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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國際野外休閒活動協會（澳門）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62/2019號。

國際野外休閒活動協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性質

本會定名為“國際野外休閒活動協

會（澳門）”（以下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utdoor 
Leisure Activities (Macau)”。為一非牟
利團體，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二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105號百福
大廈1樓B。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本
澳任何地方，以及可在外地設立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牟利團體。

本會宗旨為推廣各種野外休閒活動文化、

促進本澳野外休閒活動發展的目的，通過

在本澳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以及與不同

地區或國家開展野外休閒活動交往與合

作，使會員能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釋放壓

力，取得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並發揚

愛國、愛澳、關心社會、關心環境的優良

傳統。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創

造野外休閒活動行業發展的可能性，有效

達至經濟適度多元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成為會員

一、任何人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

守本會章程，無不良行為者及年滿十八週

歲，經本會會員推薦，均可申請加入為本

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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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須履行入會申請手續，填寫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批後及交納會費

後方可成為會員。

三、凡違反會章、影響本會聲譽者，

經勸告無效，經理事會決議相應之處分或

開除會籍。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會員具參加會員大會及選舉和被

選舉擔任本會各領導機關的成員；

二、所有會員均享有本會舉辦的各項

活動的權利；

三、所有會員均可對本會會務工作提

出建議或意見。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一切

決議事項；

二、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三、推動會務發展，支持、參與本會

舉辦的各項活動；

四、按年交納會費。

第三章

行政管理機關

第七條

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

任期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任期為叁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及秘書長一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二、會員大會每年必須最少召開一次

會議，由理事會召集並由會長主持；會員

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最

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

該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三、會員大會的權限：

﹝1﹞選舉和解任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的職務；

﹝2﹞決議修改會章；

﹝3﹞審議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
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4﹞通過年度預算及資產負產表；

﹝5﹞審議並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及本
會會員為本會創會會長、永遠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

以推動會務發展；

﹝6﹞制定會務方針。

四、會員大會必須在半數以上會員出

席的情況下方可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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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出決議。

五、有關本條第三款第2項之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全部贊同。

六、如屬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存續期

之決議，則須獲全體會員贊同。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

關，負責執行會務工作，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並根據實際情況設

立若干部門，總人數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的運作：

﹝1﹞理事會每年最少舉行常務會議
四次，在理事長召集或應理事會大多數成

員請求的情況下可召開特別會議。

﹝2﹞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有超過
半數的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項。

﹝3﹞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過半數
票，遇票數相同時，理事長除本身之票

外，有權再投一票。

三、理事會的權限：

﹝1﹞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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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責本會之行政管理及計劃發
展會務；

﹝3﹞向會員大會提交管理報告及提
出建議；

﹝4﹞依章程召集會員大會及會員代表
大會；

﹝5﹞制定平常預算及追加預算；

﹝6﹞制定和通過內部規章；

﹝7﹞其他法律規定之職責。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會議一次；

監事長和副監事長主管日常監察事宜。

三、監事會的權限：

﹝1﹞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2﹞定期審查賬目；

﹝3﹞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
提交會員大會；

﹝4﹞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四章

本會運作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自：

（一）舉辦野外休閒活動展覽，研討

會及培訓班等的收益；

（二）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任何津貼、

捐贈、個別會員與社會熱心人士捐助；

（三）利用本身財產投資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的動產或不動產的收益；

（四）野外休閒活動雜誌，書籍和教

材的收益；

（五）會費；

（六）如有需要可進行籌募。

第十三條

附則

本章程如有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而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8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國際花藝設計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64/2019號。

澳門國際花藝設計師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際花藝設計

師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o Interna-
tional Floral Designer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IFDA”（下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宗旨是團結

本澳花藝設計師；透過花藝課程、工作坊

及各類活動，推廣花藝及其為各會員與國

際花藝設計師之間提供溝通的平台，藉此

提高本澳花藝的水平，並提供花藝資訊和

技術支援。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大纜巷48號新福
寧桃苑地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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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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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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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團會長一名、

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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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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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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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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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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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8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法國花藝設計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63/2019號。

澳門法國花藝設計師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法國花藝設計

師協會”；中文簡稱為“法花協”。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Macau 
Francês Floral Designers”；葡文簡稱為 
“AMFFD”。

英文名稱為“Macao French Floral 
Designers Associat ion”；英文簡稱為 
“MFFDA”（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三條——宗旨

本會宗旨為提供平台予法國知名花

藝設計師與本澳花藝設計師聯繫，藉此提

升本地花藝設計師的素質，並提供資訊和

技術支援；邁向國際舞台，推動花藝設計

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份及引入法國

前沿設計以及歐洲各個花藝大國的最新

設計。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大纜

巷48號新福寧桃苑地下D，並在有需要
時可透過會員大會決議遷至本澳任何

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具以下資格人士，經本會會員介紹及

經理事會議批准得成為一般會員：

（一）對花藝有一定認識的愛好者，

且曾參加花藝設計比賽或類似活動者；

（二）實際在花藝行業從事或曾從事

花藝行業的人士；

（三）對花藝事業或花藝師行業具特

殊貢獻之人士；

（四）在法式花藝重要賽事或大型花

藝比賽中表演出色或獲得獎項者，經理事

會議批准得成為特邀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享有參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享有福利

的權利，有關會員制度由會員大會決議通

過的會員規章所訂定。

（二）會員均須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繳交會費的義務，會費由理事會以決議

形式決定。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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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一名及秘書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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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

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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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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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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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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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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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舉

行一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則於三十分

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員大會得如常召開，並具有效力。

第十二條——理事會會議和監事會會

議每三個月最少召開一次。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得透過會員大

會主席團或應理事會要求經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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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召集並由會長主持。理事會會議應由

理事長作出召集，並由理事長主持。監事

會會議應由監事長作出召集和主持。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會議須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成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及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

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會長及理事

長得單獨或共同對外代表本會，但不妨

礙會員大會或理事會就某特定事項作出

的決議，旨在授權予本會組織機關的其

他成員。

第十七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9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野戰運動總會

Associação Geral de Jogos de Guerra  
Desportiva de Macau, China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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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48。

中國澳門野戰運動總會章程

第一條——名稱及會址

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野戰運動總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Jogos de Guerra Desportiva de Macau, 

C h i n a”，英文名稱為“W a r  G a m e 
Sport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Macau, 
Ch ina”。會址設於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
泉福翡翠第二期11樓K座。經會員大會議
決，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宗旨

1. 冀能提高本地野戰運動技術水平，
增進市民健康，發揚與推廣體育運動。

2. 與本地和外國同類組織合作及以
會員身份參與推行野戰運動之國際組

織。

3 .  主辦及進行年度制野戰運動賽
事。

4. 本總會屬非牟利團體。

第三條——成為會員的資格

1. 必須已於政府註冊的本澳合法團
體。

2. 向本總會申請為會員，必須經理事
會審批同意接納後，方可成為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權利

