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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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生活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0/2014。

設計．生活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設計．

生活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Design e Vida”。英文名稱為“Design 
and Life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成立之目的，旨在發

展並促進設計與生活之間的交流與相互

融合，致力推廣並教導人們如何從生活中

運用設計，以提升生活上的素質。

第三條——凡本澳人士對設計有興

趣、認同本會宗旨者，皆可申請加入本會

為社員，享有社員權利、並履行應盡的義

務。

第四條——本會以文創產業發展為

目標，透過開辦課程展覽、教育、訓練、文

字出版和一切與本會宗旨相關之活動。

第五條——本會地址：澳門俾利喇街

45-49號聯興針織大廈4樓G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會員資格：凡渴望提升生

活素質者、對設計及創作領域有興趣者，

願遵守本會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大會

一致通過，方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 會員權利 :

1. 發言權及表決權；

2.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會議、聚會
與相關活動；

4. 參與跟設計生活相關的交流活動；

5. 獲得本會所編印的刊物、會員名單
及跟設計有關之資訊；

6. 凡本會會員皆可享有監察協會各
項運作之權利。

7. 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八條——會員義務 :

1. 遵守會章及決議；

2. 繳納會費。

第九條——會員若有違反會章或對本

會有破壞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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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決定會務方向。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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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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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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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一人、監事一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四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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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如有
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3.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成
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4.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5.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社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6.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五章

經費來源

第十五條——1. 會費及本會活動的收
入；

2. 社會熱心人士及企業捐助；

3. 政府機構及其他社會團體資助。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9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華老子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1/2014。

中華老子研究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華老子研究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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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hinês de 
Estudos de Laozi”；

英文名稱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Laozi Studies”。

第二條

宗旨

中華老子研究學會是經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成立的非

牟利社會團體。本會的宗旨是：以學習和

研究老子《道德經》以及《莊子》、《列

子》、《黃帝內經》等古代經典著作為己

任，挖掘中華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和優秀傳

統文化思想價值，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

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通過舉

辦課程和學術論壇，宣傳老子的辯證唯物

主義思想，提高道德人格和健康水平，造

福人類社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成都街401號
濠景花園25座12C。本會亦可根據需要，
通過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

其它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本會是由老子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

熱心老子研究的人士自願結成的學術性

社會組織。凡同意本會章程、熱衷老子文

化研究、對弘揚老子文化有無私奉獻精神

者均可申請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會員可以是創會會員、普通會員、名

譽會員。

創會會員是在社團設立行為中有簽

署有關文件的人士。

普通會員是所有自然人或法人在確

認本會宗旨後， 提出入會申請及獲理事
會批准人士。

名譽會員是所有自然人或法人獲會

員大會決議賦予有關資格人士， 條件是
其可透過特別方式協助本會實現有關宗

旨。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之

成員；

三、會員有權退會。退會須向理事會

提交書面通知終止會籍，已經繳納之費用

概不退還。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決

議和理事會之決定；

二、按時繳交會費；

三、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動。

第七條  

榮譽、名譽會長

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資深的

退任理事、監事及資深會員為永遠榮譽會

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會務

顧問、顧問和名譽理事。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修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理事

會和監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年

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方

針等。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連選可連任，任

期三年。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員大

會的決議必須獲得過半數全體會員的同

意才能通過，修改章程和本會解散必須

獲得四分之三以上全體會員同意才能通

過。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

工作，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度

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三名以上（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可

由會長或副會長兼任），秘書長一名和理

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

任。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監督理

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

察活動報告等。

二、監事會由三名以上（總人數為單

數）成員組成，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

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第三者

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相

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開展活動或服務的

收入以及其他合法的收入。

第十二條  

會議召集

會員大會召開之前，本會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向會員發出

召集書，通知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日程。

第十三條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而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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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商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商

會”。

英文名稱“M a c au C u l t u r a l a 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mmerce Associa-
tion”。

第二條——會址：

會址設在澳門沙梨頭南街19號華寶
商業中心5樓C，有需要時可遷往本澳其
它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以團結文化創意

產業業界，促進彼此間交流互助，並維護

同業間之利益；同時拓展與外地文化創意

產業界的聯繫，以達到本澳的文化創意產

業可持續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入會及退會

第四條——入會資格：

凡在本澳經營文化創意相關行業，擁

有合法商業登記的商號，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成為會員。每商號指定一人為代表，如

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函申請更

換代表人。

第五條——入會辦法：

填寫會員入會申請表，由會員推薦，

經理事會批准，繳納入會登記費及年費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退會：

倘有下列事情，即行喪失會員資格：

（一）自動退會：如會員欠交一年會

費者，作自動退會論。

（二）申請退會：會員書面通知理事

會。

（三）革退：如會員不遵守會規，令本

會名譽受損，經理事會核實者。

第三章

組織及功能

第七條——架構：

本會由下列機構組成：會員大會、理

事會、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八條——（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為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由會長主持。

（二）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三

人，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會長、副會長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但會長連

選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四）召集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為之。

（五）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六）會員大會須有半數或以上會員

出席，方為合法。如人數不足，得隔一小時

後再行召開，此時若有三分之一或以上會

員出席，會議有效。

（七）會員大會得依下列之規定召開

特別會議：

（1）理事會認為有緊急需要時召集
之。

（2）三分之一或以上會員聯署要求
下，理事會須安排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
事會之成員。

（2）討論及表決任何與本會有關之
重大事項，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之絕對多

數票。

（3）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提出之內部
細則。

理事會

第九條——（一）本會最高執行機構

為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至十五人組

成，其組成須為單數，管理會內事務，向

會員大會及監事會交待及負責，尊重團體

精神，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但理事長

連選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1）理事會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一至三人、理事三至十一人。

（2）候補理事二人，亦由會員大會選
出，以備理事出缺時遞補之。

（二）理事會議須有半數以上理事會

成員出席方為有效，理事會議每年至少召

開三次。

（三）按會務發展需要，理事會得提

出聘請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名譽會員及

顧問。

監事會

第十條——（一）本會最高監督機構

為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以上之

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但監事長連選任期不能超過兩屆。

（二）監事會互選監事長一名、監事

若干。另設候補監事一人。

第四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一條——會員權利：

（一）享受本會提供的服務及福利；

（二）參加本會舉辦的交流及活動；

（三）向本會提出意見、要求及建

議；

（四）會內有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

舉權。

第十二條——會員義務：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有關活動；

（二）遵守會章；

（三）執行決議；

（四）繳納會費；

（五）維護本會形象及合法權益。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經費來源：

（一）會費收入；

（二）接受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四條——章程修訂：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生效。如有

未盡善事宜，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補充

修訂，修章需五成以上之會員出席大會及

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人或以上贊成才能通

過生效。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

通過。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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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業餘足球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5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業餘足球協會

章程

（一）會名及宗旨

1. 本會定名為“澳門業餘足球協會”。

英文名稱：Macau Amateur Football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MAFA ”。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Amador de 
Futebol de Macau。

2. 本會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693號
大華大廈七樓。

3.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在愛國愛澳的
原則下，宗旨是為會員組織小型、業餘足

球活動，以球會友，增進友誼，強身健體。

藉著參加各項小型足球比賽，並與省港兩

地的業餘足球隊伍組織比賽或活動，切

磋球技，促進三地的業餘足球交流，提高

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1. 凡本澳愛好足球活動，願意遵守會
章，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a）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b）批評及建議；

（c）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d）遵守會章及決議；

（e）按時繳納會費；

（f）退會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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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均不會發還。

（三）組織架構

1.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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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任期二年，並可連任。視工作需要，可

增聘名譽會長、顧問等。

（b）理事會——為本會日常行政機
關，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名，其他為理事。

任期二年，並可連任。

（c）監事會——為監督本會運作的行
政機關，由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設監

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其他為監事。

任期二年，並可連任。

2. 各會職權：

（a）會員大會——召集及主持大會，
制定會務方針，選舉領導機構，並於需要

時修改本會章。

（b）理事會——策劃會務，管理及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行政及財政事務。

（c）監事會——監督本會行政管理
之運作，查核本會之財產。

（四）會議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由理

事長於開會八日前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

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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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費及附則

1. 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來自
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入和收益，以

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益。

2.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人士
之捐獻及資助。

3.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及會
務有關的活動之開支所構成，並由本會之

收入所負擔。

4 .會員若參加活動時，如遇任何意
外，身體及生命損傷，本會不需負上任何

法律責任或賠償。

5. 本會會章的解釋權歸理事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5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別有天詩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5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別有天詩社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別有

天詩社”，中文簡稱為“別有天”，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oetas de Ma-
cau Outro Ceu”，英文名稱為“Macao 
Outersky Poet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為“MOPA”。

第二條——本會為一個非牟利的學

術團體。

第三條——本會的宗旨是：活躍澳門

本土現代詩歌創作，培育本土詩歌文學創

作人；促進本澳與各地詩壇的交流，培養

及教育青少年對詩歌的敏銳度及鑒賞力；

發展本土文創作品，推動本澳詩歌文學及

相關文化的發展。 

第四條——本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

和推動本澳詩歌創作活動；舉辦詩歌創

作分享會和詩歌朗誦會，開展各種與詩歌

有關的多媒體文藝活動；積極與本澳各學

校聯繫，舉辦詩歌教育校園巡迴活動；立

足澳門，與海內外各地交流，舉辦形式多

樣的學術交流活動；編印和出版符合本會

宗旨的文創作品、文學雜誌、詩集等。

第五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柯利

維喇街16號新英樓1樓，如有需要，會址可
遷往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凡贊同本會宗旨，對澳門

