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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67/2022。

第一條

名稱

（一）中文名稱：澳門旖年藝術團。

（二）英文名稱：C h a r m i n g A r t 

Troupe of Macau，英文簡稱：C.A.T.M.。

第二條

宗旨

（一）加強本澳模特藝術愛好者的溝

通並團結業界。

（二）為推動本澳模特藝術之發展，

並參與公益演出，發揚澳門特有的中西文

化，創造一個具有獨特藝術團隊。

（三）提供交流平台並促進本澳與內

地及其他國家、地區的交流，讓澳門模特

藝術能與國際接軌。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提督馬路109號永

富閣17樓C。經會員大會決議，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四條

性質及存續期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之存續期為

無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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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的本澳、中國內地或

其他國家地區之模特藝術愛好者，皆可申

請入會，並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可成為

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會員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並有表決權。

（二）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有權參與本會活動及享有本會

的各項福利。

（四）於模特藝術範疇內，給本會提

供發展建議和意見。

第七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

事項。

（二）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

展。

（三）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及良好的

社會形象。

（四）團結及促進會員和地區間的合

作與交流。

第八條

開除會籍

涉及下列情況者，將受到開除會籍的

處分：

（一）違反本會章程之規定，作出嚴

重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為者。

（二）違反國家及特區有關法律、法

規、被剝奪公民權利或受到其他嚴厲制裁

者。

第九條

機關成員之任期

獲選為機關成員者，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決

定本會會務，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監

事會成員及修改會章。

（二）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其成員

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組

成。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常年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監事會所提交工作報

告、年度帳目。

（四）會員大會在不少於四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

（五）會員大會之召集，須由理事會

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

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六）會員大會必須在半數以上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議決。如出席人數不足

半數，則可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經

第二次召集的會員大會不論人數多寡，均

可作出決議；會員大會會議決議取決於出

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

（七）倘會員未能參加會議，可委託

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

（八）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九）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

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成員組成，包括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各若干名。

（二）理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

事會成員間相互選出。

（三）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由理事長召集，會議在過半數成員出

席時方可議決，如表決票數相同，則理事

長除本身之票外，有權再投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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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關，負責

監督行政機關運作，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

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及監事若干名。

（二）監事會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間

相互選出。

（三）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會議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議決，如表決票數相同，則監事長除本

身之票外，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三條

收入

本會經費源於會費、社會和政府之資

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四條

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

會規定。

（二）本會對已繳交之會費及捐款均

不予退還。

第十五條

章程之解釋權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梁潔歡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17,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Artes da Cidade Inteligente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4。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智慧城市藝

術發展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para o Desenvolv imento das Artes 
da Cidade Intel igent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Smart City A rt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

（一）利用科技與藝術賦能，集結高

學歷專業人才，對相關數字化藝術、元宇

宙、區塊鏈、創新工程、文化遺產、綠色生

態設計等進行產學研究，構建開放創新、

大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徵的未來社區藝

術生態發展平臺；

（二）發掘本土文化特色，推動社區

多元藝術發展，促進科技融合創新，提升

文化資源運用效率。以關懷社群，尊重生

命，善待生態為原則，舉辦創作、比賽、展

覽、教育、研討、學術講座等活動，加強與

國內外團體交流和合作，推進城市與社區

藝術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三）守護本土特色，傳承傳統，永續

生態和諧，積極推廣澳門國際城市形象，

愛國愛澳，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

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尚，為繁榮澳門社

區人文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白灰街14號新安
大廈3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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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權利：

（1）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2）參加本會組織的各類活動；

（3）享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4）對本會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和監
督。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按時

繳交會費；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為。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會長、副會長、榮譽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

各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議理事會工作

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及榮譽會長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在其

缺席時可委任副會長或其他人士主持會

議；並由理事會秘書長負責協助有關工作

及繕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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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集書內須註明會議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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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員大會決議可另設創會會

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榮譽顧問

等職位以推進會務發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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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制定年度計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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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由至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秘書長一名，其餘為理事。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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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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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各一名及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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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本會活動的收入；本會財產及資產之

收益；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3,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9。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天神巷善慶圍土地

慈善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發揚愛國

愛澳的優良傳統，推廣本澳傳統土地神誕

廟宇文化，促進社區和諧穩定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天神巷善慶圍14
號德發大廈地下A座。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澳門居民經本會會員介紹，並認同

本會宗旨及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入會，經

本會理事會批准後，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支持本會工作。

（二）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

（三）定期繳納會費。

第六條

會員權利

（一）可參與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享有本會舉辦之活動和福利的

權利。

（二）向本會提出建議。

第七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本會工作計

劃；審議理事會之工作及財務報告；選舉

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理事會成員

和監事會成員。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
人，秘書1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舉行。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

之；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四）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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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處理日常

各項會務工作；向會員大會報告會務工作

及提出建議；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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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長召集。

（四）理事會會議在決議事項時要有

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

獲得出席成員的絶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

效。

（五）理事會得設專職工作部門，包

括秘書處、財務部、祭祀部、公關部等，由

各理事分任。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關，監事會由最

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1
名、副監事長及監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每年召開會

議一次，由監事長召集。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

政賬目並負責向會員大會匯報監事會工

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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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會成員可以列席理事會會

議。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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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附則

本章程之解釋權屬於本會會員大會。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99,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Sinologia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8。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

