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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會徽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會徽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會徽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會徽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內部內部內部內部規章規章規章規章(1) 
 

本會會徽必需與會名同時使用，可用垂直或水平方式放置，視乎情況需

要，參考式樣如下： 
 

樣式一樣式一樣式一樣式一 

 

樣式二樣式二樣式二樣式二 

 

 



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組織架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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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組織架構會員大會組織架構會員大會組織架構會員大會組織架構

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秘書長一名



理事會組織架構(4)
理事長 一名

副理事長 三名(最多五名）

財務長 一名

秘書長 一名

常務理事 三名

*理事十二名(最多)
*備註: 如副理事長增加至五名時, 理事不超過十名)



監事會組織架構監事會組織架構監事會組織架構監事會組織架構(5)

監事長監事長監事長監事長 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副監事長副監事長副監事長副監事長 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監事監事監事監事 三名三名三名三名



執行委員會組織架構(6)

理事長 一名

副理事長 三名(最多五名）

財務長 一名

秘書長 一名

常務理事 三名



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    
The Macao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MIEME)  
Associação dos Engenheiros Electrotécnicos e Mecânicos de Macau (AEEMM) 
 

地址：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號 E，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505 室  網址：  www.aeemm.org.mo 

電話： 2883-8511 傳真： 2883-7701 電郵：  info@aeemm.org.mo 

 

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7)(7)(7)(7)    

 

一. 本會之日常管理由執行委員會負責，當有需要時，可邀請本會過去的

理事會及監事會幹事參與執行委員會會議及相關工作。 

二. 理事長可根據需要邀請有關會員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 

三. 執行委員會須每月舉行會議，特別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由不少於三

名執行委員之要求而舉行。若該月份遇有理事會會議，執行委員會會

議可與理事會會議同時召開。 

四. 選出執行委員會委員，經理事會通過後代表本會參與相同性質組織的

專業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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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理事會下設之會員審核會員審核會員審核會員審核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委員會的補充規範(8)(8)(8)(8)    

    

一. 審查委員會由三名理事、一名監事會代表及一名工程智庫成員組成,當

中並互選產生一名為委員會主席及一名為委員會秘書長。 

二. 審查委員會是否接納任何入會申請有決定權；若認為申請人所提供

的申請資料不足夠時，可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的補充資料，才繼績

對該申請進行審批;審查委員會亦可要求推薦人證明其推薦的申請人

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如申請人的入會申請不被接納，審查委員會

可應理事會要求作出解釋，但有權不向申請人公佈原因。 

三. 審查委員會應按實際需要召開會議，特別會議可由主席或應理事會

之要求召開。 

四. 所有會員應對審查委員會的工作予以協助；在必要時，審查委員會

可透過理事會向其他組織要求提供有助審查的資料。 

五. 審查委員會可按實際情況需要，可邀請本會在相關專業領域具有經

驗的會員或會外的專業人士列席有關會議，特別是對審查申請入會

的資格給與有關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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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組織規章組織規章組織規章組織規章(9)(9)(9)(9)    

    

    

一） 本會主要的宗旨是以機電專業技術服務社會及推動社會的發展，並加

強與政府﹑社團及相關機構的合作交流，以提升機電工程的專業地

位。 

 

二） 成立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目的是為更有效率地推動此一宗旨，向本

地區及外地的專業團體和同行的專家們展開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同

時，亦應向其他的專業團體推廣宣傳本會，使本會能持續發展。。。。 

 

三） 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工作方針，是更有系統及有效率地加強本會與

其他專業學會及業界的合作交流，以便分享工程技術的創新思維及專

業經驗，從而提升本會與其他國際專業學會接軌，發展國際及本地的

專業工程師資格。 

 

四） 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亦有責任向其他專業學會﹑業界及大學推廣宣傳

本會，建立以提升會員的工程技術為本的務實專業形象，以便能不斷

擴展本會各級會員的數量。 

 

五） 對外事務聯絡委員會的委員是由理事會內的執行委員會提名，再由理

事會通過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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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規章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規章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規章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組織規章(10)(10)(10)(10)    
 

一）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是在本會理事會組織內設立的一個委員會，

由理事會內的執行委員會負責監管其日常運作。 

二） 設立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目的是： 

• 鼓勵更多就讀於相關工程科系的學生及在職的青年工程師加

入本會； 

• 鼓勵青年會員們積極參與本會所舉辦的各項工程技術活動； 

• 提升青年會員們探討機電工程技術專業方面的最新知識及相

關的實際經驗； 

• 推動青年會員們對獲取國際工程專業資格的意識並鼓勵青年

會員們積極申請加入其他國際工程專業學會； 

• 鼓勵青年會員們自願參與組織本會所舉辦的各項工程技術活

動並積極參與本會的會務工作，以便培養青年會員們能發輝

其組織及領導才能； 

三）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有義務向青年會員們推廣本會的宗旨，會章

及本會的各項內部指引，並鼓勵青年會員們推動本會的會務發

展。 

四） 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的本會各級會員，有權參與由本委員會所舉辦

的各項活動及有資格被選為本委員會的幹事。 

五） 理事會應委任二名本會幹事為正副總監，以便監管青年會員事務

委員會的日常運作並應定期向執行委員會報告有關其行政及活動

安排事宜。 

六）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最少由下列幹事組成： 

• 主席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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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一名 