本土詩歌創作有興趣人士，由會員提出申

請，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七條——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

議；

（二）有選舉與被選舉權；若當選為

本會機構成員，須履行任內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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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四）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策劃的

各種文藝活動工作；

（五）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八條——會員退會及終止會籍

（一）退會：會員如退會或因故中止

為會員，其在本會所任職務及權利須終

止，曾繳費用概不發還。

（二）終止會籍：會員如嚴重破壞本

會聲譽，得由理事會給予警告，特別嚴重

者得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終止

該會員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之機構為：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十條——本會機構之成員由會員

大會選舉，任期三年，連選可得連任。

第十一條——經理事會提名，本會得

聘請有關人士和學者為名譽社長、學術顧

問或研究員，以指導及參與本會及其他活

動之工作。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有權：

（1）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
程；

（2）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3）制定本會工作方針；

（4）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長一人。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

能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召開。

（六）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最少

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召集，

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由理事會、監事會

或五分之三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七）會員大會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

出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

後半小時舉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為

有效會議。

（八）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三條——理事會

（一）本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一人，秘書長一人，理事若干人，總人

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3）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法律規定
之其他義務。

（三）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開

和主持。

（四）理事會得根據需要下設不同的

部門、研究中心或工作小組。

第十四條——監事會

本會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一人，監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權限為：

（1）負責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3）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會費及贊助，並在符合本

會宗旨的情況下接受政府、社會機構團體

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

（二）在本會宗旨所規限的範圍內開

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修改。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多元人才培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多元人才培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多元人才培訓協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 iação de Mul-
ti-Talentoso de Formaçã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Multi-Talented 
Tr a i n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英文簡稱
“MMTTA”。

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通過教授和分享多元的

知識及經驗，培養澳門市民發展多元技

能，以及為他們提供創業的培訓機會，以

致讓他們學以至用，實踐所長，為澳門培

育更多人才。

第三條——會址：澳門製造廠巷2-A
號海霞閣地下C座，可於適當時透過理事
會之決定遷往澳門其他地點。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

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成年人士，須依手續

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

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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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出任

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有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

或因故不能視事，則由排名副會長依次暫

代其職務。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議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情況下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

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

簽收方式作出，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執行機構，

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且人數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

（三）理事會因應會務工作可下設若

干個工作機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

理日常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

任一名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

會名義予以任命。

（四）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會務工作

報告和財務報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稽

核；聘任社會賢達擔任名譽職位。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會員大會監察機構，

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且人數必須為單

數。監事會成員互選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

會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執行；可

列席理事會會議，並可做出建議；就其監

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並向會員大會公佈。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

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三是

具體活動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除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外，章程的其他

修改，僅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二條——本章程未列明之事項，

概按澳門法律辦理。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開放澳門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之2014/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5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開放澳門協會 章程

（一）名稱及宗旨

1 .  本會中文名稱為「開放澳門協
會」，中文簡稱為「開放澳門」；英文名稱

為「Open Macau Society」，英文簡稱為
「OMS」。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a）
推動澳門社會公平及開放；（b）推動本澳
公民社會之發展；（c）就實現前述宗旨向
團體或個人提供支援。

3. 本會住所為理事會慣常運作地，經
理事會同意，得設立或遷往澳門任何地

點。

4. 本會對外聯絡地址為澳門郵政總
局郵政信箱1961號。

5. 本會日常工作語言為中文及英文。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6.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會章
者，可透過理事會成員推薦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7.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為：（a）選舉權
與被選舉權；（b）批評及建議；（c）參加
本會各項活動及工作；（d）遵守會章及決
議；（e）繳納會費。

8.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違反內部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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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主席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年。會員大會

職權為：（a）制定或修改會章；（b）選舉
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c）決定工作方
針、任務及計劃。

10.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為：（a）籌備召開會員大會；（b）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c）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
財務狀況。

1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
理事若干人（理事會總人數必為單數），

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

譽會長、顧問。

12.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秘書一人、監事若

干人（監事會總人數必為單數），任期三

年。

（四）會議

13.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須
最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方法召
集，如有需要，會員大會主席可召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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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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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理事會、監事會按本會工作需要
召開，但最少每半年召開一次。

（五）附則

15.  本會經費來自贊助、資助和會
費。

16. 本章程未規範之事宜，由理事會
制定內部規章規範，其餘一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17.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本章程之解
釋權屬理事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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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澳門校友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澳門校友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澳門校友會”，中文簡稱為“台灣暨大校

友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
tigos Alunos da Universidade Nacional 
Chi Nan de Taiwan em Macau”，葡文
簡稱為“AAAUNCNTM”；英文名稱為
“Taiwa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cao”，英文
簡稱為“TNCNUAAM”；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增進台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澳門校友間之互助與

團結，作為校友與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母校」）溝通的橋樑，並加強

歷屆校友、教職員、各地校友會及澳門各

界之聯繫與交流，以及關心、服務社會為

宗旨。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夜呣巷14號群興
大廈5樓J座；本會可經由理事會議決更改
會址。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是所有會員參加的會議，設一名會長，一

名副會長及一名秘書長，任期為二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二、大會職權為制定會務方針及選舉

會長、副會長、秘書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並於需要時修改本會章程，修改章

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

三、大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次。

四、審議及通過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賬

目以及財務報告。

五、會員大會可議決通過名譽會長，

名譽會員，名譽顧問及會務顧問等名譽職

銜。

第五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不少於五人的單數成員

組成，由會員大會提名選出，任期二年。

二、理事長由理事會中互選一人出任，

不得連任，但得繼續被選為理事一次，而

其他理事連選得連任一次。

三、設副理事長若干名，由理事會中

成員互選出任，在理事長未能執行職務

時，由被指定或較年長的副理事長代行其

職務。

四、候補理事由落選理事中票數最高

兩位出任，在理事因故出缺時出任理事。

五、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行使

以下職權：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二）計劃、發展會務。

六、因應會務需要，理事會得設置工

作小組。

七、理事會成員的職能：

（一）理事長負責協調工作及代表校

友會機構，有決定性投票權；

（二）副理事長負責輔助理事長工

作；

（三）理事會中選出一人擔任秘書，

負責繕寫會議記錄或報告，派發及公佈會

議召集通知；

（四）理事會中選出一人擔任財政，

負責收取會員的會費，編制校友會收入及

支出的會計帳目；

（五）理事負責輔助理事長，副理事

長工作。

第六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五人或以上的單數成員

組成，由會員大會選出。

二、監事長由各監事互選一人出任。

三、設副監事長若干名，由監事會中

成員互選出任，在監事長未能執行職務

時，由被指定或較年長的副監事長代行其

職務。

四、候補監事由落選監事中票數最高

兩位出任，在監事因故出缺時出任監事。

五、監事會成員任期為二年，連選得

連任一次，而理、監事不得同時兼任。

六、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行使

以下職權：

（一）稽核財政收支；

（二）檢舉違章之理、監事及會員；

（三）處理理事會交議之事項。

第三章

會員入會及除名

第七條

入會資格

一、曾在母校連續或分段修業、研究

或任教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均可

經書面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由理事會核

准。

二、曾在母校就讀，但未畢業之澳門

居民，亦可經書面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但

需由兩位理事推薦，並經理事會核准。

三、凡對校友會的發展有所貢獻或在

高等教育領域內有成就的人士，由至少五

名正式會員推薦並經理事會審議，可成為

本會名譽會員或出任本會名譽顧問、名譽

會長或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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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款所述的名譽顧問、名譽會長

或永遠名譽會長不具提案、發言、表決、

投票、選舉、被選舉及罷免等各項權利。

第八條

中止會籍及除名

本會會員觸犯下列行為之一者，理事

會得應監事會提交之建議中止其會籍，並

提交會員大會或臨時會員大會決議將有

關會員除名：

（一）嚴重違反本會章程且引致本會

聲譽受損者；

（二）曾犯刑事案而被判徒刑者；

（三）經營違法業務而被行政或司法

當局確定處罰，並引致本會聲譽受損者。

第九條

已繳之費用

本會會員無論自願退會或被除名，其

已繳之各項費用概不退還。

第四章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十條

會員權利

一、在不妨礙下款規定下，本會會員

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建議興革事項；

（三）參加會員大會並作表決，但以

繳清會費者為限；

（四）享用本會一切設備及參加本會

之活動。

二、新會員由正式入會（登記並繳交

入會費）日起計滿一年後方有參選與投

票之權利，但經理、監事會共同決議者除

外。

第十一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各機構通

過的決議；

（二）支持及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三）按時繳納會費。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會議之類別及召集

一、本會會員大會分平常會議及臨時

會議兩種，均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集。

二、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審議並

通過上年度的理事會工作報告、帳目以及

監事會之相關意見書。

三、臨時會議在下列情況下召集：

（一）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

（二）監事會於執行職務上認為有必

要時；

（三）全體會員四分之一以上透過書

面提議事項且說明理由而請求召集會員

大會。

四、會員大會之召開必須最少提前

十四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

員，並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提案及議

程。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一、代表校友會；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三、議決章程和內部規章及其修改；