門國學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 Sinologia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Association for Sinology”。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

續期屬無限期。

第三條——本澳社團林立，但以推廣

中華文化，面向中小學組織國學經典讀書

會己任的社團並不多見。有見及此，我們

冀團結有識之士，推廣以儒學為主體的中

華傳統文化與思想，承繼文化薪傳，志在

保存國粹，弘揚傳統，有益世道人心。本

會宗旨是致力促進澳門中華文化傳承平

臺，為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貢獻力量，不

定期開展國學講座、圖片展覽、相關書院

文物展藏等活動，滿足嚮慕傳統文化的澳

門居民的文化教育需求。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南灣

大馬路409號中國法律大廈11樓C03室。
經會員大會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其他地

方。

第五條——凡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

傳統文化與思想、國學經典之研究與實踐

有興趣的個人及相關機構，由其本人 /機
構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成

為個人/團體會員。

第六條——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建

議；

（二）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舉辦的國學講座、相

關書院文物、培訓以及會展等各項活動。

第七條——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決議；

（二）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

作；

（三）繳納會費；

（四）若當選為本會機關據位人，須

履行任內之職責。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本會會長、副會長、理事

會及監事會之成員均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經理事會提名，本會得聘

請社會及行業之知名人士、專業人士為名

譽會長、學術顧問或研究員，以指導及參

與本會工作。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二）除其他法定職責外，會員大會

還負責：

（1）討論、表決及通過修改本會章
程；

（2）選舉產生會員大會會長、副會
長、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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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

要，可設副會長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

（四）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不

能視事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會員大會由理事會負責召集。

（六）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特別

會議由理事會或五分之三全體會員提議

召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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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八）會員大會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

方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延後半

小時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少均得議決事宜。

（九）大會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修改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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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和理事各若干人。

（二）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策劃、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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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和主

持；理事會會議的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

對多數贊同票方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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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

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

（二）監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2）監察本會理事會之運作；

（3）查核本會財政賬目；

（4）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三）監事會會議的決議須獲出席成

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會費；

（二）會員贊助、社會捐贈和政府機

構資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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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修改。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54,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62。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歐網球

協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C h i n a - 
-Europe Tennis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爲“MCET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中國

網球發展，向歐洲網球發達的國家和地

區學習，取長補短；透過澳門作為中西文

化的交匯點，亦作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個

窗口與渠道，用網球為雙方運動員、教練

員、家長、俱樂部、網球愛好者搭建一座

橋樑，藉此機會，助力澳門體育發展，貢

獻力量。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哥英布拉街

濠庭會所第九座7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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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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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

監事會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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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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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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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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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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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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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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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97,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63。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粵港澳大灣區工

藝美術協會”，英文名稱為“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dustrial Art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遵守憲

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組織開展學

術研究，弘揚、推廣、促進中華文化與藝

術健康發展，加強工藝美術認識，增強民

族之間的凝聚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繼

承與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精髓，營造樂

於欣賞和參與工藝美術文化藝術的社會

氛圍，激發工藝美術文化創意和促進文化

多元化健康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勞動節街寰宇天

下5座19樓C座。

第四條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由理事會

批准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出席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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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提前向理事會作出書面通

知。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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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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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

監事會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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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若

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四、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五、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必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上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會之議程；如遇重大

或特別事項得召開會員大會。

六、如會議當天出席會員人數不足半

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寡，亦可舉行會議。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

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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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

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以及監察理事會

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

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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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的絕對多數贊成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會員會費、各

界人士贊助及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資金

時得籌募之。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8,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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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64。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輕工業聯合

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勞動節街寰宇天

下第5座19樓C座。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遵守憲

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組織開展學

術研究，弘揚、推廣、促進中華文化與藝

術健康發展，加強輕工業認識，增強民族

之間的凝聚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繼承

與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精髓，營造樂於

欣賞和參與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激發輕

工業文化創意和促進文化多元化健康發

展。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有意加入本會之人士，均可以書面

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待得到本會

理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

權；

（二）參加本會活動的權利；

（三）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四）入會自由、退會自由；

（五）對本會提出批評建議和監督。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和決議；

（二）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三）完成本會交辦的工作；

（四）向本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

料；

（五）按規定繳納會費。

第七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

會、監事會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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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四）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五）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由理事會召集，必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上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會之議程；如遇重大

或特別事項得召開會員大會。

（六）如會議當天出席會員人數不足

半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

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舉行會議。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各若干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二）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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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監

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各若干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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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票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會員會費、各

界人士贊助及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資金

時得籌募之。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68,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Profissional de 
Promotores de Jog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及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5。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博彩中介人

專業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Profissional de Promotores de Jogo de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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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國愛澳，嚴守法律。支持澳門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強本澳博彩中介專

業，創造産業溝通團結業界；

二、為推動本澳博彩專業之發展，提

供技術性的意見及建議；

三、提供交流平臺並促進本澳與其他

國家及地區交流，讓澳門博彩專業能與國

際接軌。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十月初五日街58號
二樓。

第四條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一、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由理事會

批准後，即可成為會員。

二、 本會會員有權出席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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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提前向理事會作出書面通

知。

三、 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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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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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

監事會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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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若
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四、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五、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必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上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會之議程；如遇重大

或特別事項得召開會員大會。

六、 如會議當天出席會員人數不足半
數，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寡，亦可舉行會議。