• 財務協調員一名 

• 活動事務協調員二名 

• 學生事務協調員二名 

• 委員三名 

七）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各個職能幹事的任期為二年一屆並應與理

事會的任期一致，而主席的職位可最多連任二屆。 

八）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各個職能的幹事由執行委員會推舉產生並經

理事會的決議通過。 

九） 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的平常會議由主席召集及主持，至少每二個

月召開一次；若有緊急議題需要討論，主席可隨時召集相關職能

的幹事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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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審核資深會員資格的申請及審核資深會員資格的申請及審核資深會員資格的申請及審核資深會員資格的內部規章內部規章內部規章內部規章(11)(11)(11)(11)    

依據二零一零年一月廿八日會員大會通過的修改會章，就有關申請為本會的資深會

員資格，於會章內第六條已清楚定明相關的申請條件如下： 

一

一一

一.

..

. 

  

 除非本地永久居民會員及學生會員外

除非本地永久居民會員及學生會員外除非本地永久居民會員及學生會員外

除非本地永久居民會員及學生會員外，

，，

，其他會員須為澳門永久性居

其他會員須為澳門永久性居其他會員須為澳門永久性居

其他會員須為澳門永久性居

民

民民

民。

。。

。 

  

 

二

二二

二.

..

. 

  

 資深會員

資深會員資深會員

資深會員 

  

 

1)

1)1)

1) 申請人在大學機電工程相關

申請人在大學機電工程相關申請人在大學機電工程相關

申請人在大學機電工程相關學科

學科學科

學科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

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

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

；；

； 

  

 

2)

2)2)

2) 在機電工程範疇內最少已有十年工作經驗

在機電工程範疇內最少已有十年工作經驗在機電工程範疇內最少已有十年工作經驗

在機電工程範疇內最少已有十年工作經驗；

；；

； 

  

 

3)

3)3)

3) 已為本會普通會員最少三年

已為本會普通會員最少三年已為本會普通會員最少三年

已為本會普通會員最少三年；

；；

；及

及及

及 

  

 

4)

4)4)

4) 由三位資深會員提名

由三位資深會員提名由三位資深會員提名

由三位資深會員提名。

。。

。 

  

 

此條文所規範的申請基本條件一定為澳門永久性居民且為本會普通會員最少三年。 

按澳門本地的機電工程或機電科究範疇的實際情況，本會的普通會員所擁有的經

歷，及在保證所產生的資深會員質素三方面需取得平衡的考量，本會在接納資深會

員申請的基本條件除乎合會章第六條的規定外，亦訂定下列申請及審核資深會員資

格的內部規章： 

一）申請者須呈交： 

 - 填寫一份從普通會員轉為資深會員的申請表格 

 - 以書面闡述過去的專業工作經歷資料包括服務機構、職位、個人責任及所    

負責的工作，並應較詳細描述現時從事職位所負的責任及個人能力 

 - 由本會三位資深會員推薦並須在有關書面報告內簽署確認 

 

二）要求申請者在機電工程專業服務領域有領導性或從事機電工程的學術研究工作

領域有卓越的表現，申請者應符合下列最少其中一項所從事的專業範疇： 

- 在機電工程技術的專業服務方面須從事管理及策略性的責任職務不少於三年 

- 在機電工程技術的專業計劃方面須從事管理及策略性的責任職務不少二個專

業計劃 

- 在機電工程的學術研究方面有突出表現如研究成果被本地區或國際學術機構

認可 

- 在機電工程技術專業領域有重大創新被本地區或國際學術機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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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須以書面闡述其所從事以上最少一項的詳細資料，顯示其在專業服務領

域，專業計劃方面的領導責任及個人能力或在從事機電工程的學術研究工作領

域的卓越表現，並由本會三位推薦的資深會員在有關書面報告內簽署確認。 

三）成為資深會員是澳門機電相關的技術領域中的最高榮譽；資深會員必需是本會

某一機電領域的技術專業分部中具有代表性的會員，在機電相關的領域中有豐

富的經驗、曾作出貢獻、取得成就或在學術上有很高的地位（例如：優秀的碩

士或以上）的會員，即能在某一機電領域中獨當一面的專業工程師。 

 

四）資深會員需再按其背景、工作經驗及專長而分類為‘電氣’、‘空調’、‘機

械’、‘消防’及‘電梯’等等類別的資深會員。除上述外，資深會員專長之

分類可按實際情況及未來行業發展的趨勢作出調整，經理事會審批後生效。 

 