四、訂定校友會之政策；

五、評議及議決由理事會提交的工作

計劃及預算案；

六、評議及議決理事會的年度工作報

告及帳目；

七、議決校友會機構的撤銷及校友會

的解散；

八、議決開除會籍的處分；

九、不論在平常會議或特別會議，會

員大會的決議是透過出席會員的絕大多

數票作出，法律要求其他多數票表決的情

況除外；

十、當票數相同時，會員大會主席有

決定性投票權。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如出席

之具投票資格之會員未足半數，不得召開

會議及作任何決議。

二、如首次召集所訂之開會時間已屆

而出席會員未達法定人數，則半小時後會

員大會可進行會議及決議而不論出席會

員人數多少，但法律或本章程另有規定者

除外。

三、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

四、解除理、監事職權屬會員大會之

權限，但不妨礙本章程第十六條第三款之

規定。

五、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六、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會議之主持

會員大會會議，由會員大會會長負責

主持。若會員大會會長因故缺席，由會員

大會副會長代為主持。

第十六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會議

一、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長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二、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監事長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三、理、監事連續二次缺席會議而又

無獲理事會或監事會接受之合理解釋者，

視作自動放棄職務，由候補理、監事遞補

其空缺。

第十七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運作

一、理事會及監事會有半數以上成員

出席時，始得召開會議及作決議。

二、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決議取決於出

席成員之過半數票，任何列席會議者，僅

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

第十八條

理、監事聯席會議

如有需由理、監事共同解決之重要事

項，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理事長

及監事長聯署召集。

第十九條

代理

會員或理、監事會成員因故不能出席

任何會議時，可授權其他會員或理、監事

會的相關成員代表出席以行使其投票權，

唯須於會議前向會議主席作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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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條

收入

本會收入包括：

（一）會員之會費；

（二）會員、非會員或其他公私實體

之合法捐贈；

（三）各項活動之盈餘；

（四）其他經會員大會或理事會議決

之一切收入。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會章修改

一、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由理

事會公告施行，修改亦同。

二、本會章程若有疑義，得由會長召

開並主持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討論及解

釋，及於下一次會員大會中向大會提出報

告及提案修訂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48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青年弦樂聯盟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5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國際青年弦樂聯盟

International Strings Alliance of Youth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會址及存續期

（一）中文名稱：國際青年弦樂聯盟。

英文名稱：I nter nat iona l St r i ngs 
Alliance of Youth。

為一非牟利機構，由註冊日起成立，

且存續期為無限期。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和樂大馬路

259號美居廣場永勝閣25樓D座。

第二條

宗旨

以澳門為平臺促進澳門青年藝術家

和愛好者與全世界弦樂藝術家之間的交

流與互動，舉辦各種文化藝術活動，開辦

各種藝術類的大師班及文化活動，以此提

升澳門文化藝術領域的國際知名度。

第三條

機構和組織

本會由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組

成。

第四條

會員

凡愛好或從事弦樂藝術，願意為本地

和世界弦樂藝術促進者，並遵守本會章程

者，經本會會員介紹，及經本會理事會通

過，得成為本會會員。會員如有違反本會

會章，作出破壞本會之聲譽的行為，得由

本會理事會按情況給予勸告、警告或開除

會員之身份。

第五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會

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各

一名組成，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

三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可由主席或

會長主持。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一）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及補選；

（三）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

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賬目；

（四）審議及議決上年度工作報告及

帳目報告；

（五）聽取理事會關於本會活動計劃

建議的介紹；

（六）本會之章程若有任何疑問發

生，而沒有適當資料參考時，則會員大會

之決定為最高準則；

（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第六條

修改章程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會員大會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票方可通過；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七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方式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透過

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八條

理事會

理事會負責本會的日常運作，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由三人組成，包括會長、

副會長及理事各一名，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並領導本會

之工作及管理其財產；

（二）依法代表本會對外行使本會擁

有的一切權力；

（三）接納及開除會員；

（四）邀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的人士

或社會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會員、名譽顧

問、顧問、名譽學術顧問、學術顧問、法律

顧問；

（五）依章召集會員大會，提交工作

報告；

（六）僱用職員、編配工作；

（七）接受會員或第三者的捐贈、資

助；

（八〉組織架構成員之空缺由理事會

委任，直至被取代之成員任期完結為止；

（九）理事會會議不定期召開；

（十）舉辦各種為達成本會宗旨的必

要活動。

第九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出，由三人組成，包括監事長、

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名，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的執行情況；

（二）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三）對年度工作報告及帳目呈交會

員大會及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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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務範圍

開辦各種藝術類型的大師班活動；舉

辦各種文化藝術活動，組織全世界華人藝

術家的國際交流活動。

第十一條

經費來源

本會之經費來自會費、參加或舉辦活

動所獲得的資助或收入，此外，本會得接

受政府或其他機構撥款資助。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西藏文化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西

藏文化促進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Association of 
Promotion of Tibetan Culture”；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mo-
ção da Cultura Tibetana de Macau”。

第二條——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俾利喇街

133號香林新村9樓F座；

（二）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作搬

遷。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為立足澳門之非牟

利民間組織。致力促進澳門與西藏的民間

交往，對外宣傳並宏揚西藏獨特的傳統藝

術、人文風情；構建澳、藏以至其他地區

的交流平台，支持西藏文化事業發展，並

以提升兩地文化藝術水平為目的。

第三章

會員

第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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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顧問團。

第六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主席（會長）一名及副主

席（副會長）一名。

（二）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第七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一）理事會由最少三名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理事若

干名；

（二）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制定年度計劃；

（四）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告。

第八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一）監事會由最少三名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監事若

干名。

（二）監察會務活動。

第九條——（一）上述各組織成員之

職務不可同時兼任，每屆任期為三年，由

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並

可連選連任。

（二）經理事會批准，本會得聘請有

關人士為名譽顧問。

第五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

（一）會員繳付的入會費及年費；

（二）來自本會活動的收費；

（三）私人實體的任何資助及捐獻；

（四）政府或公共實體任何資助及捐

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本

協會的理事會。

第十二條——本章程修改權屬會員大

會。修改條文必須獲出席會員大會的四分

之三以上會員通過。

第十三條——本會解散的建議須在

專門為此而召開的會員大會上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以上贊同票通過。

第十四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或未完善處將先按照內部指引指示執

行，及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作補充。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龍珠水上電單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5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中文為“龍珠水上電單車協

會”，中文簡稱“龍珠”。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現設於路環黑沙海灘“龍珠

水上活動中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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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推廣和發展水上活動文

化，能令本澳居民，國內和其他國家遊客

都能享受水上活動樂趣和得知水上活動

的安全。（包括：水上電單車、風帆、獨木

舟等等。）

也可規範及領導澳門水上活動，並在

水上活動項目代表澳門參加各地區交流。

第四條

資格

凡熱愛水上活動並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之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辦

理入會申請手續，經本會理事會批准，方

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本會設有以下幾個機構：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六條

任期

上款各機關之據位人每兩年選舉一

次，得連選連任。

第七條

選舉

一. 本會各機構之選舉取決於候選之
提名，且應在會員大會會議進行。

二. 候選人之提名，應載有候選人之
個人聲明書。

三.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架構，
由正式會員代表組成。

四. 會員大會由本會會長主持，主席
團由一名會長、一名副會長和若干名秘書

組成，會長主要職責是主持會議和召集會

員開會員大會，當會長缺席會議時，便由

副會長代其職責。

五. 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需
提交報告及執行會務工作，由會員大會選

出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人組成，總人

數必須為單數。

六.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主要職
權為監督會員大會和審核本會財政狀況，

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

人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八條

會員權利和義務

會員有選舉及可享有參與本會舉辦的

各項活動的權利。

會員義務，要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

一切議決案，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之

間團結和合作，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

譽之行為。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有關經費來源主

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活動收入，捐贈，私

人贊助及政府有關部門之資助。

第十條

附則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修改章

程的決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之決議，須

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

會員大會之一般會議必須每年最少

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大

會會長主動召集，應理事會、監事會、或

半數以上之會員之要求而召開。會議召集

書須以掛號信形式提前至少10天寄往會
員的聯絡地址或透過由會員本人簽收之

方式代替，該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8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閱讀寫作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5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閱讀寫作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一）名稱：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閱

讀寫作促進會”，中文簡稱“讀寫促進”；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Leitura e da Escrita em Macau”，葡
文簡稱“APLEM”；英文名稱為“Macao 
Association of Literacy Promotion”，英
文簡稱“MALP”。

（二）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為：

一 · 推動澳門全民閱讀，提升澳門人
文素養。

二 · A）推動少年兒童寫日記、書信及
讀後感，增進文字及語言溝通力，增強自

信，為未來可能的文學創作培養興趣，奠

定文字基礎。B）推動綠色低碳生活題材
寫作。

三 · 推動本土出版。

四 · 關懷內地山區兒童閱讀福祉，組
織圖書贈送。

（三）會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

烏街47號地下。

第二章

會員

（一）會員資格：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

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 ·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 ·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機構：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一）會員大會：