第七條

理事會

一、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

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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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

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以及監察理事會

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

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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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的絕對多數贊成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會員會費、各

界人士贊助及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資金

時得籌募之。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81,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Indústria de Cultura, Turismo e Vida da 
Arte de Lótus na Área da Grande Baía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61。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大灣

區蓮藝文旅生活產業促進會”，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Indústria de Cultura, Turismo e Vida 
da Arte de Lótus na Área da Grande 
Ba ía”，英文名稱為“A s so c iat 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Lotus Art Culture, 
Tou r i sm a nd L i fe I ndust r y at T he 
Greater Bay Area”。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弘揚中華傳統藝術與生活文化，連結大

灣區產業交流合作，讓「蓮花」成為全球

性國際品牌的標竿。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雅

馬路28號褔海花園地下A H鋪。經會員大
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門其他地方及設立

分區辦事處。

第四條——凡同意本會之宗旨，經本

會會員介紹，及經理事會批准得成為正式

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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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

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監事

會各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

事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秘書一人。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

機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

會務。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若干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關，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

收支。監事會由最少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若干人。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會議，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

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

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

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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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的決議除法律或

章程另有規定者外，須獲出席會員絕對多

數贊同票方為有效。修改本會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本會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三條——理事會會議、監事會會

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會議由理事會

召集、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事會

會議由監事長召集。

第十五條——理事會會議在有過半

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而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成

票。

第十六條——監事會會議在有過半

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而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成

票。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八條——在本會成立後，由創立

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享有本

章程所賦予之所有權利，並負責招募會

員，召開首次會員大會，並在該大會上選

出各機關成員。

第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第二十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

員大會。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50,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Confraternização 
dos Amigos do Pátio do Espinh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

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60。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茨林圍

之友聯誼會”，中文簡稱為“茨林圍

之友”，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Confraternização dos Amigos do Pátio 
do Espinho de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愛國、愛

澳、促進澳門茨林圍區的活化、發展及保

育活動，舉辦和推廣多元類型活動，廣泛

聯繫茨林圍區居民及澳門各區居民，增進

彼此間的友誼和了解，為澳門締造和諧社

會獻出力量。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169
號B聯昌大廈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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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優先參與本會舉辦的
活動和享有本會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及決議，團結
會員，積極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和維
護本會聲譽等義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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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嚴重者，本會有權向外公佈及法
律追究。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負責修改會章；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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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

監事會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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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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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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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

才可進行會議，若不足法定人數，會議延

後半小時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

數多少均得議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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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員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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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

及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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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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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

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年最少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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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或其他資助，倘有不敷或特別用款時，

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附則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由會員大會修

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例規範。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31,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2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22/ASS檔案組第6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極致武道會”，英文

名稱為“Perfection Budo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動大眾

參與各種武道鍛鍊，介紹大家認識及學

習各種武道。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北安永寧街

寶光文創中心2樓207室。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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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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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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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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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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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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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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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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29,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2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22/ASS檔案組第6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非同質化代

幣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Token Não-Fung ívei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 a c au A s s o c i a t io n o f 
No n-F u n g ib l e To ke n”，英文簡稱為
“MANFT”。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聚集本

澳對非同質化代幣作品有興趣的人或機

構進行創作。把澳門打造成為向全球發行

非同質化代幣作品的領先地區。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180號
皇朝區東南亞商業中心18樓D。如有需
要，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機構會員是粵港澳大灣區和其

他國內外相關非同質化代幣的機構，向本

會提出書面申請，經理事會批准簽發會員

證書。並一次性繳交會費澳門元1000元
正。

（二）個人會員是在非同質化代幣領

域有一定專長的國內外居民，向本會提出

書面申請，經理事會批准簽發會員證書。

並一次性繳交會費澳門元300元正。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享有參與本會舉辦活動之福利及設施之

權利。

（二）會員須自覺維護本會聲譽，遵

守本會會章和執行本會各項決議及繳納

會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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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制訂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本會工作方針和計劃；審議和通

過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工作及財務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1名、副會長若
干名及秘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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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3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1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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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需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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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視本會之需要，得聘請

若干社會人士擔任本會之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或會務顧問，其任期與本會理事會成

員任期相同。

（五）理事會得下設秘書處，並可視

需要設置若干工作部門，以利開展工作。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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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1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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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一）會員會費。

（二）社會熱心人士、政府或社會機

構資助贊助。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一條

附則

（一）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執

行。

（二）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會員大

會，解釋權屬於本會理事會。

（三）本章程未訂明之處，將按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會徽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89,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2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22/ASS檔案組63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音樂 貓

慈善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 Benef icênc ia de` Música Gato´ 
Macau”，英文名稱為“The Music Cat 
Charitable Association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透過音樂

藝術宣傳善待動物訊息，推動教育下一代

正確飼養方式；宣揚領養不棄養，尊重生

命，愛護生命。協助及宣導流浪貓以不影

響環境的方式生存，包括絕育、領養等，

以解決流浪動物問題。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永誠街天晉

地下F舖。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

准，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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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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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書

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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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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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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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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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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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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29,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2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22/ASS檔案組64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金翼機車

會”，英文名稱為“Gold Wing Motorcycle 
Association of Macau-Chin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宣揚“愛

國愛澳”的精神，促進及推動澳門電單車

活動，促進電單車愛好者之間的技術交

流，宣揚正確安全駕駛觀念，以及與海外

不同車會組織進行交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李寶椿街青洲坊

大廈第五座27樓L座。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年滿十八歲並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申請者須經理事會審

查並決議通過，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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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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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員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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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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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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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和監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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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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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84,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Cooperação Académica 
Regional da Juventude Guangdong-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本私人公證署所簽署

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

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

計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本私人公證署

“二零二二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2/2022檔案組內，編號為5，章程條文內
容載於附件。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constituída por documento autenti-

cado assinado neste cartório, no dia 23 de 

Novembro de 2022,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objecto e 

sede constam do estatuto em anexo, sendo 

acto constitutivo e estatuto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do ano 2022, número 2/2022 sob o docu-

mento número 5.