1.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提名權，並
能參加本總會舉辦之一切賽事及使用會

內設施。

2. 成為會員後，必須於每年度中，不
少於一次派運動員，參加本總會主辦之野

戰比賽。

3. 若於任期屆滿之年度中，無參加本
總會之野戰比賽，則只能保留會籍，不能

行使提名及投票權利。

第五條——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本總會規章與積極參予活動。

2. 並必須按時繳納會費。

第六條——會員的除名

1. 凡蓄意破壞本總會聲譽者，經理事
會調查屬實時，輕則可作口頭警告。

2. 嚴重時，交由全體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後交由理事會執行除名決議。

第七條——組織

本會行政機關組織架構如下：（1）會
員大會（2）理事會（3）監事會（4）裁判
委員會（5）技術委員會（6）仲裁委員會。
各機關人員在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方式

投票選出，任期均為三年，任期屆滿須重

選，而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

1. 各屬會可委派一名代表出席會員
大會進行決議或選舉。

2. 上述代表必須在會員大會會議開
始時，提交由該屬會理事領導兩人聯署的

委任函。

3.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一名主席、若
干名副主席組成，該機構成員總數必須為

單數。

4. 若會員大會在既定開會時間超越
半小時，而主席仍未出席，則由副主席出

任主席，或其代任人選出某屬會代表出任

主席。

另外，倘某代任主席指派一人擔任秘

書職務，但不損害他們在會議所享有之投

票權利。

5.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於最少提前十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召集各會員出席。《召集書》上須列明開

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大會之決議

經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表決贊成，方能

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如有特別事

故，且有半數會員提出，可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6. 會員大會其職權如下：

（甲）制定或修改會章；

（乙）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丙）決定年度工作方針，任務及計

劃。

第九條——理事會

1. 理事會理事會常規性地每六個月召
開會議一次，若主席認為有需要或應大多

數成員的要求得召開特別會議。

2. 凡理事會會議，出席理事成員未超
越半數時，所作之決議視為無效。

3. 理事會為執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甲）籌備召開會員大會；（乙）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丙）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

財務狀況；（丁）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理事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秘書

長一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及理事若干

名，惟理事會總人數必為單數。

第十條——監事會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監督理事會，日常

會務各項工作。監事會設主席一名，監事

若干名，該機構成員總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一條——裁判部門

裁判部門由一名主任和兩名委員組

成，其由會員大會決議委任。主任是本會

理事會之副主席或理事。

第十二條——技術部門

技術部門由一名主任和兩名委員組

成，其由會員大會決議委任。主任是本會

理事會之副主席或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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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仲裁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其職權如下：在理事會的

要求下，對調查案件及紀律處分提交意

見，交予理事會審核判決。仲裁委員會設

主任一名，委員二名。

第十四條——經費來源為會員繳交之

會費，捐贈及其他機構資助。

第十五條——對本章程作任何修改，

最少有四分之三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的贊

成票通過。

第十六條——本會之解散

本會按法律之規定消滅。會員大會有

關解散本會之決議，必須由理事會提出動

議，得到會員大會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成票通過。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5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兒童財商教育協會

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de Quociente 
Financeiro das Criança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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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44。

澳門兒童財商教育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兒童財商教

育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de Quociente Financeiro 

das Crianças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Children’s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1. 推廣兒童及青少年正確金錢觀，培
養他們在賺取、善用、規劃、保存、累積、

社會責任六個財商能力。

2. 舉辦專業兒童財商教練班、講座
及工作坊，培育更多具質素的財商教育人

才。

3. 組織工作坊、親子活動，讓父母與
小孩提升財商之餘，亦能增進彼此感情。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巴波沙新城市商

業中心1期2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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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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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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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及秘書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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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獲全

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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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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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議每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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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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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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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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實務發展協會

簡稱：（青年務展）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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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45。

澳門青年實務發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年實務發展

協會”，中文簡稱為“青年務展”。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積極貫徹「一國兩制」和澳門特

區政府的施政方針，愛國愛澳，配合國家

及特區政府施政政策。

二、透過舉辦各類活動及培訓來培育

青年，啟發他們關注社會、服務社群，讓

他們能夠從活動中發掘潛能，發揮所長，

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確品德

思想。

三、與國內外的組織交流意見，集思

廣益，推動青年務實發展及貢獻社會。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光復圍10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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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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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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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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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及秘書各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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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獲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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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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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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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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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7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綜合度假村企業社會責任促進協會

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Corporativa 

na Indústria dos Resorts Integrados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p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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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o autenticado de 24 de Maio 
de 2019, cujos estatutos em anexo es-
pecificam o fim e a sede. O documento 
constitutivo e os estatutos encontram-se 
arquivados no Maço n.º 2019/ASS/M3 
d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56.

綜合度假村企業社會責任促進協會

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Corporativa 

na Indústria dos Resorts Integrados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grated Resort Industry

Estatutos

CAPÍTULO I 

Denominação, Natureza, Duração, 
Sede e Finalidade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e Natureza)

Um.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
nação em português «Associação para a 
Promo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Corporativa na Indústria dos Resorts Inte-
grados», em chinês “綜合度假村企業社會責
任促進協會”, e em inglês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in the Integrated Resort Industry».

Dois. A Associação é uma pessoa colec-
tiva de direito privado, sem fins lucrativos, 
dotada de personalidade jurídica, que se 
rege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e pela legis-
lação aplicável na RAEM.

Artigo segundo

(Duração e Sede)

Um. A Associação durará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contando-se o seu início a 
partir da data da sua constituição.

Dois. A Associação tem a sede em Ma-
cau,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763, 
Edifício Lun Pong, 9.º andar B.

Três. A sede da Associação poderá ser 
transferida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para qualquer outro local, em Macau, po-
dendo ser criadas delegações ou outras for-
mas de representação em qualquer outro 
local.

Artigo terceiro

(Finalidade)

Um. Tratando-se de uma associação de 
fins não lucrativos, a Associação promo-
ve e defende 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Corporativa na Indústria dos Resorts In-
tegrados, visando uma maior divulgação e 
aprofundamento deste conceito.

Dois . Na prossecução da f inal idade 
acima referida, a Associação prossegue, 
designadamente, as seguintes actividades:

1) Promover junto das empresas a adop-
ção e valorização de práticas no âmbito da 
responsabilidade social e ambiental, e de 
promoção da sustentabilidade;

2) Encorajar um maior investimento por 
parte das empresas em capital humano, na 
protecção ambiental e nas relações com a 
comunidade local;

3) Sensibilizar as empresas para a ne-
cessidade de um impacto positivo ao nível 
económico, social e ambiental;

4) Promover e dinamizar eventos de 
solidariedade social e de cariz cultural e 
recreativo;

5) Colaborar com outras associações 
congéneres sediadas na RAEM ou no ex-
terior;

6) Desenvolver quaisquer outras activi-
dades visando o cumprimento da finalida-
de da Associação.

CAPÍTULO II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quarto

(Órgãos sociais)

Um.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1) A Assembleia Geral; 

2) A Direcção;

3) O Conselho Fiscal.

Dois. Podem ser criadas secções para co-
adjuvar a Direcção, sendo cada um daque-
les órgãos constituído por número ímpar de 
elementos.