一 ·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 ·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 ·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四 ·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理事會：

一 ·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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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 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三）監事會：

一 ·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 ·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 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經費：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

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

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2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潔淨行業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1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潔淨行業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潔淨行業協

會；英文名稱為：Macau Clean Industry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ACAUCI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是從事潔淨和淨

化的諮詢、設計、研發、施工、生產和銷

售、測試、運行管理、污染治理服務。

本會的宗旨是依照澳門法律，根據國

際發展潔淨和淨化產業方針和政策，履行

行業服務、自律、代表和協調職能，為企

業服務。

（一）本會的任務是：

（1）組織本行業的培訓、技術諮詢、
行業調研和統計、會員服務和協調、編

輯刊物、資訊交流、發佈行業資訊、公信

證明、價格協調、行業資質能力評定等工

作；會展招商以及產品推介等活動。

（2）開展澳門室內環境淨化行業的
國內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

（3）制定行規行約，制定本行業品質
規範、服務標準；引導會員企業規範經營

和服務；

（4）協調會員企業之間、會員企業與
非會員企業之間、以及會員企業與其他行

業經營者、消費者等之間的關係，為會員

做好服務工作；

（5）參與澳門或者國際、國家有關本
行業產品標準的研究和制定；

（二）本會活動原則：

（1）本會按照核准的章程開展活動，
不超越章程規定的業務範圍；

本會開展活動時，誠實守信，公正公

平，不弄虛作假，不損害澳門、國家、會員

和個人利益；

（2）本會遵循“自主辦會”原則，努
力做到工作自主、人員自聘、經費自籌。

第三條

會址

本會住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95號
南嶺工業大廈3樓E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會員入會程式：

（一）提交入會申請書；

（二）經理事會授權、秘書處審核通

過，並發給同意入會的有關通知和會員證

書。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1 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本協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

（二）出席會員大會，參加本協會的

活動；

（三）獲得本協會服務的優先權和優

惠權；

（四）對本協會工作的批評建議權和

監督權；

（五）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六）提請本協會保護其合法權益不

受侵害；

（七）對協會理事監督權與罷免理事

的建議權；

（八）本協會章程的其他權利。

2 會員必須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行業協會章程及行規行

約，執行本協會的決議；

（二）支持與積極參與協會的各項活

動；

（三）維護本協會的合法權益和聲

譽；

（四）完成本協會交辦的工作；

（五）按規定繳納會費；

（六）向本協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

資訊、報表、市場動態和先進經驗等資

料；

（七）本協會章程規定的其他義務。

3 會員退會應書面報告本協會，並交
回會員證。會員如果一年不參加本協會活

動，不交納會費，視為自動退會。

4 會員有下列情況之一的，理事會授
權秘書處討論通過可以除名：

（一）依法宣告破產或被撤銷的；

（二）停業或主營業務發生重大變化

的；

（三）不履行會員義務，經本協會勸

告拒不改正的；

（四）有損害本協會名譽或違背本協

會宗旨行為的；

（五）會員向本會自行遞交書面退會

函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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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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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需注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的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成員出席時，方可決

議事項，決意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一）本會按照章程規定，收取會員

會費。會員退會或被除名時，不得請求

協會退還已交納的會費或資助捐贈的財

產。

（二）本協會經費必須用於本章程規

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得在會員

中分配。

（三）本協會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

度，保證會計資料合法、真實、準確、完

整。

（四）本協會的資產管理必須接受會

員大會和監事會的監督。並將有關情況以

適當方式公佈。

（五）本會的資產，任何單位、個人不

得侵佔、私分和挪用。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一）本章程的解釋權屬本協會理事

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0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00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 a fls. 1 do maço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
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suas 

alterações, referente ao ano de 2014, o 
contrat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nada, em português,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e Turismo de Saú-
de de Macau, em abreviatura, APTSM, em 
chinês, 澳門保健旅遊促進會, e em inglês 
Association for Health Tourism Promotion 
of Macao, em abreviatura, AHTPM, com 
sede em Macau, em Macau, na Rua Seng 
Tou, Edifício Supreme Flower City, bloco 2, 
n.º 227, 22.º «F», Taipa,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tos:

澳門保健旅遊促進會

第一章

協會名稱、宗旨、會址及活動範圍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1. 本會之名稱為“澳門保健旅遊促進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romotora 
de Turismo de Saúde de Macau（葡文簡
稱為A P TSM），及英文名稱為Associa-
tion for Health Tourism Promotion of 
Macao（英文簡稱為AHTPM）。

2. 本會為一非營利性法人，其存續期
間為不確定。在本會解散的情況下，其財

產將根據會員大會之決議被歸予任何實

體。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主要宗旨為：

a）促進澳門保健和推動澳門的保健
旅遊；

b）推動宣傳澳門作為保健旅遊的目
的地；

c）與其他具類似宗旨的組織和機構
合作；

d）舉辦旨在促進澳門健康的各種活
動、會議、研討會、展覽、培訓等；

e）在將澳門發展成為健康領域上的
科學發展中心而與其他實體進行合作；

f）開展健康領域上的科學、慈善和教
育活動；

g）確保和維護會員的權益，以及開
展為本會工作提供協助的任何形式的活

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成都街227號
至尊花城第2座22樓F座，且可透過會員大
會之決議將會址轉移至任何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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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活動範圍

本會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國內外

的實體簽訂協議、議定書或其他協定，以

共同作出本會章程宗旨範圍內的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

1. 會員可以是創會會員、普通會員和
名譽會員。

2. 簽署本會設立憑證的會員乃創會
會員。

3. 所有贊同本會宗旨的自然人或在
澳門設有或沒有會址的法人，當向本會申

請加入，並得到本會理事會決議的接受

時，得成為普通會員。

4. 因作出或曾作出公認對實現本會
章程宗旨有益之活動而值得嘉許的自然

人或法人，經理事會提議，且得到會員大

會的通過後，可作為名譽會員加入本會。

5. 欲加入本會之人士，需填寫相關的
申請表並簽名。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參與本會生活；

c）享有對本會職位的投票權、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

d）為實現符合本會章程宗旨之舉措
提出動議；

e）參加和支持本會所舉辦的活動；

2. 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a）遵守澳門現行法律及本會章程之
規定；

b）尊重本會的內部規章及本會機構
的決定；

c）不作出任何有損本會名聲的行為；

d）參與本會生活；

e）確保本會的利益；

f）認真執行被選舉或任命擔任之職
務；

g）適時繳交須交付之會費及費用。

第七條

喪失會員資格

1. 在下述情況中，將喪失會員資格：

a）經會員本人明確表示此意願且通
報會員大會後；

b）未按照會員大會訂定之要求繳交
會費；

c）經理事會具理據說明之動議或至
少經三分之一的會員申請，由會員大會決

議將會員除名；

2. 會員可因下述原因被除名：

a）不遵守其對本會的義務或在無合
理理由的情況下不遵守本會機構合法作

出的決議；

b）作出根據會員大會之標準會抹黑、
詆譭或損害本會的行為。

3. 當會議中出席了至少半數的會員，
且除名動議獲三分之二的明示投票通過

時，方可作出將會員除名之決議。

第三章

協會機關

第八條

機關

1. 本會有下述機關：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協會機關成員是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每屆任期為三年，且可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由完全享有會員權利的所
有會員組成，且由會員大會主席團領導，

而主席團則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

名秘書組成。

2. 副主席有權在主席缺席或因故無
法視事時替代主席。在主席和副主席同

時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的情況下，將由監

事會主席主持會員大會，或者在監事會主

席亦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時，可在出席的

會員中選出一名會員來主持大會。在秘書

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的情況下，主席可在

出席會議的會員中選出一名其認為適合

執行此職務的會員來行使秘書職務。

3. 會員大會之權限有：

a）通過和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機關成員；

c）通過每一年度的年度報告、賬目、
資產負債表、預算及活動計劃；

d）就喪失會員資格作出決議；

e）訂定本會的入會費和會費；

f）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

g）訂定本會的活動；

h）就本會的消滅、解散或清算作出決
議；

i）就未包含在本會其他機關之法定
或章程規定的職責範圍內的任何事宜作

出決議；

4. 已完結年度的報告和管理賬目以
及來年的活動計劃和預算應在一月份通

過。

第十條

主席團主席

主席具有下述權限：

a）召集會議及領導會員大會的運作；

b）在30日期限內，任命會員加入協會
機關；及

c）發出和簽署主席團文書。

第十一條

會議

1. 在下述情況下，可召開會員大會平
常會議：

a）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以就預算
和活動計劃進行投票，並通過資產負債表

和賬目；

b）每三年，在通過協會機關任期最
後一年度的年度報告、資產負債表和賬目

後，召開平常會議，以進行新任協會機關

的選舉。

2. 在下述情況下，可召開會員大會特
別會議：

a）經主席動議；

b）經理事會或監事會要求；

c）經完全享有會員權利的20%會員申
請；

3. 應至少提前八天向所有正式會員
發送掛號信、傳真、電子郵件或任何其他

書面形式來召集會員大會會議。

4. 會議召集書中應載明會議日期、時
間和地點，以及會議議程，同時若在會議

地點有相關文件可供查閱，須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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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第一次召集時，若有一半以上的
正式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召開會員大