本會中文名稱為“粵澳青年區域學

術合作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operação Académica Regional 
da Juventude Guangdong-Macau”，英
文名稱為“Guangdong-Macao Youth 
Reg ion a l Ac a d em ic C o o p er at 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擁護「一國

兩制」，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弘揚愛國愛澳核心價值，以粵澳青年

為基礎，透過青年之相互交流，發揮粵澳

青年區域合作之多樣性及互補性，藉着學

術交流活動，推廣學術、歷史、文化為主要

目的，促進澳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學術文

化交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322-
362號誠豐商業中心15樓M室。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獲本會邀請或經申請成為會員並

獲本會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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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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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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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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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各界人士贊

助及其他來源的資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

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麥興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3 de 
Novembro de 2022. — O Notário, Mak 
Heng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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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茲證明：

一. 後附之影印本與正本一式無訛。

二 .  附於本證明之影印本，是取自
載於本署“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2022卷之檔案組中第1號之文件正本。

三. 本證明共14頁，每頁均蓋上本署
之鋼印，並由本人編號及簡簽為據。

四. 本證明是用作呈交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印務局之用。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
traída do original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 no maço de do-
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n.º 1/2022.

Três — Que ocupa 14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Quatro — Que a presente certidão se 
destina a ser apresentada junto da Impren-
sa Oficial do Governo da R.A.E.M.

第一條

性質

本會定名為：港澳心理衞生會，葡

文名稱﹕A ssoc iaç ão de Saúde Men-
tal de Hong Kong e Macau，英文名稱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 nd Mac ao，英文簡稱﹕
M H A H K M，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註
冊，為非牟利組織，具有行政及財務自治

權；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東望洋新街243號花園
台第三座景暉閣5樓A座，本會可經由理
事會決議更改地址。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一個以推廣心理衞生為宗旨

的非牟利社會服務組織，以市民的健康為

前提，致力促進社會人士對心理健康的認

識和關注，同時推動港澳地區社會服務

領域的合作與發展，為精神病復元人士、

智障人士及其他有需要使用精神健康服

務的人士，提供心理健康預防、推廣、教

育及培訓、社區支援及康復相關之社會服

務。

第四條

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為兩類：

一、永久會員；

二、普通會員。

第五條

會員入會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從事精神衛生、

臨床心理治療、康復治療、護理、社會工

作、心理輔導的專業人員或具備相關培訓

人士，可提交入會申請表，該申請需獲得

一名會員提名及另一名會員和議，經理事

會審批及接納，得成為本會會員。

二、除會費之繳交外，永久會員及普

通會員的權利與義務相同。

第六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權利包括：

a）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

b）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表決；

c）選舉及被選以擔任章程内的職

務：

d）享有經理事會通過的福利。

二、會員義務包括：

a）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本會
章程及理事會所協定的規章；

b）擁護本會之利益及聲譽；

c）繳交由大會訂定之會費；

d）具責任地執行被選舉及委任之職
務；

e）除非得到理事會批准，會員不得在
本會從事任何支薪工作。

第七條

會員退會或解除會籍

退會或解除會籍：

一、經書面提出自願放棄會籍；

二、會員如被法院裁定違反嚴重之刑

事罪行、損害本會之利益及聲譽、違反本

會章程或規章，經理事會通過，得被取消

會籍。

第八條

組織組織

本會設有下列組織機關：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組成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決策機

關。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

三、每一名會員擁有一個投票權。

四、首次會員大會由社團創立人召

開，並於會議內選出各機關成員。

第十條

會員大會之權限

一、選舉及解任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對理事會任期內工作報告作決

議；

三、對年度報告、帳目及資產負債表

作決議；

四、投票及通過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

會訂定的規章；

五、議決所有交由會員大會審議的活

動和事宜，包括訂定會費金額，修改章程

或解散本會；

六、其他法定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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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主席團

一、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

二、主席團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

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三、主席團由至少三名本會成員組

成，設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一名專職

秘書。主席團成員可以增加，增加的職位

為候補秘書。

四、當主席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

由副主席替任。

五、當主席和副主席同時出缺或因故

不能視事時，由監事會主席代為主持會員

大會；當監事會主席亦出缺時，由與會會

員中選出的人士代為主持。當秘書出缺不

在時，主席將邀請其中一名與會人士，替

任秘書職務。

六、主席團主席的權限包括領導會員

大會運作、批准並簽署主席團會議紀錄。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會議﹕

a）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理
事會召集，會議由主席團主持；

b）在會議上投票表決理事會提交的
上一年度工作報告及帳目；

c）每年舉行一次會員大會選舉，選出
會員大會主席團、任期屆滿的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二、會員大會特別會議召開：

a）需由理事會或監事會要求，或；

b）由不少於1/4（百分之二十五）合資
格會員提出書面要求。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召集

