Dezembro de cada ano. 

Artigo oitavo 

Os lucros líquidos serão divididos pelos 
sócios na proporção das suas partes sociais.

Macau, aos 2 de Abril de 2008.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Notá-
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9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contrato de tre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oito,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rquivados a pedido das partes número um 
barra zero oito, sob o número treze, deste 
Cartório, foi cedida uma quota na socieda-
de civil denominada «KPMG Auditores», 
em chinês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e em 
inglês «KPMG» nos termos do documento 
anexo:

«KPMG Auditores»

«KPMG Auditores», em chinês «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 e em inglês «KPMG» co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outor 
Mário Soares, n.º 323, Edifício «Banco da 
China», 24.º andar, «B, C», com o capital 
social de treze mil patacas.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Em consequência da cessão de quotas 
realizada em treze de Maio de dois mil e 
oito, o artigo 5.º dos estatutos da «KPMG 
Auditores», em chinês «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 e em inglês «KPMG» foi alterado na 
mesma data, passando a ter a seguinte re-
dacção: 

O capital social, integral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ro, é de treze mil pa-
tacas e corresponde à soma das seguintes 
entradas de capital ou quotas: 

Ng, Kar Ling Johnny (吳,嘉寧), auditor 
registado — uma quota de seis mil e qui-
nhentas patacas; 

Yu, Kwok Kuen Harry (余,國權), auditor 
registado — uma quota de seis mil patacas; 

Lei, Iun Mei (李,婉薇), auditor registado 
— uma quota de quinhentas pataca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três de Junho de dois mil e oito. — A Notá-
ria, Maria Amélia Antón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9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更正

因本署刊登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十四期

第二組第5786頁內的關於“中天文娛體
育會”社團設立的證明書內容有誤，現

更正如下：

原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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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存檔於本署之2008/
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86號，有關修
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

應改為：“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

上述社團之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86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

證署

公證員 羅靖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0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更正

因本署刊登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十四期

第二組第5786頁內關於“世界糸東流空
手道（澳門）連盟”社團設立的證明書

內容有誤，現更正如下：

原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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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存檔於本署之2008/
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85號，有關修
改之條文內容如下：……”

應改為：“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

上述社團之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85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

證署

公證員 羅靖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開會通知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十八條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上午

十時在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398號中航
大廈四樓本公司會議室召開股東大會特

別會議，是次會議將商討下列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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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發特別股息事宜；

二、其他事項。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何厚鏗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65,00)

聯豐亨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通知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十九條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上午

十一時三十分在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號中航大廈四樓本公司會議室召開股
東大會特別會議，是次會議將商討下列

各事項：

一、有關增加資本額事宜；

二、其他事項。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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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港幣

資產 負債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租賃土地 484,126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109,786,731 
固定資產 4,411,934 遞延稅項負債 228,000 
貸出予聯號公司款項 965,427 
投資附屬公司 34 流動負債

投資聯營及其它公司 783,925 6,645,446 應付帳款，應付費用及準備 36,254,593 
應付聯號公司款項 25,014,308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19,165 

流動資產 應付聯營及其它公司款項 8,052,667 
盤存，成本值 669,618 應付有關連公司 828,910 
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費用 14,737,628 應付稅項 1,654,719 72,224,362 
應收附屬公司 111,494,976 
應收聯號公司款項 4,077,535 
應收有關連公司 30,254,661 負債總額 182,239,0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 有限制銀行存款 582,524 股本及儲備

- 無限制銀行存款 10,717,837 172,534,779 股本 8 
損益彙積 (3,058,876)

股東虧損 (3,058,868)

資產總值 179,180,225 負債及資本淨值總額 179,180,225 

附註：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是一所於英屬處女島註冊之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司與聯號之恆

達環球有限公司達成一項管理恊議。恆達環球有限公司為一所在香港註冊之有限公司，並於澳門設有分公司。該協議約定由新世

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管理恆達環球有限公司之澳門（外港）與香港海上客運服務。因此，該客運服務營運的財務狀

況已反映於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之賬目中。

 董事會代表：許招賢先生 會計經理：許立生先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致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貴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

自 貴公司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
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及公司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權益

變動表和綜合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瞭解 貴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獨
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馮志威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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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報告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渡輪（澳門））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初成立，並於二零零零年一月接辦來

往澳門至九龍尖沙咀之客運航線。新渡輪（澳門）一貫之服務宗旨為「服務優質、乘客第一」。為配合澳港旅遊業高速發展，新

渡輪（澳門）自接辦七年多以來，不斷擴充船隊至九艘高速雙體船。今年，新渡輪（澳門）更再次斥資港幣二億二千萬元購置兩

艘全新高速雙體船，航速高達四十二海浬，預計二零零八年中投入服務。現時，新渡輪（澳門）提供半小時一班的服務，更於星

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延長夜航服務時間至凌晨十二時半，提供每日超過六十班次，為來往澳港兩地旅客提供更頻密、快捷、舒適