會，及在第二次召集時，在所訂之開始會

議議程的一個小時過去後，得以任何數目

的會員召開會員大會。

6. 當主席團主席認為有必要，或經申
請，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可在開始會議議

程之前或結束會議議程之後，訂定一段時

間來向本會提交與本會利益相關的信息

通報。

7. 除非另有規定，會員大會之決議將
透過出席或獲代表出席會議之正式會員

的絕對多數明示投票作出。

8. 如果相關決議是有關章程之修改、
合併或領導人員的解任，必須得到特定多

數，即出席會議之會員的四分之三才可通

過，或者如果相關決議是有關本會的消

滅、解散或清算，須得到所有會員四分之

三投票才可通過。

9. 任何會員都可由其他會員代表參加
會員大會，在此情況下，只需向會員大會

主席團主席提交一份作為代表文書的信

函。

第十二條

理事會

1. 本會由理事會管理，而理事會由一
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或三名委員組

成，而在主席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時，其

由副主席代替。

2. 理事會主席須確保本會的正常運
作，而副主席和委員（們）則須協助主席

執行其職務。

第十三條

理事會權限

1. 除了法律及本章程中所規定的權限
之外，理事會還有權限管理本會的平常事

務，尤其是：

a）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b）根據章程中訂定之宗旨，為本會活
動提供協作；

c）履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d）向會員大會提議會員所應支付之
會費金額；

e）編制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告和管
理賬目，以及下一年的活動計劃和預算；

f）管理本會的財產，以及就取得貸款
和提供擔保作出決議；

g）接收符合章程和規章要求的會員，
以及就退會申請作出決定；

h）接納和解聘人員；

i）作出所有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且不屬
於本會其他機關權限範圍的管理行為。

2. 本會只在相關文件由至少兩名理事
會成員簽署的情況下承擔責任。

3. 理事會主席即時獲准認證和開設
本會的強制性簿冊。

第十四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一名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和一名監事。

2. 監事會具有下述權限：

a）監督本會的活動和往來財務管
理；

b）具理事會的年度賬目報告發表意
見。

3. 在理事會有所要求時，監事會主席
可參加理事會會議，但無投票權。

第十五條

任期

1. 本會年度與歷年一致。

2. 本會各機關的任期，不論選舉日期
和就職日期為何時，於其所獲選的三年期

最後一年的12月31日結束。

3. 但是，各機關據位人須堅守各自的
職位，直至選舉出其替任人為止。

第四章

協會財產和收益

第十六條

財產

本會財產是由其在行使其職責時所

收到或取得的財產、權利及債務組成。

第十七條

協會收益

本會收益是由下述項目組成：

a）會員會費；

b）出版物銷售所得；

c）協會所獲得的補助；

d）公共或私人、本地或外地的法人
或自然人所給予的補貼、撥款、捐贈、遺

產、遺贈或贈與；

e）協會用其自己財產所作之投資產
生的收益；

f）協會無償或有償取得的動產或不
動產所產生的收益，以及協會以任何名義

所獲得的收益；

g）由退回在其宗旨範圍內所給予之
財政支援所產生的金額；

h）法律、合約或以任何其他名義所
賦予的任何其他收益。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十八條

解釋

有關本章程之解釋的疑問將透過理

事會決議來解決，並須得到之後第一次會

員大會的確認批准。

第十九條

其他

就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適用澳門現

行的法律規定。

私人公證員 白立基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e 
Turismo de Saúde de Macau

CAPÍTULO I

Da denominação, fins, sede e âmbito da 
associação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natureza e duração

Um . A associação é denominada em 
português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e Tu-
rismo de Saúde de Macau, em abreviatura 
APTSM, em chinês, 澳門保健旅遊促進會, 
e em inglês Association for Health Tou-
rism Promotion of Macao, em abreviatura 
AHTPM.

Dois. A APTSM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sem quaisquer fins lucrativos, que se cons-
titui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e, no caso 
de se dissolver o seu património, reverterá 
a favor de qualquer entidade conforme de-
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segundo

Fins 

A APTSM visa os seguintes objectivos 
principais:

a) Promover a saúde e o turismo de saú-
de de Macau;

b) Contribuir para a divulgação de Ma-
cau como destino de turismo de saú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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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operar com outras organiz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com objectivos similares;

d) Organizar eventos, conferências, sim-
pósios, exposições, treinos, entre outras ac-
tividades, com vista à promoção da saúde 
de Macau;

e) Cooperar com outras entidades n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como centro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na área da 
saúde;

f) Desenvolver actividades científicas, 
filantrópicas e educacionais na área da saú-
de;

g) Assegurar e defender os interesses 
dos Associados, bem como desenvolver 
quaisquer outras formas de auxílio à sua 
actividade. 

Artigo terceiro

Sede

A APTSM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Seng Tou, Edifício Supreme Flower 
City, bloco 2, n.º 227, 22.º «F», Taipa, a qual 
poderá ser transferida para qualquer outro 
local,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quarto

Âmbito de actuação

A APTSM pode celebrar convénios, 
protocolos ou outros acordos com entida-
de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acionais ou estrangeiras, visando, 
nomeadamente, a realização de acções 
conjuntas no âmbito dos fins estatutários 
da APTSM. 

CAPÍTULO II

Dos associados

Artigo quinto

Associados

Um. Os associados podem ser fundado-
res, ordinários e honorários.

Dois. São associados fundadores os que 
tiverem subscrito o título constitutivo da 
APTSM.

Três. Associados ordinários são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com ou 
sem sede ou representação em Macau que, 
identificando-se com os fins da APTSM, 
requeiram a sua inscrição, e esta seja aceite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Quatro. Podem ser ainda admitidas na 
APTSM, na qualidade de associados hono-
rários, com 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
ral e sob proposta da Direcção,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que, exercendo ou 

tendo exercido actividade de reconhecido 
interesse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esta-
tutários da APTSM, sejam merecedoras de 
tal distinção.

Cinco. A admissão depende do preen-
chimento do respectivo boletim de inscri-
ção, assinado pelo pretendente.

Artigo sexto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Um.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a)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b) Participar na vida da APTSM;

c) Votar, eleger e ser eleitos para os car-
gos sociais da APTSM;

d) Formular propostas para a realização 
de iniciativas que se integrem nos objecti-
vos estatutários;

e) Participar e apoiar as actividades or-
ganizadas pela APTSM;

Dois. Os associados têm o dever de:

a) Cumprir o estabelecido na lei vigente 
em Macau, bem como nos Estatutos da 
APTSM;

b) Respeitar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as decisõ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a APTSM;

c) Não praticar quaisquer actos que pre-
judiquem o bom nome da APTSM;

d) Participar na vida da APTSM;

e) Zelar pelos interesses da APTSM;

f) Desempenhar com zelo os cargos ou 
funções para os quais tenham sido eleitos 
ou designados;

g) Satisfazer atempadamente as quotas e 
os encargos a que estejam obrigados.

Artigo sétimo

Perda d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Um. 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perde-se:

a) Por vontade expressa do próprio, uma 
vez comunicada à Assembleia Geral;

b) Por falta de pagamento de quotas, nos 
termos a definir pela Assembleia Geral;

c) Por exclusão, deliberada pela Assem-
bleia Geral, após proposta fundamentada 
da Direcção ou a requerimento de, pelo 
menos, um terço dos associados.

Dois. São causas de exclusão de um as-
sociado:

a) O desrespeito dos seus deveres para 
com a APTSM ou o não cumprimento 
injustificado das deliberações legalmente 
tomadas pelos órgãos da APTSM;

b) A adopção de uma conduta que, 
segundo o critério da Assembleia Geral, 
contribua para o descrédito, desprestígio 
ou prejuízo da APTSM.

Três. A deliberação de exclusão de um 
associado só pode ser tomada se, na reunião, 
estiverem presentes, pelo menos, metade 
dos associados e se a proposta de exclusão 
for aprovada por dois terços dos votos ex-
pressos.

CAPÍTULO III

D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oitavo

Órgãos

Um. São órgãos da APTSM: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Dois. 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são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ara manda-
tos de 3 anos, renováveis.

Artigo nono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em pleno uso dos 
seus direitos e é dirigida por uma mesa, 
com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
-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Dois . Compete ao Vice-Presidente 
substituir o Presidente nas suas faltas ou 
impedimentos. Verificando-se a falta ou 
impedimento simultâneo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dente, presidirá à Assembleia 
Geral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ou, faltando este ou estando impedido, o 
associado presente que for escolhido para 
o efeito. Se faltar ou estiver impedido o Se-
cretário, o Presidente convidará, de entre 
os presentes, quem entenda dever desem-
penhar as funções.

Três. À Assembleia Geral compete, no-
meadamente:

a) Aprov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b) Eleger e destituir os membros dos ór-
gãos sociais;

c) Aprovar o relatório anual, contas, ba-
lanço, orçament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de 
cada exercício;

d) Deliberar sobre a perda da qualidade 
de associado;

e) Fixar jóias e quotas da APTSM;

f) Aprovar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da 
AP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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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efinir as actividades da APTSM;

h) Deliberar sobre a extinção, dissolução 
ou liquidação da APTSM;

i) Deliberar sobre quaisquer matérias 
que não estejam compreendidas nas atri-
buições legais ou estatutárias de outros 
órgãos da APTSM.