一、會員大會的會議召集書，以一種

官方語言書寫，以約定書函（掛號信或簽

收形式）於會議前至少14天發給所有會
員。若是緊急召集，需於會議前至少8天
前發出召集書。

二、召集書內載有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會議議程，並指出在會址可以查閱的

參考文件。

三、經主席團批准，容許會員使用視

像會議方式參與會議，參與被視為出席，

並在該次會議中擁有投票權。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運作

一、每次召開會員大會時，第一次召

集需要有過半數的會員出席，會議才得召

開和進行議決。倘若沒有上述人數，大會

於半小時後進行第二次召集，無論出席會

員人數多少，也可進行會員大會及作出決

議。

二、在會員大會會議上只可討論和投

票表決會議議程內所載之項目，如有其他

項目需於7天前向理事會提出，理事會審
理後亦需於會議前48小時通知會員有關
決定。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投票

一、除非理事會作出特別指示，否

則與會會員或其授權代表以保密方式投

票。

二、會員如未能出席會員大會，可授

權其他會員代為投票及發言，有關授權須

以書面為之，須在會議召開前將授權書交

到主席團主席。任何與會員自身利益衝突

有關的表決，當事人需向會員大會提出申

報，該會員同時不能親自或透過代表，或

代表其他會員行使投票權。

三、除上款所指之情況外，當對涉及

會員的配偶、有事實婚姻關係者、直系血

親尊親屬或直系血親卑親屬與本會之間

利益衝突事宜進行表決，當事人需向會員

大會提出申報，該會員同時不能親自或透

過代表，或代表其他會員行使投票權。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決議

一、會員大會的決議由與會會員或其

授權代表的絕對多數票通過，但本章程

和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則不在此限。

二、在和票的情況下，主席團主席作

決定性投票。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組成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選

出任期屆滿的理事會成員。

三、理事會由至少三名及最多十一名

成員組成，成員數須為單數，得連選連

任，且各成員之任期按下條規定為之。

四、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秘書及司庫各一名，其他成員為常

務理事，職務由理事會互選產生。

五、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得連選

連任。

六、理事會以多數票作出決議。在和

票的情況下，理事長作決定性投票。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權限

理事會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尤其

有權限：

一、理事會每年召開會議最少2次，由
理事長負責通知和召集，需有過半數理事

會成員出席會議，會議得召開及進行議

決；

二、如理事長認為有需要或過半數理

事提出請求，可召開特別理事會議；

三、執行所有有效及必須措施以達到

本會宗旨；

四、執行章程的規定、會員大會的決

議以及其本身的決議；

五、透過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六、向監事會及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報

告、資產負債表及帳目；

七、向監事會及會員大會提交任期內

工作報告；

八、批核會員入會及退會的安排；

九、訂定入會年費及本會內部規章；

十、管理本會的財產及資源；

十一、簽署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

束性文件；

十二、視乎會務需要成立常設或臨時

性質的工作小組及專門委員會；

十三、視乎會務需要委任義務法律顧

問及義務核數師以支援本會事務；

十四、行使所有為履行本會的宗旨、

且非其他機關權限的適當管理行為；

十五、其他法定權限。

第十九條

監事會之組成

一、本會的監察機關為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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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會成員可由理事會或會員大