Artigo quinto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efectivos da Asso-
ciação.

Dois. Sendo o órgão máximo da Asso-
ciação, compete à Assembleia Geral:

1) Eleger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
cal;

2) Aprovar o Regulamento Geral da As-
sociação;

3) Deliberar sobre as actividades da As-
sociação;

4) Examinar e aprovar o relatório anual 
e o relatório de contas da Direcção;

5) Exercer as demais competências pre-
vistas na lei ou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Três.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se anu-
almente, em sessão ordinária, mediante 
convocação da Direcção,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enviada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na convoca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s.

Quatro. A Assembleia Geral reunir-se-
-á extraordinariamente quando convocada 
pela Direcção,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Cinco. Considera-se validamente cons-
tituída, em primeira convocação, a Assem-
bleia Geral na qual estiver presente, pelo 
menos, metade dos associados efectivos, no 
local e hora marcada. Se à hora marcada 
para o início da reunião não estiver pre-
sente o quórum necessário, a Assembleia 
Geral iniciará os seus trabalhos, em segun-
da convocação, meia hora depois,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os associados efectivos 
presentes,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
trário.

Seis. As deliberações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exigem o voto favorável de 80 
por cento do número dos associados pre-
sentes.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 dissolução 
ou prorrogação da Associação requerem o 
voto favorável de 80 por cento do número 
de todos os associados presentes.

Artigo sexto

(Direcção)

Um . A Direcção, composta por três 
membros, é o órgão colegial de adminis-
tração, que é presidido pelo Presidente, o 
qual é coadjuvado nas suas funções por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Dois. A Direcção exerce funções de 
gestão, sendo as ac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conduzidas pela própria Direcção ou por 
quaisquer entidades terceiras indicadas 
pela Direcção.

Artigo sétimo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Fiscal desempenha fun-
ções de fiscalização, sendo presidido p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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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e, o qual é coadjuvado nas suas 
funções por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
cretário.

Artigo oitavo

(Mandato)

O mandato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é de três anos e renovável, sem exis-
tência de limites para mandatos consecuti-
vos,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Artigo nono

(Representação)

Um. A Associação é representada pela 
Direcção eleita em Assembleia Geral.

Dois. A Associação obriga-se com a as-
sinatura de qualquer um d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CAPÍTULO III

Associados

Artigo décimo

(Admissão de associados)

Um. Qualquer pessoa pode solicitar a 
sua admissão como associado da Associa-
ção sob proposta de um associado efectivo.

Dois. Cabe à Direcção decidir sob a ad-
missão de associados, cumpridas as forma-
lidades definidas em regulamento próprio 
a aprovar em Assembleia Geral.

CAPÍTULO IV

Contribuições e Quotas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Donativos, subsídios e quotas)

Constituem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as receitas da quotização mensal dos asso-
ciados efectivos, as receitas provenientes da 
sua actividade, bem como subsídios, donati-
vos e quaisquer bens aceites por doação.

Artigo décimo segundo

(Destino de donativos e contribuições)

Um. O destino de quaisquer donativos, 
subsídios ou contribuições é decidido pela 
Direcção, salvo acordo em contrário com a 
entidade atribuidora.

Dois. No caso da Associação se dissol-
ver pelos motivos previstos na lei, o seu 
património reverterá a favor de qualquer 
entidade sediada na RAEM, conforme de-
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A promoção das diligências necessárias 
à existência legal da Associação, bem como 
a primeira eleição dos órgãos estatutários 
compete a uma Comissão Instaladora, que 
é composta pelos membros fundadores.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4 de Maio de 2019. — A Ajudante, Gra-
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8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8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天然手作文化協會

Associação de Culturas Artesanais 
Naturai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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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0。

澳門天然手作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天然手作

文化協會”，“Associação de Culturas 
Artesanais Naturais de Macau”，英
文名稱：“Macao Natural Handmade 
Culture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
會”），本會屬非牟利、具有法人地位的社

團。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將受本章程及

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管轄。

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黑沙環御景灣第二座

16/E，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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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宗旨為：

（一）致力推動天然手作文化於澳門

地區及鄰近地區之普及化；

（二）積極聯繫本地、香港及其他地

區之天然手作文化機構及同好者，透過不

同之活動，作為天然手作文化之平台，促

進各地之多元交流；

（三）推動天然手作文化產業的多元

化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同本會宗旨，填寫入會申請表，

經理事會審批，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第六條

會員必需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推動本會會務開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四）按時繳納會費，方可享受會員

權利；

（五）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

行動。

第七條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之條款及

參與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活動的會員將

由理事會作出警告、嚴重警告以及交由會

員大會處以開除等處分。



1016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3 期 —— 2019 年 6 月 5 日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

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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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團

主持，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

長和及若干名秘書組成，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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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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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秘書長若干名、財務長若干名及理事

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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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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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及監事若干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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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及運作

第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政府機關和海內外各界人士和

團體的捐助；

（三）其他。

第十二條

顧問團

本會根據實際情況，邀請有卓越貢獻

或權威的專業人士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顧問或其他名譽職務，以輔助和

支持本會會務發展。

第五章

章程修改及附則

第十三條

章程修改

本章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

論通過修訂；修改章程的議決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如屬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

規定除外。

第十四條

附則

（一）本會自註冊成立日起開始運作，

其存續期不受限制。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一概依

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

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2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親子閱讀推廣協會

Associação de Promoção de Leitura 
entre Pais e Filho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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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3。

澳門親子閱讀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親子閱讀推

廣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中文簡稱“親

閱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Promoção de Leitura entre Pais e Filhos 
de Macau”，葡文簡稱“APLPFM”，英
文名稱為“Macau Parent-child Reading 
Promoting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P-cRPA”。會址：澳門嘉野度將軍街
1號寶明大廈二樓。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之任何地

點。

第二條

宗旨

一、本協會為非牟利團體。

二、致力推動本澳親子閱讀文化。

三、旨在培養家長與子女一起閱讀的

習慣，並以促進彼此之間的感情、達致家

庭和睦為目標。

四、不定期舉辦、參與或與本地或國

際其他同類的組織單位或機構合作與交

流進行可達致上述目的的相關活動。

第三條

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遵守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加入，經理事會審批後，均可成

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之權利

會員可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活動，有

權向本會反映意見和建議；且有表決權、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會員之義務

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大會決議；積

極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活動，推動會務發

展，亦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及利益

之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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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組織架構

本會之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各機關成員每屆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組織及會議

a）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
全體會員組成，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大會之召集的通知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簽收方式發出，通知內容載明會議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議由會長主

持；

b）得應理事會或不少於四分之三的
會員請求，而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二、事項之決議

大會之任何決議須獲出席者、或經書

面/電子方式受託者之四分之三贊同票通
過。

三、權限

會員大會有權：

a）通過及修改章程；

b）制定本會之事務、聚會內容及活動
方針；

c）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及財政報告，並決定資產運用；

d）選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各
成員。

四、會長及副會長

a）會員大會設會長及副會長各一人；

b）會長代表本會，會長不能視事時，
由副會長代行其職務。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及一切會務，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向會

員大會提交工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

會對工作之查核。

二、理事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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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事會得下設若干個工作部門，

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

務；工作部門領導及其他成員由其中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

義予以任命。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之監察機關，

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日常運作及查

核本會之財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

展，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

事會之財政收支、帳目及單據。

二、監事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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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收入

本會收入來自會費、政府津貼、捐

贈、其他合法收益及不帶任何責任或附加

條件之捐助。

第十一條

本章程之生效及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二、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十二條

適用法律

一、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會員

大會閉幕期間，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1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氹仔勝利教會

Igreja de Vitória da Taipa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pelo 
documento autenticado de 23 de Maio de 
2019, cujos estatutos em anexo especificam 
o fim e a sede. O documento constitutivo 

e os estatutos encontram-se arquivados no 
Maço n.º 2019/ASS/M3 d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51.