Quatro. O relatório e as contas de ge-
rência do ano findo e o programa de acti-
vidades e o orçamento para o ano seguinte 
devem ser aprovados durante o mês de 
Janeiro.

Artigo décimo

Presidente da Mesa

Compete em especial ao Presidente:

a) Convocar as reuniões e dirigir o fun-
cionamento da Assembleia Geral;

b) Empossar os associados para os ór-
gãos sociais, no prazo de 30 dias; e,

c) Despachar e assinar o expediente da 
mesa.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Reuniões

Um.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ordina-
riamente:

a) Uma vez por ano, para votação do or-
çamento e plano de actividades, bem como 
para aprovação do balanço e contas;

b) De 3 em 3 anos, após a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anual, balanço e contas referente 
ao último exercício do mandato dos órgãos 
sociais, para eleições.

Dois.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extra-
ordinariamente:

a) Por iniciativa do Presidente;

b) Por solicitação da Direcção ou do 
Conselho Fiscal;

c) A requerimento de um quinto dos 
membros em pleno gozo de direitos.

Três. A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verá ser convocada através de carta 
registada, fax, correio electrónico ou qual-
quer outro meio escrito, dirigido a todos 
os associados efectivos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Quatro. Das convocatórias constarão o 
dia, a hora e o local, assim como a ordem 
de trabalhos da reunião e a indicação dos 
documentos que se encontram na sede 
para consulta, se existirem.

Cinco. A Assembleia Geral funcionará 
em primeira convocatória quando estejam 
presentes a maioria dos seus associados 
efectivos e em segunda, com qualquer nú-

mero, decorrida uma hora da designada 
para o início dos trabalhos.

Seis. Quando o entender, ou a requeri-
mento, pode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
sembleia Geral, antes ou depois da ordem 
do dia, conceder um período de tempo, 
que fixará, para serem apresentadas comu-
nicações de interesse para a APTSM.

Sete. Salvo disposição em contrário,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ex-
pressos dos associados efectivos, presentes 
ou representados.

Oito. Caso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em à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à fusão ou à des-
tituição de dirigentes, exigir-se-á maioria 
qualificada,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ou de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e todos os associados, se a deli-
beração respeitar à extinção, dissolução ou 
liquidação da APTSM.

Nove. Qualquer associado pode fazer-
-se representar por outro associado na As-
sembleia Geral, bastando neste caso, como 
instrumento de representação, uma carta 
dirigida a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Artigo décimo segundo

Direcção

Um. A APTSM é administrada por uma 
Direcção com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ou três vogais, sendo 
o Presidente substituído na sua falta ou im-
pedimento pelo Vice-Presidente. 

Dois.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assegu-
ra o regular funcionamento da APTSM, 
sendo que o Vice-Presidente e o vogal ou 
vogais coadjuvam o Presidente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Um. Para além das competências de-
finidas na lei e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compete à Direcção gerir os assuntos ordi-
nários da APTSM, designadamente: 

a) Representar a APTSM, em juízo e 
fora dele; 

b) Coordenar a actividade da APTSM 
de acordo com os fins definidos nos Estatu-
tos;

c) Dar cumprimento à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d)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o montan-
te das quotas a pagar pelos associados;

e) Elaborar e apresentar à Assembleia 
Geral o relatório e contas de gerência, bem 
como o programa de actividades e o orça-
mento para o ano seguinte;

f ) Administrar e gerir os fundos da 
APTSM e deliberar sobre a contracção de 
empréstimos e prestação de garantias;

g) Admitir os associados que preencham 
os requisitos estatutários e regulamentares, 
decidir sobre os pedidos de exoneração;

h) Admitir e despedir pessoal;

i) Praticar todos os demais actos de 
gestão adequados aos fins da APTSM e 
que não sejam da competência de outros 
órgãos.

Dois. Para que a APTSM fique obrigada, 
é necessário que os respectivos documen-
tos sejam assinados, pelo menos, por dois 
membros da Direcção.

Três. 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f ica 
desde já autorizado a proceder à legaliza-
ção e abertura dos livros obrigatórios da 
APTSM.

Artigo décimo quarto

Conselho Fiscal

Um.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três elementos: um Presidente, um Vice-
-Presidente e um Vogal.

Dois.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 gestão 
financeira corrente da APTSM;

b) Formula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e 
contas anual da Direcção.

Três.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pode intervir, sem direito a voto, na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desde que esta o solicite.

Artigo décimo quinto

Mandatos

Um. O ano social coincide com o ano 
civil.

Dois. O mandato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termina em 31 de Dezembro do último ano 
do triénio para que sejam eleitos, indepen-
dentemente das datas da eleição e tomada 
de posse.

Três. Os titulares manter-se-ão, no en-
tanto, nos respectivos cargos até à eleição 
dos que os hajam de substituir.

CAPÍTULO IV

Património e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décimo sexto

Património

O património da APTSM é constituído 
pelos ben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que re-
ceba ou adquira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
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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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décimo sétimo

Receitas da associação

Constituem receitas da APTSM:

a) As quotas dos associados;

b) Os resultados da venda de publica-
ções;

c) As subvenções que lhe sejam concedi-
das;

d) Os subsídios, dotações, donativos, 
heranças, legados ou doações de pessoas 
colectivas ou singulares, públicas ou priva-
das, locais ou do exterior;

e) Os rendimentos provenientes de in-
vestimentos realizados com os seus bens 
próprios;

f) Os rendimentos dos bens, móveis ou 
imóveis, por si adquiridos, a título gratuito 
ou oneroso, bem como os que lhe advierem 
por qualquer título;

g) As quantias provenientes do reem-
bolso de apoios financeiros concedidos no 
âmbito dos seus fins;

h) Quaisquer outros que lhe sejam atri-
buídos por lei, contrato ou a qualquer ou-
tro título.

CAPÍTULO V

Disposições finais

Artigo décimo oitavo

Interpretação

As dúvidas de interpretação relativamen-
te a estes Estatutos são resolvidos por deli-
beração da Direcção, sujeita a ratificação na 
primeira Assembleia Geral seguinte. 

Artigo décimo nono

Outros

Nos casos omissos nos presentes Esta-
tutos aplicam-se as normas legais vigentes 
em Macau.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6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Pedro 
Branc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0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02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East Start”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instrumento de 14 de Janeiro de 

2014, foi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tos 
se regulam pelos artigos em anexo:

東昇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東昇體育會。

簡稱：東昇。

本會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sportiva 
“East Start”。

簡稱：ES。

本會英文名稱：East Start Sport As-
sociation。

簡稱：ES。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社團。本會宗旨：

推廣及發展各類體育運動，鼓勵及提高本

澳居民及世界體育活動愛好者對各類體

育運動的興趣，聯繫本澳與各地區體育運

動愛好人士，促進本澳居民與外地體育運

動的交流及合作。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山水園斜巷16號
A興泰樓地下F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本會可接受個人加入成為會員。所有

感興趣的人士只要贊成本會宗旨及接受

本會章程，均可向理事會申請，經本會理

事會審核和批准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會員的權利：

a）會員可出席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活
動及本會的會員大會；

b）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進入領導機
構。

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
步和發展；

b）遵守本會所有章程的規定和領導
機構的決議；

c）按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會設以下幾個機構：會員大會，理

事會和監事會。其中的成員是在會員大

會上由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並可連選連

任。

選舉形式是不記名投票，並絕對多於

半數通過，候選名單由會員共同制定。

第七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對法律或章程未規定屬社

團其他機關職責範圍之事宜，有權作出決

議。而對社團各機關成員之解任，資產負

債表之通過，章程之修改，社團之取消，以

及社團針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執行職

務時所作出之事實而向該等成員提起訴訟

時所需之許可，也屬會員大會之權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一

名副會長及一名秘書長。每年十月份定期

召開一次，或在必要的情況下由理事會主

席或會員大會會長召開。但需提前十天通

知，並以書面簽收之方式或掛號信通知各

會員，清楚列明時間、地點及議程等。若

有五分之三全體會員以上以正當目的提

出要求也可召開會員大會。

第九條——理事會是本會的執行機

構，由三位或以上成員組成，成員總數永

遠是單數。理事會中設一名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及一名或以上的理事。

理事會之權限為 

a）管理法人；

b）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c）在法庭內外代表法人或指定另一人
代表法人；

d）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十條——本會的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一名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一名

監事。

監事會之權限為：

a）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b）查核法人之財產；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十一條——本會主要財政來源是

會費、捐贈和資助。



N.º 10 — 5-3-2014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3107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若有修改，得由會員大會以出

席會員的四分之三同意表決通過修訂解

決。而解散法人決議，需全體會員的四分

之三同意表決通過。

第十三條——本會可以另定內部規章

或指引，規範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內部組織

及運作。

第十四條——本會會徽： 

	  

	   	   	   	  理事會之權限為	   	  

a) 管理法人；	  

b) 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c) 在法庭內外代表法人或指定另一人代表法人；	  

d)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第十條─本會的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設一名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一名監

事。	  

	  

監事會之權限為：	  

a) 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b) 查核法人之財產；	  

c)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第十一條─本會主要財政來源是會費、捐贈和資助。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執行。若有修改，得由會員大會以出