會根據會方需要邀請及推薦合適人士出

任。

三、監事會成員由至少由三名成員組

成，成員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得連選

連任。

四、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一名，其他成員為監事。

五、監事會以多數票作出決議。在和

票的情況下，監事長作決定性投票。

第二十條

監事會之權限

監事會之權限包括﹕

一、監事會會議按實際需要由監事長

負責通知和召集，需有過半數監事成員出

席會議，會議得召開及進行議決；

二、監察本會帳目；

三、對理事會年度帳目報告發表意

見，並建議會員大會通過；

四、於發現本會管理有不正當情況

時，可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五、其他法定權限。

第二十一條

各機關職務據位人之任期

一、無論選舉和就任的日期為何時，

任何機關職務據位人之任期至其任期內

最後一年12月31日結束。

二、據位人繼續保有其職位，直至新

當選的人士接替。

第二十二條

財產

一、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止。

二、本會之財產由履行其職責時所收

到或取得之所有資產、權利及義務構成，

並由理事會負責管理。

三、本會的賬目須每年交由認可資格

的核數師進行核數，及需呈交會員大會及

監事會查核。

第二十三條

資源

本會之資源可來自以下方面：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撥款；

二、本地或外地之公、私法人或自然

人之捐贈、撥款或贈與；

三、本會以有償、無償方式或其它方

式取得之一切資產；

四、為本會宗旨所舉辦活動而得之籌

款；

五、理事會保留拒絕或接受一切資源

的權利。

第二十四條

章程修改

一、本章程之解釋及修訂權屬會員大

會；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第二十五條

本會的解散

一、本會之設立是無確定期間。

二、本會可因法定原因而不再存續。

三、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四、有關社團終止後財產之歸屬﹕

a）在通過解散之會議上，會員須通過
本會資產的處理方案；

b）清算工作由應屆理事會委託合資
格核數師負責執行；

c）如上述機關未能處理，檢察院、清
算人、任一社團成員或利害關係人可向法

院聲請，將財產給予另一法人（社團、財

團或合營組織）；

d）所有資產的處理須確保盡量實現
社團本身之宗旨。

五、社團所生之債務以社團財產承

擔。

第二十六條

解釋

對章程理解有疑問時，以理事會的決

議解決，如有關決議是在會員大會會議後

作出，必須以書面通知所有會員，並在下

一次會員大會會議進行追認。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莊慶嘉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2 de 
Novembro de 2022. — O Notário, João 
Encarnaçã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7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786,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Estudos de Arte 
Internacional Liu Hais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acto contitutivo de 24 de Novembro de 
2022, foi constituída entre 王海濤(Wong 
Hoi Tou) e 是裕興(Shi Yuxing), uma asso-
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tos constam do articulado em 
anexo.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劉海粟國際藝術研究

會”。（以下簡稱本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Estudos 
de Arte Internacional Liu Hais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繼承弘揚劉海粟先生

藝術理論研究的優秀成果，聯絡、團結一

切關心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的有識之士，

勇於探索，勇於實踐，促進中華民族的繁

榮與富強，為澳門與世界的和諧與進步做

出貢獻。 

第三條

存續期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具有人格地位的

社會社團，存續期為無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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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

路600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506；本會可
透過理事會決議更換會址。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年滿18歲、熱愛澳門的人士，承認
本會章程、維護本會權益、執行本會決

議，經理事會批准者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若自行退出本會，應提前最少一個月以書

面形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會員若違

反本會章程，損害本會利益，或違背本會

所依循的原則，經理事會通過，可被撤銷

會籍。

第六條

會員權利和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

1. 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
權；

2. 參加本會的活動；

3. 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4. 對本會工作的批評建議權和監督
權；

5. 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6. 其他應當享有的權利。

本會會員應遵守下列之各項義務：

1. 執行本會的決議；

2. 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3. 完成本會交辦的工作；

4. 向本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

5. 不得作出任何損害本會聲譽的行
為；

6. 其他應當遵守的義務。

第七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有
權：

1. 制定和修改章程； 

2. 選舉會員大會會長一人、副會長若
干人、秘書長一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3. 選舉產生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4. 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
告； 

5. 決定終止事宜； 

6.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會員大會須有2/3以上的會員出席方
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會會員半數以上表
決通過方能生效，唯涉及上述第1點事項
及罷免應屆機關成員之職務之決議，須經
到會會員四分之三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
效。 

涉及本會解散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

第九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在會
員大會閉會期間領導本會開展日常工作，
對會員大會負責。 

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若干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理事會的權限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2.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3. 制定工作計劃，審議工作總結； 

4. 組織開展各項活動。

理事會須有半數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
開，其決議須經到理事會成員半數以上表
決通過方能生效。 

理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情
況特殊的，也可採用通訊形式召開。

第十條

監事會

本會監督機關為監事會，負責監督本
會會務情況、財務收支等。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各若
干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監事會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在

有半數以上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決議

事宜，其決議須經到監事會成員半數以上

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一條

榮譽職務

本會可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顧問以及其他名譽職銜推進會務

發展。

第十二條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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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人仕捐

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

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

動之開支，必須經由理事會通過確認，並

由本會之收入所負擔。

第十三條

解釋權

本章程的修改權屬於會員大會、解釋

權屬於理事會。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4 de 
Novembro de 2022. — O Notário, Zhao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25,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65/2022。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體育總

會聯合會”，葡文名稱為“F e d e r a ç 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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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Associações Gerais Desportivas de 
Macau China”，英文名稱為“Federation  
of Macau China Sports General Asso-
c iat ions”（以下簡稱“本會”）。屬非牟
利社團，具有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其存

續不設期限，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

關法律條款管轄。

第二條——會徽、會址

會徽：

會址：本會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

現會址設於澳門冼星海大馬路105號金龍
中心7樓JKL座，經會員大會批准，本會會
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宗旨是：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法律、法規和各項政策，熱愛祖國、

擁護「一國兩制」、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依法施政；聯絡澳門各體育總會及具

體育總會功能之協會、加強體育界之團結

和聯誼、促進體育運動之開展、提高各項

技術水平、加強對外交流、增進本澳與各

地體育界之友誼、匯集會員意見、向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出謀獻策及為促進澳門

體育事業之繁榮和發展作出貢獻。

第四條——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正式會員及普通會員兩

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一）正式會員：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身份證明局正式註冊及獲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體育局認可登錄之單項體育

總會，均得以單項體育總會名義申請加入

本會為正式會員，每一正式會員需指定一

名行政架構成員為代表人，加入本會組織

架構，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單項體

育總會具函申請改換代表人。

（二）普通會員：凡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身份證明局正式註冊及獲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認可登錄之單項體

育會，均得以單項體育會名義申請加入

本會為普通會員（但沒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三）不論單項體育總會或單項體育

會在申請入會時，必須承認及遵守本會

章程，填寫申請表格，並經理事會審查批

准，在繳納入會會費後，才可分別成為正

式會員或普通會員。

（四）通過理事會議決，得聘任會員

及社會賢能對本會有卓越貢獻者為永遠

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以指導及推進會務（但沒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在下次會員大會時給予追認。