Estatutos da Igreja de Vitória da Taipa

CAPÍTULO I

Denominação, sede e fins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e sede)

Um. A presente associação religiosa é 
regulada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adop-
tando a denominação em portuguê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Igreja de Vitória 
da Taipa», em chinês “氹仔勝利教會” e em 
inglês «Victory Taipa Church», com abre-
viatura inglesa «VTC».

Dois.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da Évora, n.os 389-427, San 
Sai Kai Fa Un New World Garden, Bloco 1, 
13.º andar M, na Taipa.

Artigo 2.º

(Fins)

A Associação tem por objectivo:

a) Prestar culto a Deus, segundo o ensi-
no das Sagradas Escrituras;

b) Instruir os seus membros nas doutri-
nas evangélicas;

c) Difundir o Evangelho de Cr isto, 
nomeadamente através de conferências 
públicas, serviços religiosos, reuniões ao 
ar livre, campos de férias e publicações de 
livros, jornais, folhetos e audiovisuais;

d) Prestar assistência espiritual nos la-
res, hospitais, prisões, e em qualquer outro 
lugar onde a presença dos seus Ministros 
Evangélicos seja requerida;

e) Promover a solidariedade social atra-
vés de acções de beneficência, assistência 
humanitária e ajuda a famílias necessita-
das; e

f) Promover a investigação religiosa que 
vise a valorização e a continuidade da he-
rança cristã em Macau.

CAPÍTULO II

Dos Associados

Artigo 3.º

(Associados)

Um. Fazem parte da Associação as pes-
soas singulares que tiverem sido admit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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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 associad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sob proposta do Pastor, e cujos nomes 
constem dos registos da Igreja.

Dois. Só serão admitidas como asso-
ciados as pessoas que professem a Cristo 
como Salvador pessoal e que vivam em 
conformidade com os princípios, doutri-
nas, ordem e disciplina da Associação, 
cujos ensinamentos se baseiam na Bíblia 
Sagrada.

Três. Poderão ser excluídos da Associa-
ção, por decisão da Assembleia Geral, os 
associados cuja vida moral e espiritual não 
esteja em conformidade com a ordem, dou-
trina e disciplina da Associação.

Quatro. A readmissão de associados ex-
cluídos é efectuada por proposta do Pastor 
e entregue à Assembleia Geral para a sua 
aprovação.

Artigo 4.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São os direitos dos Associados:

Um. A participação nas eleições de car-
gos  para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cal.

Dois. Examinar os livros e arquiv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São os deveres dos Associados:

Um. Obedecer os regulamentos e as nor-
mas da Associação.

Dois. Participar nas reuni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quando convocados.

Três. Se portar decentemente na socie-
dade, honrando o nome da Associação.

Artigo 5.º

(Defesa dos interesses dos associados)

A Associação defenderá os interesses 
legítimos dos seus associados junto do 
Governo de Macau, assim como de outras 
entidades que achar conveniente e neces-
sário.

CAPÍTULO III

Dos Corpos Sociais

Artigo 6.º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Igreja de Vitória da Taipa:

—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 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e

— O Conselho Fiscal.

Artigo 7.º

(Duração de mandato)

O mandato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é de um ano, sem prejuízo de 
serem reeleitos.

Artigo 8.º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mpost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e reúne ordinaria-
mente, uma vez por ano, e extraordinaria-
mente, sempre que convocada pelo Pastor, 
pela Direcção, pelo Conselho Fiscal ou a 
requerimento de um quinto de associados 
da Associação.

Dois.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elo Pastor, que é o presidente, 
e por dois secretários, escolhidos de entre 
os associados.

Três. Compete à Assembleia Geral:

— Eleger e destituir os associados para a 
Mesa e os restante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 Aprovar a readmissão dos associados 
excluídos, sob proposta do Pastor;

— Aprovar as contas da Associação, me-
diant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 Tomar todas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matérias que lhe sejam legal ou estatu-
tariamente atribuídas, tendo em vista o 
progresso da Associação em boa harmonia 
com seus membros; e

— Alterar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por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Quatro.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
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enviada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oito dias,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Na convoca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s.

Artigo 9.º

(Responsabilidades)

Todas as actividades religiosas ou espi-
rituais, desenvolvidas pela Associação, são 
da exclusiva responsabilidade do Pastor, 
assessorado por outros associados, escolhi-

dos para o efeito, conforme as regras e as 
tradições das Igrejas Pentecostais.

Artigo 10.º

(Direcção)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três mem-
bros; Director-presidente, vice-director 
e um secretário, esse órgão representa-
rá à Associação, por intermédio do seu 
Director-presidente, activa e passivamente, 
perante quaisquer entidades oficiais ou 
privada; e também lhe compete gerir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apresentando à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um relatório 
financeiro e de actividades.

Artigo 11.º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Compete à Direcção:

Um. Convocar as reuni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Dois. Autorizar o pagamento das even-
tuais despesas, não discriminadas no orça-
mento da Igreja de Vitória da Taipa.

Artigo 12.º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três 
membros, o presidente e dois vogais, elei-
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13.º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etência do Conselho Fiscal:

Um. Dar parecer sobre qualquer assunto 
financeiro que lhe seja apresentado pela 
Direcção, e sobre as contas anuais apresen-
tadas pela Direcção à Assembleia Geral.

Dois. Elaborar um relatório anual.

Três. Fiscalizar a actividade patrimonial 
e financeira da Associação, aconselhando 
a Direcção, a pedido desta, em matéria de 
âmbito administrativo e financeiro.

Artigo 14.º

(Realização dos fins)

Para a realização dos seus fins, pode a 
Associação:

— Adquirir, comprar ou onerar bens 
imóveis ou de outra natureza para a insta-
lação de Igr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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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or dos mesmos bens livremente e 
administrá-los, nos termos da lei;

— Contrair empréstimos, requeridos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da Associação, 
nos termos e condições previamente apro-
vad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e

— Organizar livremente as suas activida-
des com a utilização dos meios adequados.

Artigo 15.º

(Património)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é constituí-
do por:

a) Contribuições voluntárias dos seus 
membros e, bem assim de quaisquer he-
ranças, legados ou doações de que venha a 
adquirir; e

b) Bens imóveis ou de outra natureza, 
adquiridos a título gratuito ou oneroso.