席會員的四分之三同意表決通過修訂解決。而解散法人決議，需全體會員的四分

之三同意表決通過。	  

	  

第十三條─本會可以另定內部規章或指引，規範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內部組織

及運作。	  

第十四條─本會會徽：	  

私人公證員 António J. Dias Azed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António J. 
Dias Azed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1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1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Conterrâneos Xia Ze de 
Macau», com a abreviatura «ACXZM»

“澳門霞澤（下宅）同鄉會”

“Xia Ze Natives Association of Macau”, 
com a abreviatura “XZNAM”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4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4/ASS, foi constituí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
to anexo: 

澳門霞澤（下宅）同鄉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稱為：澳門

霞澤（下宅）同鄉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ter-
râneos Xia Ze de Macau，葡文簡稱為：
ACXZM。

英文名稱為：Xia Ze Natives Associa-
tion of Macau，英文簡稱為：XZNAM。

第二條——會址：本會會所設於澳門

黑沙環第五街3號-3B號永豐工業大廈七
樓A，B，在適當時得按照理事會決議將
會址搬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點。

第三條——組織性質：本會乃非牟利

團體，其存續不設期限，是澳門合法的非

牟利機構，受澳門法律管轄保護，其一切

活動均遵守澳門的法律、法令和有關條例

之規定。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宗旨：本會宗旨是促進居

澳下宅鄉親愛國愛澳愛鄉、聯絡鄉情，敦

親睦鄰，守望相助，群策群力，維護鄉會，

團結鄉親發揮互助友愛精神，共謀全體會

員福利，維護鄉親合法權益，加強與內地

在經濟、教育、體育、文化、工商等社會公

益事業之交流及合作，促進海內外各地鄉

親的聯繫，增進互相了解和友誼。支持澳

門、下宅的經濟建設，共同為兩地的繁榮

穩定作出貢獻。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凡是福建省泉州石

獅巿永寧鎮下宅村的鄉親，支持和認可本

會章程。通過申請，均可加入本會，並成

為本會之會員。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至

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或簽收形式通知，召集書上須載

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

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要

求召集會員大會。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

足，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議。

第七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會

員大會的一般決議應超過半數出席之會

員通過方能生效；其權限：

a）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會
章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生

效）；

b）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
議；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明年預算；

d）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第五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為本

會最高權力機構，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任期為三

年，經選舉可連任。會長對內領導會務，

對外代表本會。會長缺席時，由理事長或

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會長卸任後授予永

遠榮譽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名、理

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

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

任。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每

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制定及執

行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決議須獲出席

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第十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若干

名監事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

舉可連任，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

負責審計監督本會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

關事務。會議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

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其他名銜：本會設創會

會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

譽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

顧問若干人。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經費來源：本會為不牟

利社團，經費可接受澳門政府資助、本會

成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合法捐助及會員會

費。

第十三條——任何具法律效力和約

束力的文件和合約，必須由會長或理事長

簽署方為有效，但開具支票及銀行戶口之

運作，以及澳門幣伍萬以上的開支時，具

體方式須由理事會決定之，並以會議錄記

載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本會另設內部章程，規

範理事會轄下的各部門組織，本會會員享

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會員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權，出席大會會議，對會提出

意見，參加本會活動等權利。以及遵守會

章，繳付入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未履行上述義務、

違反會章或損害聲譽者，經理事會討論，

可喪失會員資格。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7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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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足球裁判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章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理事

會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視工作需

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第三章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名，監事若干名，監

事會成員人數必為單數。監事會負責稽核

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華文娛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二條——本會性質：（1）發
展及推廣體育運動，藉以在本澳蓬勃發

展；（2）促進本地區及外地同類社團的合
作及技術交流；（3）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

第一章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431-487號南豐工業
大廈11樓C；

第二章第四條——凡對體育運動有

興趣之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但必須

經理事會通過，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5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粵發展創思中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5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

布魯塞爾街建興龍廣場84號地下，在有需
要時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

事處。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百貨辦館業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4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十九條：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之，並於會議召開八日

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會員，如有五

分之一以上會員聯名要求或理事會認為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或臨時會員大會）須有半數會員出席方

能開會。如法定人數不足，會員大會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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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均得展開，其通過之決議均為有效，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專業心理匯進學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4/A S S檔案組第1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專業心理匯進學會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專業心理匯進學會”大會

在2013年08月04日的決議，修改該會章
程第三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加入第

十五條，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氹仔七潭公路海洋花

園慧苑13樓A，倘認為需要時，可經由理
事會議決更改會址。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設理事長一人，

理事若干（總人數需為單數），理事會成

員任期兩年，連選可連任。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三）依章程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負責監督理事會工作及稽核理事會財

政報告，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三人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任期

兩年，連選則可連任。

第十五條——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性質的服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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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Lam Chi Kuen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9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ntro de Pesquisa Economia Global de 
Turism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por 
extract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 do Maço n.º 1/2014 de 
Depósito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um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a qual pro-
cedeu à alteração do artigo 8.º, que passa 
a ter a redacção constante do documento 
anexo: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中心的最高權力組

織，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2名，會員大會主席團人數必須為單數，
最少3人，任期3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
由主席主持；如主席未能出席，則由理事

長主持。

二、會員大會有以下權限：

（一）通過、修訂和更改本中心章程；

（二）根據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及補選；

（三）根據理事會建議，邀請對本中

心有卓越貢獻的人士或社會知名人士擔

任永遠榮譽主席、名譽會員、名譽顧問、

名譽學術顧問、學術顧問、法律顧問；

（四）審議及議決通過本中心的工作

報告、財務報告及重大事項；

（五）聽取理事會關於本中心活動或

工作計劃建議的介紹；

（六）議決本中心之解散。

三、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天由主席或理事會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

方式通知，於下列任一情況被視為有效組

成：

（一）會員大會，法定人數為3名會
員；唯首次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須最少半數

會員。

（二）會員大會的時間已屆，如法定

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五、會員大會決議須獲得出席會員大

會的會員以過半數出席的會員贊同票通

過，倘正反雙方票數相同時，主席可投決

定性一票。

六、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七、會員如因事不能到場，可書面委

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

八、如主席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

一半以上之會員以正當目的聯署提出要

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

會之召集時限及形式與會員大會相同。

九、會員大會亦可通過電子通信的形

式被召集，只要函蓋召集書的電子文件經

合格的電子簽名簽署即可。

行政管理機關或根據法律或本章程

之規定，具有召集會員大會正當性的人

士，應運用可確保會員有效接收上款所述

及的文件的系統。

私人公證員 潘世隆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Marcelo 
Poon.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9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96,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在位於上

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心總辦事
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平常會議，議程如

下：

1. 由理事會主席作二零一三年度中
心工作情況報告；

2. 由理事會副主席作二零一三年度
中心財務狀況報告；

3. 聽取監事會對以上項目之意見；

4. 討論及表決2013年度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5. 其他事項。

——審議社員來函要求事項

清華——寶法德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申請將股份轉給寶法德玩具有限公司。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表的股

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大會主席

吳榮恪（Vitor Ng）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
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1 de Março de 2014 (6.ª feira), pelas 
15,0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Apresentação pelo Presidente da Di-
recção, do Relatório de Trabalhos de 2013;

2. Apresentação pelo Vice-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
cio de 2013;

3.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sobre os 
Relatórios acima referidos;

4. Discutir e votar o Relatório de Traba-
lhos e 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3;

5. Outros assuntos

 — Apreciação do pedido do Associado

 Pedido feito pela «Tsinghua-Perfekta 
Development Center, Limited», de trans-
ferência da sua unidade de participação 
nominal à «Empresa Industrial Perfekta 
Toys, Limitada».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fará, uma hora de-
pois da hora marcada, uma 2.ª convocação 
e reunirá, sendo a reunião considerada v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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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
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3 de Març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67,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  集  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在位於上

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心總辦事
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特別會議，議程如

下：

1. 選舉2014 -2016雙年度的機關成
員。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表的股

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大會主

席

吳榮恪（Vitor Ng）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
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
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extraordinária, no dia 21 de Março de 2014 
(6.ª feira), pelas 16,0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
balhos:

1.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
ciais do CPTTM para o biénio de 2014 a 
2016.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uma hora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
tado.

Macau, aos 3 de Març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70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05,00)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召開平常股東大會

根據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四

條第一款的規定，茲通知全體股東，謹定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

分，在公司總址（位於澳門青州河邊街）

舉行二零一三年度平常股東大會，議程如

下：

一、通過2013年度董事會、監事會工
作報告及2013年度財政報告；

二、與公司有關的其它事項。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主席 張海鵬

MATADOURO DE MACAU, S.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14.º dos Es-
tatutos de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convoco todos os membros da Assembleia 
Geral, para reunir no dia 25 de Março de 
2014, manhã 10,30 horas, para a realização 
da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 ter lu-
gar na sede da Sociedade, sita na Estrada 
Marginal da Ilha Verde, s/n, Macau:

Ordem de trabalhos

1.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d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Conselho Fiscal 
e as contas relativos ao ano de exercício de 
2013;

2.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26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
ral, Zhang Haip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LECM

召開會員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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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3月19日（星期三）早上10時30分，在氹
仔偉龍馬路185號，實驗室總部召開會員
大會常會。共商討以下內容：

第1點：審查及確認2013年度財政報
告及帳目

第2點：其他事項

假若屆時出席大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

數，根據實驗室章程第18條第2款所述，
將於半小時後，即上午11時召開第二次會
員大會會議，屆時則不論出席的人數及其

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份額。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董事局：區秉光，劉永誠，譚立武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tória da Assembleia Geral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
bleia Ge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na Av. Wai Long n.º 185, 
Taipa, Macau, pelas 10,30 horas do dia 19 
de Março de 2014 (quarta-feira), com a se-
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Ponto 1: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Relató-
rio e Contas do Exercício de 2013.