第五條——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只限正式會

員）；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

（六）享受本會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議

決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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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團結和合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

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或以上

者，其會員資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是

否除去該會員的資格擁有最後決定權。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

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

事會決定及作出譴責和警告之處分；情況

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除去該會員的

資格。

（四）會員處於被法院下令解散者即

喪失會員資格。

（五）會員被除去該會員的資格時，

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機關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每三

年選舉一次，得連選連任。

第十條——（一）本會各機關之選舉

取決於候選之提名，且應在會員大會在職

會長面前進行。

（二）候選之提名，應載有接受全部

候選人之個人聲明。

（三）選舉大會於任期屆滿之年舉

行，而候選之提名應於選舉大會舉行前的

五個工作天為之。

（四）在職之成員繼續執行其職務至

被選出之新成員就職時為止。

第十一條——（一）本會之會長、理

事長或監事長，如長期因故不能視事，則

應通過會員大會決議，從會員中選出一人

接任該職位，若該名人士本身亦為機關成

員，則應同時自會員中另選一人接任其職

位。

（二）被選出之新機關成員，應擔任

該職務至有關前任者之任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本會各機關之決議應載

於會議紀錄簿冊內，並應載有出席會議之

有關機關多名據位人之簽名。會員大會之

會議紀錄，應載有主持會議之人之簽名。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

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各若干名。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會長、

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秘書、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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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六）按理事會提名，授予名譽會員

榮銜；

（七）在接獲對理事會的決議上訴時

作裁決；

（八）解散本會。

第十五條——（一）會員大會必須每

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並由理事會負責召

開，由會長主持，若會長不能視事時，由

常務副會長或副會長代任。

（二）召集書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前

至少10天寄往會員的聯絡地址或透過由
會員代表簽收之方式召集，該召集書內

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三）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

在過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

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

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作出

決議。

第十六條——（一）大會決議取決於

出席之會員之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以下

各款規定之適用。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之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七條——（一）就本會各機關之

選舉、理事會預算之討論及通過，以及報

告書和帳目之討論及表決，均由會員大會

以平常會議為之。

（二）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會員大

會會長主動召集，或應理事會或二分之一

會員要求而召集。

第十八條——會員得委託另一會員代

表其本人行使投票權，委託應以具有前者

簽名之文書為之，其內詳細列明由其代理

人參加之會議資料，或詳細列明其代理權

所涉及之事項類別。

第十九條——（一）理事會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及副

秘書長若干名，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

理本會日常會務。

（三）理事會因應需要設立若干部

門，該等職位人選由理事會選出，任期為

三年，得連選連任。

（四）理事會最少每季度召開會議一

次，通常與監事會一起召開，商議會務；如

有必要，可由理事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或

應半數以上會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

開。第一次召集時，理事會必須在過半數

理事會成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但如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

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

會議。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可作出

決議。

（五）可設候補理事，人數為單數，且

不超過正選理事人數。正選理事缺席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候補理事替代。

第二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和財務狀

況；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

預算；

（四）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五）決定本會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代表機構、功能部門的設立，制定及

修改其管理制度及規章（內部規章）；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取

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權範圍內，依照本會章

程處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由理事長代表本

會；

（九）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十）科處譴責和警告之處分；

（十一）領導本會之工作，聘用和辭

退僱員及訂定其報酬。

第二十一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

擔，包括法庭內外，均由理事長或其授權

人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書交收則只

須任何一位理事會成員或本會辦公室職

員簽署均為有效。

第二十二條——理事長可解決本會緊

急問題，但事後應在緊接的一次會議時知

會理事會，由理事會確認。

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若干名、監事若干名及秘書若干名，同

時，亦設立常務監事若干名，互選產生；

（三）監事會每季度最少召開會議一

次，通常與理事會一起召開，共商會務；第

一次召集時，監事會必須在過半數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但如出席人數

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

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屆時，不

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

監察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以

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二十五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

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

海內外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機構

或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二十六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

範領導機關轄下的各部門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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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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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梁潔歡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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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66/2022。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民國大

馬路4 -J 號峰景大廈5樓P。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梁潔歡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8,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uditores de Conta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五條――（三）其他類別之會員指

理事會按需要而設立之會員類別，包括

但不限於本會邀請之永遠名譽會長、名譽

會長及名譽顧問；該等人仕將不會直接參

與本會之行政及管理等事務，亦没有本會

正式會員之選舉權。唯必需符合本會之宗

旨。

第七條――（二）會員大會每年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當理事會認為有必要

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至少在

十天前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

集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

第七條――（五）修改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八條――（二）理事會成員通過互

選，選出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及

財務各若干名。

第十三條――經特別全體會員大會決

議，可解散本會。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6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70,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de 
Kong Mun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22/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5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

（社團名稱及會址）

2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
183-C號祐威大廈（前座，後座）CR/C和
閣樓“PS/L”，得透過會員大會決議將本
會會址遷移到本地區的其他地方。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周細金Chao Sai Kam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3,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22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22/ASS檔案組第60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修改有關社團章程之全部，其修改內

容如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聖善學校家

長教師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ais e Professores da Escola Dom João 
Paulino de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發揚愛國愛澳精