Artigo 16.º

(Extinção e destino dos bens)

Um. A Assembleia pode ser extinta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ois.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 dissolução 
ou prorrogação da Associação requere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de todos os associados.

Três. Ao aprovar a extinção e inerente 
dissolução do seu património, a Assem-
bleia Geral deliberará sobre o destino a 
dar aos bens.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23 de Maio de 2019.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1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山西大學珠澳校友會（澳門）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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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7。

山西大學珠澳校友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山西大學珠澳校友會

（澳門）。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組織校友

與母校進行互動交流及校友間聯誼活動；

召開有關會議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為相關

機構和企業提供戰略諮詢。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劏狗環巷

慶運大廈12座5樓I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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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可享

受本會可提供的一切活動和福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按規定交納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會員大

會主席團、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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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會長、副會長和秘書以及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

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由會長

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一名組成。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

之召集須至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方式

為之，或至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為

之，召集書內應提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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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至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理事

會可邀請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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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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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收支。

（二）監事會至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由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的絕大多數

贊成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若有不敷或特別需要時，由理事會決

定籌募之。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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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減塑日常協會

Associação de Vida Com 
Menos Plástic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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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4。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總址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

門減塑日常協會”（下稱本會），葡文

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V i d a C o m 
Menos Plá st ic o de Macau”，英文名
稱為“Macau L ess Plast ic L i festyle 
Association”，中文簡稱為“減塑日常”，
英文簡稱為“M L P L A”，葡文簡稱為
“AVC M PM”。本會為非牟利之永久組
織。

第二條——本會宗旨

（一）宣傳本澳環境友善及減塑生活

的概念；

（二）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澳門；

（三）與本澳及鄰近地區不同界別的

合作，推動環境友善生活概念。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菜園路

261號寶暉花園寶發閣30樓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

會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會員。申請人履行

入會手續，經理事會批准後，繳納會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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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及享有其福利；

會員有退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

面申請。

（二）會員須遵守會章、積極參與會

方舉辦之活動、執行本會各項決議及繳交

會費；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作出

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

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或交

由會員大會決議處以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組織機關之任期為3
年，期滿後可改選或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

及副主席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二）會員大會的權限：

1、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2、選舉及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3、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4、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5、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相關意見書。

（三）會員大會運作：

1、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應理
事會要求，亦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透
過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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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決議時

除另有法律規定外，須獲出席會員的絕對

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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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最少三名以上單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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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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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三）理事會之權限：

1、管理法人；

2、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履行法律
及章程所載之義務；

3、制定年度計劃；

4、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政報
告。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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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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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三）監事會之權限：

1、監察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2、查核法人之財務；

3、就其監督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所繳

交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定期之捐

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上有關之任何收

益。

（二）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社團

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惟其不得附帶任

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規執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4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銀洲湖鄉親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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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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8。

銀洲湖鄉親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名稱：“銀

洲湖鄉親會”，會址設於林茂海邊大馬路

254B信濤灣地下D，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
處，經會員大會決議本會會址可擴至澳門

任何其它地方。

第二條——本會由祖籍江門市，新會

區，崖南，崖西鎮旅居澳門鄉親及認可和

支援本會發展的社會各界人士組成。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熱愛祖國，熱

愛澳門，熱愛家鄉，聯絡鄉誼，扶危濟困

共謀發展，積極參與澳門公益事業，支持

特區政府施政，作為澳門鄉親與家鄉政府

及人民溝通橋樑，為兩地經貿往來，發展

作出應有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在澳門居住江門市銀

洲湖鄉親會（含崖南，崖西）及支持本會

的各界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第五條——申請加入本會之人士需

交身份證副本，經理事會核准，即成為會

員，會員要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會員有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向本會提建議

和意見，有權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本會架構為（1）會員大會
（2）理事會（3）監事會。組織架構每屆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連任不能超

過三屆，本會會長卸任後得出任榮譽會長

或名譽會長，無期限，可出席任何會議，

有發言權。

第七條——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

機關，每年須舉行會員大會一次，會員大

會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提

前八日以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要

修改章程之決議及解散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會員

大會有權選出會長、副會長、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審議理事工作報告，財務報告

及監事會的有關事宜。

第八條——會員大會有權聘請社會賢

達，知名人士為本會名譽會長，設有會長

一名，副會長若干名，人數為單數。

第九條——理事會是執行機關，主持

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設有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最少三人組成，

總人數為單數。

第十條——監事會是監察理事會所

有運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

最少三人組成，總人數為單數。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會費：會員之會費由理事會訂
定。

（2）會員、熱心人士及社會機構之捐
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屬非牟利社團，本

章程未盡善處，均按澳門法律辦理。

第十三條——附件：本會印章。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8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藝生輝粵劇苑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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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5。

藝生輝粵劇苑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藝生輝粵劇

苑”。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弘

揚中國粵劇曲藝文化，豐富民間色彩為宗

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澳門永寧廣

場海景園第一期三樓G座。

第四條——凡對粵劇曲藝音樂方面有

興趣者，可申請加入本會。經本會理事會

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負責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選舉及罷免領導機關成員，推舉會長一

名，副會長二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及協助理事

會處理本會一切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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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

事若干名，總人數必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八條——會員大會至少每年進行

一次，由會長主持並由理事會召集，須提

前八天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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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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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

若干名，總人數必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及福利的權

利。

第十一條——會員有繳交會費及為

本會服務之義務。

【經費】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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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長或副會長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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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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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作一切活動致

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經會員大會通過，

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繳交之任何費用，

概不發還。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酒吧文化交流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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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59。

澳門酒吧文化交流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酒吧文化交

流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宣揚酒吧

健康文化，推動行業潛力。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

路60 0E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0樓10 07

室。經會員大會議決可在本澳內遷址及設

立分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必要條件：

（一）志願加入本協會；

（二）擁護和遵守協會章程；

（三）熱心於酒吧文化事業；

（四） 願意履行協會會員義務。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本會會員擁有以下權利：

（一）在會員大會表決，以及有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

（二）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三）對本會工作有批評、建議、監

督權；

（四）自由申請退會，應以書面形式

通知理事會；

（五）法律、章程及內部規則賦予的

其他權利。

本會會員有以下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

事項；

（二）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三）協助推動本會之發展及促進本

會會員間之合作；

（四）按規定交納會費；

（五）法律、章程及內部規則賦予的

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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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

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

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會員均得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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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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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會議於有需要時隨時召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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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贊同票數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熱心人

士捐贈、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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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處，概由會員大會

或理事會制定之內部規章施行，並受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規規範。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第二公

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2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MW舞蹈劇場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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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ASS/M3檔案組內，編號為
147。

MW舞蹈劇場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為“MW舞蹈劇場”，英文名
稱為“MW Dance Theatre”，英文簡稱
為： “MWDT”（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堅持創新，堅持原創，推廣當代