Ponto 2: Outras questões.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
bleia Geral reúne-se 30 minutos depois 
(11:00 a.m.),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
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representado.

Macau, aos 26 de Fevereiro de 2014. — A 
Direcção, Ao Peng Kong — Lau Veng Seng 
— Tam Lap Mou.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

召集書

股東周年常會

公司地址：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海 
島市馬場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之登記編號867號 
第C3冊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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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賽馬有限公司章程第14條
及其他適用法律的規定，召集澳門賽馬有

限公司股東周年常會。會議定於2014年3
月31日下午2時45分在葡京酒店日麗餐廳
香港二廳內舉行。

會議的工作程序如下：

一、對董事會有關2013年營運年度的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業務報告、對盈餘

運用及監事會的意見書進行討論和議決；

二、委任2014年度之監事會成員；及

三、其他與公司利益有關之事項。

本召集書議程內的有關文件將存放

在公司住所內，各股東可在任何辦公日工

作時間內索閱有關文件。

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主席團主席 官樂怡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Sede: Hipódromo da Taipa, Macau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Bens Móveis Macau, sob o  

n.º 867. a fls. 53 do Livro C3

Nos termos do artigo 14.º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bem como das demai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os accionis-
tas da referida Sociedade, para 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4, pelas 14,45 horas, na Sala 
Hong Kong II do Restaurante Portas do 
Sol, no Hotel Lisbo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balan-
ço, a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e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
c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3;

2 . Del iberar sobre a nomeação dos 
membros do Conselho Fiscal para o ano de 
2014; e

3.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Os documentos relativos à ordem de 
trabalhos encontram-se à disposição dos 
Senhores Accionistas, para consulta na 
Sede da Sociedade, em qualquer dia útil 
nas horas de expediente.

Macau, 1 de Março de 2014.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
ral, Rui José da Cunha.

（是項刊登費用為 $8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81,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公共照明網絡之保養及維修服務”

公開招標競投  

（投標編號PLD-CS001/14/88）

1.  進行招標程序之實體：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服務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的
所有地區

4.  承投目的：為澳門公共照明網絡提
供保養及維修服務

5.  合同期限：兩年，由二零一四年七
月一日開始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
九十日，由公開開標日起計，可按招標方

案規定延期

7.  承攬類型：以系列價金方式承攬

8.  臨時擔保：澳門幣$100,000.00（澳
門幣拾萬元正）得以現金存款、支票或銀

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為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9.  確定擔保：澳門幣$ 4 0 0 , 0 0 0 .0 0
（澳門幣肆拾萬元正）得以現金存款、支

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為澳

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參加條件：

有意投標者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a）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工務運
輸局登記有施工註冊的實體，及

（b）擁有ISO 9001，ISO 14001及
OHSAS 18001有效證書。

12 .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副本之日
期、地點及價格：

日期：自本公告公布日起至二零一四

年四月二日

時間：於工作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

務部

於本公司可取得公開招標案卷副本，

每份為澳門幣$50 0 .0 0（澳門幣伍佰圓
正），收益撥歸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亦可於澳電網站（www.cem-macau.
com）免費下載相關招標文件。

13. 解標會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14. 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四年四月二

日（星期三）下午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接待處）

15. 標書語文：標書應以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

16. 公開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

（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開標時，投標人或其代表應出席，以

便根據7月6日第63/85/M號法令第二十七
條的規定，解釋標書文件內可能出現之疑

問。

投標人的合法代表可由被授權人代表

出席公開開標的儀式，此受權人應出示經

公證授權賦予其出席開標儀式的授權書。

17.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標標準 比重

——價格 50%

——符合招標文件訂出之技術要

求

20%

——對公共照明維修之經驗 10%

——工作管理效率 10%

——遵從招標文件訂出之合約條

款

4%

——最近五年內，投標人本人、或

投標人為公司時之現任/前任的股
東及現任/前任的行政管理機關成
員均沒有因執行職務而被法院裁

定涉及行賄受賄行為

3%

——最近五年內，投標人沒有被

法院或行政機關裁定曾聘用非法

勞工、過職或過界勞工

3%

主持招標的實體根據各標書內之資

料及上述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而

判標。

18.附加的說明文件：由二零一四年三
月二十四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人可前往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澳門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務部或於

澳電網站（www.cem-macau.com）了解
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於澳門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韋頌齊         梁華權

（執行委員會成員） （執行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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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núncio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d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Concurso Público
(Concurso Ref.ª PLD-CS001/14/88)

1. Entidade que põe a obra a concurso: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2. Modalidade do concurso: concurso 
público.

3. Local do serviço: todo o território sob 
a jurisdição da RAE de Macau. 

4. Objecto do serviço: prestação de ser-
viços de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d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da RAE de Macau.

5. Prazo do contrato: 2 anos, a partir de 
1 de Julho de 2014.

6. Validade das propostas: 90 dias, a con-
tar da data d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prorrogável,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pro-
grama do concurso.

7. Tipo de retribuição ao adjudicatário: 
são remunerados por série de preços.

8. Caução provisória: $ 100 000,00 (cem 
mil patacas),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9. Caução definitiva: $ 400 000,00 (qua-
trocentas mil patacas),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
cidade de Macau — CEM, S.A.

10. Preço base: não há preço base.

11.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As entidades interessadas devem:

(a) estar registadas na Direcção dos Ser-
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
tes (DSSOPT) para execução de obras, e

(b) possuir todas as três certificações de 
gestão e de qualidade, incluindo ISO 9001, 
ISO 14001 e OHSAS 18001.

12. Data, local e preço para consulta e 
obtenção do processo:

Data: desde o dia da publ icação do 
anúncio até ao dia 2 de Abril de 2014;

Horário: 09:00 – 13:00 e 15:00 – 17:30  
aos dias úteis;

Local: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Poderão ser solicitadas na CEM cópias 
do processo do concurso mediante o pa-
gamento de MOP500,00 (quinhentas pata-
cas). Este valor reverte a favor da CEM. O 
processo do concurso poderá também ser 
obtido gratuitamente através d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13. Dia, hora e local para explicação do 
concurso:

Dia e hora: 11 de Março de 2014 (terça-
-feira), das 15:30 às 17:00;

Local: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14. Dia, hora e local para entrega das 
propostas:

Dia e hora limite: 2 de Abril de 2014 
(quarta-feira), às 17:00;

Local: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Re-
cepção do rés-do-chão), Macau.

15. Idioma para propostas:

As propostas devem ser redigidas em 
língua oficial da RAE de Macau ou em lín-
gua inglesa

16. Dia, hora e local do acto público:

Dia e hora: 3 de Abril de 2014 (quinta-
-feira), às 10:00;

Local: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Os concorrentes ou seus representantes 
deverão estar presentes no acto público 
de abertura de propostas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o artigo 27.º do Decreto-Lei 
n.º 63/85/M, de 6 de Julho, por forma a 
esclarecer eventuais dúvidas relativas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ao concurso.

Os representantes legais dos concor-
rentes poderão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procurador devendo, neste caso, o pro-
curador apresentar procuração notarial 
conferindo-lhe poderes para 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17.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propostas e 
respectivas proporções: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Proporção
— Preço 50%
— Conformidade com as 

especificações técnicas dos 
documentos do concurso

20%

— Experiência em ma-
nutenção de i luminação 
pública

10%

— Eficácia na gestão do 
trabalho

10%

— C u mp r i mento d a s 
condições contratuais aos 
documentos do concurso

4%

— O próprio concorrente 
ou os sócios actuais/antigos 
e os membros actuais/anti-
gos da administração quan-
do o concorrente é uma 
companhia, não tenham 
sido sentenciados pelo tri-
bunal por implicação em 
acto de corrupção activa 
ou passiva n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nos últimos cinco 
anos

3%

— O concorrente não 
tenha sido sentenciado pelo 
tribunal ou órgão adminis-
trativo de ter empregado 
t r a b a l h a d o r e s i l e g a i s , 
contratado trabalhadores 
para 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fora da empreitada, ou não 
autorizados, nos últimos 
cinco anos

3%

A entidade responsável pelo concurso fará 
a respectiva avaliação de acordo com a infor-
mação mencionada no processo do concurso 
e com a metodologia acima referida.

18. Informações suplementares:

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visitar a sede 
da CEM,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na Di-
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ou visitar 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entre 24 de 
Março de 2014 e a data limite da entrega 
das propostas, para tomar conhecimento 
de eventuais es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os 5 de Março de 2014.

Jorge Manuel Sécio Vieira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Leong Wa Kun (Membro da Comissão 
Executi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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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71.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7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