神，宗旨為；

（一）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和聯

繫；

（二）收集家長對學校行政及教育方

針之意見；

（三）促進家長與教師及家長與家長

之間的良性溝通，從而建立良好融洽之關

係；

（四）在人力、物力及精神上支持並

改善學校設施，輔助校務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嘉路士米耶

馬路（無門牌）“聖善學校”（嘉模聖母堂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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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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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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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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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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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員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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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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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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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附則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理事長

和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86,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學會修改

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起，

存放於本署3/2022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3號，該學會修改章程內容載
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 門 民 航 學會”，葡 文名 稱

為“I n s t i t u t o d e Av i a ç ão C iv i l d e 
M a c a u”，英文名稱為“I n s t i t u t e o f 
Macao Civil Aviation”（以下簡稱 “本
會”），聲明修改本會章程第二條、第六

條、第十二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一條，修改內容如下：

第二條

住所

本會設於澳門馬場東大馬路25-26號
福泰工業大廈六樓A座澳門民航學會秘
書處，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經理事會

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

方。

第六條

會費

所有會員均需每年繳付會費。

第十二條

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通過理事會提交的有關上一年的報告

及帳目和監事會提交的意見書，並進行倘

有之機關成員的選舉。

（二）［保留原文］。

（三）會議得以視像會議、電話會議

或其他遠距離傳送資訊的類似方式，同時

在不同地方進行。

第十九條

會議及決議

（一）理事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

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開；理事會任一名成

員亦得召集理事會之特別會議。

（二）理事會之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

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

（三）理事會的決議須經出席會議成

員的半數以上票數通過，票數相同時，理

事長具有決定性一票。

（四）會議得以視像會議、電話會議

或其他遠距離傳送資訊的類似方式，同時

在不同地方進行。

第二十一條

組成

（一）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組

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和

監事若干名，其數目總數為單數；

（二）［保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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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收入

屬於本會的收入：

（1）［保留原文］；

（2）［保留原文］；

（3）［保留原文］；

（4）有需要時由理事會決定籌募而

所得之款項；

（5）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會徽

本會採用以下會徽：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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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2021

323,459,335

166,493,808

2,862,590

492,815,733

324,242,982

283,756

108,046,895

432,573,633

925,389,366



N.º 48 — 30-11-2022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7787

100,000,000

325,000,000

218,457

425,218,457

500,170,909

500,170,909

925,389,366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m 29 de Novembro de 2021, a Companhia de Gás Natural Nam Kwong, Limitada, e a Sinopec Great Wall Gas Investment Co., Ltd. 
formaram a empresa conjunta,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doravante referida como “Companhia”).

Em 17 de Dezembro de 2021, a Companhia assinou com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 “Contrato de Con-
cess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Fornecimento por Grosso de Gás Natural”, através do qual o Governo de Macau concedeu à Companhia o 
exclusivo da exploração do serviço público de fornecimento por grosso de gás natural na RAEM, incluindo aquisição, importação, arma-
zenamento, transporte, distribuição e fornecimento por grosso de gás natural.

De acordo com o Relatório da Contabilidade,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1, o investimento da Companhia em activos de exploração ex-
clusiva e obras de construção em curso foi de MOP491.249.800 do qual MOP491.197.800 são activos de exploração exclusiva adquiridos 
do Governo de Macau e obras de construção em curso; o volume de vendas de gás natural da Companhia entre 17 de Dezembro de 2021 
e 31 de Dezembro de 2021 foi de 995.700 metros cúbicos, com receitas de vendas de MOP5.495.400 e lucros brutos de MOP2.706.600, re-
sultando num lucro acumulado de MOP218.500 para o ano.

Queria aproveitar essa oportunidade de manifestar, em representação da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os agra-
decimentos pelas coordenações e auxílios dados pelo Governo da RAEM e diversos sectores da sociedade. A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irá continuar a cumprir com fidelidade o princípio empresarial de “Contributos para a sociedade e os secto-
res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e Macau benefício mútuo com clientes”, a fim de fornecer serviços seguros, de alta qualidade e eficientes aos 
cidadãos e sectores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e Macau.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ang Zhao Hui

 31 de Março de 2022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sociedade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Nós audita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Gás de Cidade de Macau Limitada de 29 de novembro de 2021 (data de 
estabelecimento da empresa) a 31 de dezembro de 2021,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Gerai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
cial de Macau, e emitimos um relatório de auditor sem reservas em 21 de março de 2022.

As acima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são o balanço de 31 de dezembro de 2021, e a demonstração do resultado de 29 de novem-
bro de 2021 (data de incorporação) a 31 de Dezembro de 2021, e o mapa de alteração de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para o período encerrado 31 de Dezembro, incluindo também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notas explicativas.

As anex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
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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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Mário Corrêa de Lemos, Contabilista Habilitado a Exercer a Profissão

for CSC & Associado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21 de Março de 2022

Balanço
31 de Dezembro de 2021

ACTIVOS 31/12/2021
MOP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relativos aos serviços exclusivos 323,459,335

Activos relativos aos serviços exclusivos -- em construção 166,493,808

Recursos para obras 2,862,590

492,815,733

Act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receber e outras 324,242,982

Inventários 283,756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108,046,895

432,573,633

Total dos Activos 925,389,366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l próprio e reserva

Capital 100,000,000

Prestações suplementares 325,000,000

Resultados acumulados 218,457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425,218,457

Passivos

Passivos correntes

A pagar e outras contas a pagar 500,170,909

Total dos passivos 500,170,909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925,389,366

 $7,4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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