藝術文化，並形成澳門特有的當代藝術風

格；

（二）提升澳門本土當代藝術認知

度，推廣當代舞，並引入國內外多元化的

當代藝術；豐富澳門當代藝術的多面性。 

（三）透過演出與訓練計劃培養更多

的當代藝術愛好者與從業人員，將作品帶

到世界各地，推廣屬於澳門的當代文化，

並促進本地與海外之間文化、藝術交流與

合作。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順成街25號4樓A座。
經會員大會決議，會址可遷至澳門特別行
政區任何地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一般會員：對於當代藝術創作

有興趣之人士，可填寫及提交入會表格，

經理事會通過，即可成為本會之會員；

（二）團員會員（下稱“團員”）：一般

會員需經過專業相關的考核，達理事會認

可之專業水平，即可成為本會之“團員”；

（三）榮譽客席會員：凡助本會在舞

蹈藝術方面之推廣及發展，並提高本會聲

譽且具國際舞蹈水平的舞蹈家，由理事會

任一成員提名，並經理事會通過，可成為

榮譽客席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一般會員之權利：

（一）參與本會的各項活動；

（二）享受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團員會員和榮譽客席會員之權利：

（一）享有選舉、被選舉和表決權；

（二）參與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三）對本會的工作作出建議、批評

和監督；

（四）享受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二） 所有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及會員大會與理

事會之決議；

（二）積極參與本會所辦之各項活

動；

（三）不作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行

為。

（三）會員之處分：

會員如嚴重破壞本會聲譽或作出任

何有損本會利益行為，由理事會給予警

告，若擔任職務者，可撤銷其職務，或經

會員大會通過，可終止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的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主席

團、理事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權力

機關，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及任免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本會性質及會

務方針的權力。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

成，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的出席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

若出席人數不足，則押後一小時，屆時不

論出席人數多少，都可召開會議。

（三）會員大會由理事會進行召集或

應不少於五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而召

集。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四）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連

任：

A. 主席之職責為主持會員大會。

B. 當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行其
職責。

（五）會員大會所提議案需由出席會

員之絕對多數贊同票通過方能生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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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由三名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

長及理事各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直接

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理事會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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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並可根據
大會制定的方針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B.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和
財務報告。

C. 決定接受會員或給予開除會籍以
外之處分。

D.  決定會內的主要工作人員的聘
任。

（三）理事會成員，除理事長或其授

權者外，均不得代表本會對內或對外發表

意見；

（四）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會議須有過半數的理事

出席方為有效。對提案或人選之表決，

須獲出席者一半以上的贊同票方能通

過。如遇票數相同時，理事長可加投決定

性一票。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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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向會員大會負責。

（二）監事會的職權：

A. 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B. 查核本會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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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

向外發表意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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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 

（一）捐贈；

（二）政府資助；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顧問

第十一條

顧問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名社

會知名人士擔任顧問，任期與應屆理事會

一致。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

附則

本會設有內部章程，條文之制定實施

及修改均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執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6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銘傳大學澳門校友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9/A SS檔案組第49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銘傳大學澳門校友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銘傳大學澳門校友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a Ming Chuan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 i ng Chuan 
Un ivers ity A lu m n i Assoc iat ion of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為團結銘傳

大學澳門學生，增進回流學生之間的交

流，作為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橋樑，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並推動澳門社會的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米尼奧街383
號鴻發花園第二座9樓N。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畢業於銘傳大學（包括學士、碩士

或博士學位課程），且認同本會的理念和

宗旨，並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均可申

請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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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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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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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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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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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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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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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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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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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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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四海國際文化藝術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9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9/ASS檔案組第4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四海國際文化藝術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四海國際文化

藝術學會”，中文簡稱為“四海文藝”。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及國際文化的展

示、研究、培訓、講座、展覽和交流活動，

以促進中西文化藝術交流，推廣澳門的文

化藝術活動，並參與澳門社會文化藝術公

益活動，服務社群，團結本澳文化藝術人

士，拓展澳門本地文化藝術專業人士與國

外文化藝術專業人士的交流互動，提高在

國際文化藝術領域的知名度。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杭州街海怡

花園三座19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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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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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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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和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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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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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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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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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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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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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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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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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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1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民眾建澳聯盟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8/2019號。

民眾建澳聯盟之修改章程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若干名，秘書一名。理事會召集及

主席主持會員大會，若主席出缺或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由副主席代行職務，秘書負

責制作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及副主席

由會員大會提名、選舉產生和任免，會員

大會秘書由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出任。任

期三年，由就職日起計，可以連選連任。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之主席和副

主席：

1. 主席為本社團法定代表人，對外代
表本社團，對內領導本社團之工作；

2. （維持不變）。

第十八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理事長領導及管理本社團的各項
日常工作，並負責召集及主持理事會會

議；

3. 制定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4. 依法管理法人和行使相關法律規
定的其他職權。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7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1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國際環保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5/2019號。

澳門國際環保車協會章程之修改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國

際環保車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 Veículo Motorizadas 
para Protecção Ambiental de Macau”，
簡稱“AIM PA M”。本會會址：澳門亞馬
喇土腰（關閘馬路）廣昌大廈26號地下
A。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5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7/2019號。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之修改章程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於澳門漁翁

街402號南豐工業大廈第一期四樓D。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沙縣同鄉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66/2019號。

澳門沙縣同鄉會之修改章程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維持不變；

二：維持不變；

三：維持不變；

四：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之，若會

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其中一名

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五：維持不變；

六：維持不變。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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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物理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本會為以非營利為目的，

促進澳門社會的科學普及、進步和發展

為宗旨，依法設立的社會團體。本會以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為組織區

域。

第四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1）舉辦各種物理學術活動、推廣物
理學教育；

（2）促進會員間的聯繫與合作；

（3）參與區域及國際學術活動；

（4）探討、評論及推動與本會宗旨相
關之其他事務。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法令、章程

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

節重大者，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訂定與修改章程；

（2）選舉及罷免理事及監事；

（3）議決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
款之數額及方式；

（4）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
算、決算；

（5）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6）議決財務處理；

（7）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
他重大事項。

第十一條——本會設置理事會、監事

會，他們由會員大會通過無記名投票或通

訊投票選舉產生。理事、監事均為無薪職

位，任期2年，可連任。

第十二條——第一款：理事會由若干

名理事組成，其總數必須為單數，設有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

第二款：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

召集會員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副理事長

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事務。理事長因

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第一副理事長代理

之。秘書長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日常事

務。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審定會員資格；

（2）召集會員大會；

（3）擬訂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
算、決算；

（4）推薦理事及監事候選人參考名
單；

（5）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德

高望重、並對本會發展有重大貢獻的資深

人員若干名為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或顧

問，其聘期由理事會訂定。

第十八條——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

大會時，可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行使權

力，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九條——會員大會的決議，以會

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中絕對多數同

意即為有效。但章程之訂定與修改、會員

除名、理事及監事罷免、財產處理及其他

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

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可生效；而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第二十條——理事會和監事會每年

至少舉行一次聯席會議或根據需要舉行

臨時會議。會議形成的決議各以理事、監

事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多數同意即為有

效。

第二十一條——理事有義務出席理

事會議，監事有義務出席監事會議，不得

委託出席。

第二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常年會費：永久會員會費、個人
會員會費、團體會員會費、學生會員會