的服務。 

雖然油價在過往數年急劇上升，令經營成本不斷增加，新渡輪（澳門）努力透過開源節流有效地減輕油價上升帶來之負面影

響。隨著祖國繼續開放更多城市居民到澳港自由行及一系列相繼落成的澳門娛樂及渡假設施，新渡輪（澳門）對未來澳港客運渡

輪業務充滿信心。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constituída nas British Virgin Island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Balanço em 30 de Junho de 2007

HK$ HK$ HK$ HK$
Activo Passivo

Activo não corrente Passivo não corrente
Terreno arrendado 484,126 Empréstimo da empresa detentora de capital 109,786,731 
Activo fixo 4,411,934 Crédito diferido de impostos 228,000 
Créditos a associadas 965,427 
Investimentos em subsidiárias 34 Passivo  corrente
Investimentos em associadas e outras 783,925 6,645,446 Contas a pagar, despesas a pagar e provisões 36,254,593 

A pagar a associadas 25,014,308 
A pagar a empresa detentora de capital 419,165 

Activo corrente A pagar à empresa parceira e outras 8,052,667 
Custo de existências 669,618 A pagar a empresas relacionadas 828,910 
Contas a receber, depósitos e despesas antecipadas 14,737,628 Impostos a pagar 1,654,719 72,224,362 
A receber de subsidiárias 111,494,976 
A receber de associadas 4,077,535 
A receber de relacionadas 30,254,661 

Total do Passivo 182,239,093 

Depósitos bancários e caixa:
- Conta caucionada 582,524 Capital e reservas
- Conta não caucionada 10,717,837 172,534,779 Capital 8 

Resultados transitados (3,058,876)
Perdas de sócios (3,058,868)

Total do Activo 179,180,225 Total do Passivo e Capital 179,180,225 

Notas:

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é uma sociedade constituída nas British Virgin Islands. Em 21 de Agosto de 2001, 
a sociedade celebrou um acordo de gestão com a Firmwin World Limited, uma sociedade associada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e com su-
cursal em Macau, nos termos do qual e por sua conta, 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passou a prestar os serviços de 
operações de transporte marítimo entre Hong Kong e Macau. Consequentemente, o resultado proveniente da prestação dos serviços de 
operação de transporte marítimo encontra-se reflectido n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O Representante do Conselho da Administração:  O Gerente da Contabilidade: 
 John C. Y. Hui    Edmond L S. Hui

Macau, aos 19 de Junho de 2008.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constituída nas British Virgin Island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
cício findo em 30 de Junho de 2007,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uditad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Junho de 2007,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uditadas.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da Sociedade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Junho de 2007,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
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no relatório de 10 de Outubr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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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0 de Junho de 2007, a demonstração consolidada dos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consolidada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consolidada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
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consolidad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solidad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Fung Chi Wai
Auditor de contas 
Lowe Bingham & Matthews—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19 de Junho de 2008.

Relatório da Gerência

A New World First Ferry Services (Macau) Limited,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First Ferry (Macau)), foi constituída no início de Agosto 
de 1999, e em Janeiro de 2000, começou a explorar a carreira de transporte de passageiros entre Macau e Tsimshatsui de Kowloon. A First 
Ferry (Macau) empenha-se em “Serviço Excelente - Passageiro Primeiro” como a sua missão, e para acompanhar o desenvolvimento rápi-
do do turismo de Macau e Hong Kong, a First Ferry Macau, nestes 7 anos desde o início da sua exploração, aumentou a sua frota novos 9 
novos Catamarãs de alta velocidade. Este ano, a First Ferry (Macau) mais uma vez angariou 22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kong de capital 
para comprar dois novos Catamarãs de alta velocidade, os quais atingem a velocidade máxima de 42 milhas náuticas por hora e que estão 
previstos a entrar em serviço em 2008.

Actualmente, a First Ferry (Macau) proporciona uma partida em cada meia hora, e aos sábados, domingos e feriados, o seu serviço pro-
longa-se até 00,30 de madrugada, proporcionando uma carreira diária acima de 60 partidas, oferecendo aos passageiros que viajam entre 
Macau e Hong Kong um serviço mais frequente, rápido e confortável.

Apesar da subida vertiginosa do preço de combustível nos últimos anos, o que motivou o aumento do custo de exploração, a First Ferry 
(Macau) procura atenuar o efeito negativo da subida de preço de combustível através da medida de aumentar a receita e diminuar a despe-
sa.  Com a abertura para mais cidades da autorização de turismo individual dos habitantes do Continente para Macau e Hong Kong, assim 
como a inauguração de novas instalações de diversões e resorts de Macau, a First Ferry Macau está plenamente confiante no futuro do ne-
gócio da carreira de transporte de passageiros entre Macau e Hong K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9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3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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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有形資產 9,628,006.00 

流動資產

 存貨 115,658.00

 客戶往來賬 5,342,130.00

 其他債務人 128,505,368.00

 股東及聯號往來賬 98,348.00

 預付款 4,310,4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9,085,206.00 

747,457,110.00 

資產總額 757,085,116.00 

權益和負債

資本和公積

 股本 1,000,000.00 

 法定公積 500,000.00 

 損益滾存 431,511,747.00 

權益總額 433,011,747.00 

負債 

流動負債

 供應商 118,723,731.00

 其他債權人 12,846,610.00 

 股東及聯號往來賬 192,503,028.00 

負債總額 324,073,369.00 

權益和負債總額 757,085,116.00 

 