費；

（2）事業費，政府部門或學術單位資
助；

（3）會員捐款；

（4）委託收益；

（5）基金及其孳息；

（6）舉辦會議或推廣活動的收益；

（7）其他收入。

第二十七條——（刪除此條）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9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來賓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9/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高美士街14號景秀花園2樓C。

第一章第四條——經會員大會批准，

會址可遷至澳門其他地方。

第二章第六條第三款——會員大會每

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負責召開。大會之

召集須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

或有超過五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

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二章第六條第六款——會長、副會

長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二章第七條第三款——理事會設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常務理事若干

人。如有需要，可設理事若干人、秘書處一

人、副秘書長若干人，理事會總人數為單

數，理事長均由全體理事互選產生。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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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同善堂”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同善堂, foi alterado por docu-
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21 de Maio de 
2019,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名稱、會址）

本會中文名稱為“同善堂”，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Tong 
Sin Tong/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Tung Sin Tong/Tung Sin Tong”，及英
文名稱為“Tung Sin Tong Char itable 
Society”，以下簡稱“本會”，會址設於澳
門庇山耶街55號。經值理會議決，會址可
以遷移或設分區辦事處。

第二條——（宗旨）

一. 本會為非牟利之社會慈善機構，
以「同心濟世、善氣迎人」服務社群為宗

旨。對本澳有需要之貧苦人士或因天災人

禍陷入困境者，提供醫療、物質或精神上

的援助。

二. 本會主要之服務：扶貧救災、贈醫
施藥、開辦中小幼免費教育、免費托兒服

務、提供長者及傷殘人士的支援服務、免

費業餘專業培訓及其他適宜本會參與之

社會福利工作。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會員入會）

申請入會須由值理推薦，並由會員大

會通過。

第四條——（權利和義務）

一. 會員之權利為：選舉及被選舉為
機構成員。

二. 會員之義務為：A）被選為本會機
構成員者須履行其職務；

B）根據其經驗及能力執行由值理會
委託之工作。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一節

機構

第五條——本會設有以下組織機構：

A）會員大會；

B）值理會；

C）監事會。

至本章程通過生效後，本會各組織

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中產生，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主席、值理會

主席、監事會監事長只能連任壹屆。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六條——（組成及會議）

一. 會員大會由享有本會權利的會員
組成，為本會最高議事組織，設有主席一

名、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

二 .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以便通過會務、財務報告及有需要時

進行修章。

三. 當有需要時值理會可召集會員大
會之特別會議。

四. 會員大會倘遇事不克舉行則可順
延，而屆內會員大會、值理會、監事會之

成員任期直至新一屆選舉產生為止。

第七條——（召開及運作）

一. 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主席召集，
並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

簽收之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須指明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相關議程。

二. 在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最少
有半數完全享有本會權利的會員出席下

才能運作，但在會議開始十五分鐘後召

集之第二次會議時，大會得在最少百分之

二十五的本會全體會員出席下視為有效。

三. 會員大會之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絶對多數票，但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

除外。

四. 如會員因事不能出席，可授權本
會其他會員代表之，但須有授權書方可。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權限）

一. 選出及罷免本會各機構之成員；

二. 通過本章程之修改；

三. 制定及通過內部規章及修改；

四. 通過會務及財務報告；

五. 批准本會對行政管理機構成員在
執行其職務時所實施之事實提起訴訟。

六. 本會設會員名冊，會員如有違反
會章或破壞本會聲譽之行為者、或以書

面方式自願提出退會，經會員大會會議核

實通過，將予終止會籍之處分或作自願退

會。

第三節

值理會

第九條——（組成）

一. 值理會為本會之行政管理機構，
由不少於三十名成員組成，但人數必為單

數，由本機構成員互選出一名主席、不少

於六名副主席、一名秘書、一名財務及若

干名值理；

二. 值理會之成員每三年由會員大會
在享有完全權利的會員中選出。

第十條——（值理會之權限）

一. 凡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各有
關機構簽署文件時，得由值理會主席或由

值理會會議委派代表簽署；

二. 策劃發展會務和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

三. 推薦新會員；

四. 籌募經費；

五. 制定財務預算案、帳目報告及意
見書；

六. 按照決議，由值理會任何成員在
法庭內外代表本會，為此而設定受權人。

第十一條——（值理會成員之職務）

一. 主席之職務為：

A）召集值理會會議；

B）主持值理會會議；

C）聯同秘書簽署載於專用簿冊中的
會議錄；

D）在表決票數相同的情況下行使決
定性投票權；

E）聯同秘書在任何公共或私人實
體中，及在任何行為之執行上代表本會，

除值理會或會員大會議決另行公佈方式

外。

二. 副主席之職務為主席因故不能視
事或缺席時依次代替之。



N.º 23 — 5-6-2019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0177

三. 秘書之職務為：

A）制定值理會之會議錄及將之匯集
於專用簿冊中；

B）聯同主席簽署會議錄；

C）將屬於本會的所有文件有條理地
收藏及保存在會址內。

四. 財務之職務為按照本會機構之決
議規定，處置本會之財政基金，有條理地

保管帳簿，收支記錄證明，定期向值理會

及監事會提交財政報告。

第十二條——（值理會會議之召開及

運作）

由值理會主席召集，並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

各成員。召集書內須指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相關議程，於下列任何一種情

況下會議被視為有效：

A）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值理會
成員出席；

B）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過十五分鐘
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得在最少百分之

二十五的本會全體值理會成員出席下視

為有效。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三條——（組成）

一. 監事會成員由不少於七名成員組
成，但人數必為單數，由本機構成員互選

一名監事長、若干名副監事長、一名秘書

及若干名監事；

二. 監事會之成員每三年由會員大會
在享有完全權利的會員之中選出。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權限）

監事會之權限為：

A）監察值理會之工作；

B）定期審查帳目；

C）對財政預算，帳目及報告書提出意
見及評核。

第十五條——（監事會會議之召開及

運作）

由監事長召集，並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各成

員。召集書內須指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相關議程，於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

會議被視為有效：

A）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監事會
成員出席；

B）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過十五分鐘
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得在最少百分之

二十五的本會全體監事會成員出席下視

為有效。

第十六條——（永遠榮譽主席、榮譽

值理）

本會會員大會正、副主席，值理會正、

副主席卸職後如不再擔任值理，得聘為永

遠榮譽主席，可出席值理會、監事會會議，

及有發言權。值理卸職後，得聘為榮譽值

理。本會會員大會秘書卸職後，亦得聘為

榮譽值理。

第十七條——（永遠榮譽監事長、榮

譽監事）

本會正、副監事長卸職後如不再擔任

值理，得聘為永遠榮譽監事長，可出席值

理會、監事會會議，及有發言權。監事卸

職後如不再擔任值理，得聘為榮譽監事。

第四章

財產及收益

第十八條——（財產及收益）

一.  本會的財產由動產及不動產組
成。

二. 本會的收入為：

A）任何公共或私人實體之捐獻、資
助餽贈或遺贈；

B）屬本會財產或提供服務所得的收
入。

第十九條——（附則）

一.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事宜，得由值
理會全體會議修改，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執

行。

二. 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完全為義務
性質，不受薪津。

私人公證員 António Baguinh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1 de 
Maio de 2019. — O Notário, António Ba-
guinho.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1/96/M號法律第十條之

規定，豁免有關刊登費用）

(Isento do custo da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11/96/M, de 12 de 

Ago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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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報告

致各股東

董事會謹提呈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八年的年度報告，包括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

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本公司於2015年11月20日組織成立；主要所營事業為投資經營電召的士服務業務。有關電召的士業務於2017年4月1日正式營
運，初期投入50部特別的士，及後於同年7月陸續投入餘下50部特別的士。當中2017年8月因颱風天鴿關係，所引致的水災, 導致本司9
部電召的士被淹, 全部均報銷處理。該9部電召的士按程序重新購置，直到2018年3月再次全部投入服務，合共100部電召的士。

2018年度累計營運收入及其它收益為澳門幣$60,212,576(以下所述金額的幣別均為澳門幣)；本年度各項開支及費用主要為重
新購置經營業務所需車輛及設備、辦公室設備及裝修、員工薪酬以及經營業務之租賃、保養、維修、保險、行政費用及折舊等，總計

為$69,054,265。故此，本年度錄得虧損$8,841,689，並建議將該金額撥入累積損益。

行政管理機關在近月已致力於進行系列之改革及整頓，爭取2019年公司業績能夠扭虧為盈。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行政管理機關

 黃共流先生——董事長

 張志民先生——副董事

 甄佩嬋小姐——董事

 陳倩影小姐——董事

 張敬文先生——董事

獨任監事

 梁金泉先生——核數師

秘書

 李詠瑜小姐——秘書

承董事會命

余健龍

總經理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要財務報表的

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致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全體成員：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務所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及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階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本事務所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
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
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核師報告一併參閱。 

梁雁萍註冊核數師

京澳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於澳門 
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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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35,096,520

長期投資 3,500,000

38,596,520

流動資產

應收帳款和其他應收款 890,586

股東及聯號往來和貸款 10,300,000

預付款及按金 696,7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39,475

19,626,768

資產總額 58,223,288

權益和負債

資本和公積

資本 10,000,000

資本公積 36,350,000

累積虧損 (24,562,450)

權益總額 21,787,550

負債

非流動資產

長期負債 18,469,522

流動負債

預收收益 5,745

應付帳款和其他應付款 6,031,929

股東及聯號往來和借款 3,433,850

長期負債之一年內應償還額 8,494,692

17,966,216

負債總額 36,435,738

權益和負債總額 58,22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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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A Sociedade Anónima estabelecido em RAEM)

O Relatório de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em de submeter o Relatório Anual sobre a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de Servi-
ços de Rádio Táxi Macau S.A. («a Sociedade») e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A Sociedade foi constituída em 20 de novembro de 2015 e tem por objecto social o investimento e a realização de serviço de Táxi por 
chamada. Na primeira fase, 50 táxis especiais entraram em funcionamento em 1 de abril de 2017, quando os restantes 50 entrarão em fun-
cionamento gradualmente em julho do mesmo ano. No qual, no agosto de 2017, devido ás inundações causadas pelo tufão Hato, tinham 
nove taxiés elétricos da sociedade foram inundados e todos foram avariados. Os nove taxiés elétricos foram adquiridos de nove conforme 
os procedimentos, e foram totalmente atendidos em serviço em março de 2018. Um total de 100 taxiés elétricos foram chamados.

Os rendimentos de ano 2018 de operação e outra receita acumulados no exercício totalizaram com MOP60,212,576.00 (as moedas men-
cionadas são MOP); as despesas neste exercício destina-se principalmente à compra de veículos, equipamentos necessários para a explo-
ração de actividade, equipamento de escritório e decoração, remuneração e arrendamento, manutenção, seguro, custos administrativos e 
depreciação, etc., no total de MOP$69,054,265.00. Portanto, a sociedade registou o prejuízo de MOP8,841,689.00 neste exercício, E reco-
mendar que o valor seja transferido para os resultados acumulados.

Nos últimos meses, os órgãos de administração se dedicaram a levar a cabo de reformas e retificações, com o objetivo de alcançar a lu-
cratividade em 2019.

Em 29 de Março de 2019

O órgão de administração
O presidente de Wong Kong Lao
O subdirectores de Cheong Chi Man
O diretor de Ian Pui Sim
O diretor de Chan Sin Ieng
O diretor de Cheong Keng Man

Fiscal Única
O Auditor de Contas João Leong Kam Chun

Secretário
Lei Weng U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dministrador-delegado 
U Kin Lung
29 de Março de 2019.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sociedade anónim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a «Empre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8, nos termos d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9 de Março de 201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Relato Financeir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integram as demonstrações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8,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para o ano 
até a mesma data, a demonstração do rendimento integral, 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para o ano entã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Empresa. 
Na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da Empresa.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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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g Ngan Peng, 
Auditor de Contas 
Keng Ou CPAs 
Macau, aos 25 de Abril de 2019 



N.º 23 — 5-6-2019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0181

Companhia de Serviços de Radio Táxi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ZEMBRO DE 2018

 MOP

Activ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35,096,520

  Investimentos de longo prazo 3,500,000

38,596,520

Activos correntes

  Dívidas a receber comerciais e outras 890,586

  Empréstimos e c/gerais a sócios e associadas 10,300,000

  Pré-pagamentos e caução 696,707

  Caixa e equivalentes de caixa 7,739,475

19,626,768

Total dos activos 58,223,288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Capitais próprios

  Capitais 10,000,000

  Capitais reservas 36,350,000

  Resultados transitados (24,562,450)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21,787,550

 

Passivos

Passivos não correntes

  Passivos de longo prazo 18,469,522

Passivos correntes

  Receitas antecipadas 5,745

  Dívidas a pagar comerciais e outras 6,031,929

  Empréstimos e c/gerais de sócios e associadas 3,433,850

  Passivos de longo prazo a reembolsar dentro do 1º ano 8,494,692

17,966,216

Total dos passivos 36,435,738

Total dos capitais próprios e passivos 58,223,288

（是項刊登費用為 $9,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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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根據七月五日法令第32/93/M號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六條之公告

損益表由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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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

 澳門元

分行經理：林勁勇 會計主管：陸偉賢

業務報告概要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總營運收入為9,353,873.15澳門元，純利則為1,169,976.42澳門元。

在中美貿易戰影響之下，2018年香港股市幾乎全年都處於下跌狀態，恒生指數於2018年1月29日創下歷史新高後開始下調，全年由高
位下跌超過7000點。雖然股市下跌，但澳門分行的營業額及營運收入沒有因而減少，2018年澳門分行的整體營業額較2017年上升了
5.6%，而營運收入則上升了21%。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八年度之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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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損益表、總公司賬項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

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郭詩敏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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