 董事總經理  財務總監

 吳志誠 郭祺彪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7 

MOP 
ACTIVO 
Activos Não Correntes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9 628 006,00 
Activos Correntes 
 Mercadorias  115 658,00
 Clientes 5 342 130,00
 Outros Devedores 128 505 368,00
 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98 348,00
 Despesas Antecipadas 4 310 400,00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609 085 206,00 

747 457 110,00 
Total do Activo 757 085 116,00



N.º 27 — 2-7-2008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6753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is 1 000 000,00 
 Reserva Legal 500 00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431 511 747,00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433 011 747,00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Fornecedores 118,723,731,00
 Outros Credores 12 846 610,00 
 Accionistas e Associadas (c/gerais)  192 503 028,00 
Total dos Passivos 324 073 369,00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757 085 116,00 

 

 O Presidente  CFO

 Louis Ng  Jason Kuok

2007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年度業務管理報告 

二零零七年度本公司錄得盈利為澳門幣53,612,963。自一九九八年推出足球彩票及二零零零年推出籃球彩票以來，公司致力推
動博彩娛樂化，深受各界歡迎，熱潮與日俱增，實有賴本公司仝人不斷努力，求取進步，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 

為進一步提升資訊管理水平，保障客戶權益，本公司去年考取英國標準協會審訂之高階版「ISO/IEC 27001: 2005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證書」。令本公司資訊保安方面擁有一個更全面的管理架構，確保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內的運作達至專業安全管理水平。 

過去一年，本公司不斷加強服務質素及開拓多元化產品。得到客戶的熱烈支持，公司之體育資訊網頁不斷增添內容，按不同

客戶需求，提供更靈活貼身的個人化服務。同時賴以本公司員工努力不懈，得以保持業務穩定發展。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將繼

續拓展潛質市場，提高服務質素，與客戶建立更深厚的服務關係，以增強競爭力。 

本公司紮根澳門，以成為全球最佳體育博彩公司為發展目標，以顧客為本，不斷提升質素，並感謝澳門政府多年來的支持，

使公司穩步成長。 

董事總經理

吳志誠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ório anual da gerência — 2007 

No exercício do ano de 2007, registamos um lucro líquido de MOP 53 612 963, e desde que iniciamos as ofertas de apostas nos jogos de 
Futebol e Basquetebol, respectivamente em 1998 e 2000, a SLOT vem advogando o conceito de jogo como entretenimento, e tem sido bem 
aceite por diversos sectores do público. A popularidade vem crescendo dia após dia e isto se deve ao espírito de esforço de todos os nossos 
colaboradores ao contínuo aperfeiçoamento e em providenciar a melhor qualidade de serviços aos nossos clientes. 

A Gerência da SLOT tem procurado desde sempre intensificar o nível de gestão da informação e tendo isto em vista a SLOT tem melho-
rado consideravelmente o desempenho dos seus serviços, deste modo providenciando aos seus clientes uma melhor qualidade de atendi-
mento. Como resultado e com sucesso, no ano passado à SLOT foi concedido uma superior «upgraded» certificação de gestão da informa-
ção na segurança «ISO/IEC 27001:2005». Esta é uma prova clara de que a SLOT tem conseguido um maior alcance na estrutura de gestão 
sobre informação na segurança especialmente relacionado com o controlo de eficiência. Tal certificação demonstra que o nosso sistema de 
gestão da informação na segurança alcançou o nível profissional nesse campo. 

No ano transacto, a SLOT não somente procurou intensificar a qualidade de serviços como também explorou a diversificação de produ-
tos, recebendo de clientes aclamados apoios. O conteúdo da nossa informação no «website» está continuamente a ser actualizado de acordo 
com as diferente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O «website» fornece serviços personalizados flexíveis e acolhedores. Por outro lado, somos 
afortunados por termos um pessoal que arduamente se esforçam olhando para frente para manter o negócio estável e a crescer. Preparan-
do-nos para futuros desafios continuaremos a explorar novos potenciais mercados. Também continuaremos melhorando os nossos serviços 
construindo um profundo compromisso nos serviços relacionados com os clientes a fim de incrementar a concorrê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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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ssa empresa se encontra localizada em Macau, mas propomos a nós mesmo a ser a melhor empresa de lotaria desportiva no mundo 
através de contínua melhoria da qualidade centrada para com os clientes. Agradecemos ao Governo de Macau pelo seu contínuo apoio nos 
últimos anos que progressivamente fez esta empresa crescer. 

Macau, aos 31 de Março de 2008. 

Louis Ng

O Presidente.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彩票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已根據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彩票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在二零零八

年三月二十八日就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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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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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金泉核數師 

澳門，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Aos accionistas da 
SLOT — Sociedades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LOT — Sociedades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da.,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7,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
tório de 28 de Março d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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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eong Kam Chun, auditor 

Macau, aos 28 de Março de 2008.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572,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60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603,00


	C01) 6737-6748
	C02) 6749-6751
	C03) 6752-6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