五）資深會員除了一般會員的義務外，更具下列的專業義務： 

i. 為本會的某一技術領域中的發言人或顧問； 

ii. 為本會的某一技術領域中的專業文章寫作人 (每兩年最少一篇,可於會

刊或本會所需的地方發表) ； 

iii. 為本會的某一技術領域舉行講座(每兩年最少一次) ； 

iv. 為本會組織年刊或相關活動(每兩年最少一次)； 

 

六）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如果不在該專業領域，需邀請會內熟識該專業領域的會員或

會外的專業人士列席給與專業意見。最少要有三位該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士給與

專業意見。申請者需與審查委員會作一次面對面的考核，考核範圍包括其工作

經驗，管理知識及能力、專業知識及持續學習的成績等等，以確認上列的一至

三項的正確性；最後，由審查委員一人一票(以多於 3/4的出席人數才通過)決

定接納其申請與否。 

 

審查委員會的五名理事，有權及有義務處理各級會員的入會申請，審查申請者入會

的資格包括審查申請資深會員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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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專業操守規則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專業操守規則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專業操守規則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專業操守規則(12)(12)(12)(12)    

    

為了使會員們更能清楚地了解自己在工程技術領域所應履行的專業服務責

任及成為本學會會員所應盡的義務，本會有必要制定一些專業操守規則的

條款作為規管本會會務運作並作為會員們在專業操守方面的指引： 

 

1. 本會會員應循序漸進地發展及維持其個人的專業能力，在其相關專業領

域的活動及服務範圍內，對工程技術要有創新的發展思維，並應鼓勵在

其領導或監督的人員要有同樣的專業意識。 

 

2. 本會會員應在任何情況下，應保證其所進行的工作或由此工作所造成的

產品不會對任何人構成人身傷害或危害健康，並盡可能避免浪費自然資

源及對環境造成污染。 

 

3. 本會會員在其適當的專業資格能力的範圍內，盡其專業所能向公眾給予

可靠且合理的專業意見。 

 

4. 本會會員不應向公眾發表與其適當的專業資格身份有矛盾的專業言論。 

 

5. 本會會員應在任何情況下，其所作出的行為，應以忠誠地堅持維護本學

會的尊嚴及名譽為依歸。對與其工作有關的任何人士及本學會的會員們

應秉持公正及誠懇的態度對待，並以不損害本學會利益所作的行為為依

歸。 

 

6. 本會會員不應該用任何言論或態度並以廣告宣傳及出版來貶低任何人

士、專業包括工程師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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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為本會會員同時亦為其他學會、商會或協會的會員時，其應當有尊重

每一個所參與的團體所賦予的義務及責任。在任何時間，如在其所参與

的其他相關團體進行任何活動或服務與本會會章及此專業操守規則有衝

突時，則不可能兼容同時為本會會員亦為其他有衝突團體的會員。 

 

8. 本會會員大會、理、監事會正長級領導不能參與本地其他工程技術團體

的正長級領導，以免產生對本會的負面影響。 

 

9. 本會會員要有英雄莫問出處的廣闊胸襟，團結互助、有責任感以及不斷

發掘最新的電機及機械工程技術知識，與會員們及業界分享，以成為機

電工程師學會之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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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項目流程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項目流程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項目流程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項目流程(13)(13)(13)(13)    

 

本學會為本學會為本學會為本學會為確保各項目的質量及順暢確保各項目的質量及順暢確保各項目的質量及順暢確保各項目的質量及順暢，，，，編制了以下流程編制了以下流程編制了以下流程編制了以下流程，，，，各項目的各項目的各項目的各項目的負責人需切實執行和跟進負責人需切實執行和跟進負責人需切實執行和跟進負責人需切實執行和跟進。。。。 

 

 

Seminar or Conference– Logistics Plan 

 

Title: xxxxx 

Date: xxxx 

Venue: xxxx 

            

Checklist :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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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Symposium  

Work Description By Due Date Check Status Remarks 

Co-ordination Work :       

Confirm / booking of venue      

Confirm / booking catering      

Confirm / booking of equipment (e.g. projector, 

laptop, mobile mic) 

     

      

Public Relation :      

Letter to speakers      

Paper submission/d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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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Symposium 

Work Description By Due Date Check Status Remark 

Publicity :      

Preparation of Leaflet      

Deliver of leaflet (e-version)      

Preparation of Proceeding      

Registration :      

Receive applications      

Attendance list      

Contact successful applicants      

      

Preparation for Symposium :      

Registration form w/ pens (3 sets)      

Camera      

Souvenir (w/ frame for president, speakers, 

session chairmen, keynote speakers; w/o 

frame for OC members, hel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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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including Attendance 

list/Chop/Receipt 

Flower 

 

     

Water 

 

     

Name stand (speakers + OC chairman)      

Name tags (speakers + OC member + helpers)      

Proceedings (around 300 copies)      

Appreciation Cert.       

Attendance Cert. ( copies) /w stamp(CPD)      

Signage: 

“Please register here” 

     

Invitation / remind for speaker      

Invitation / remind for Guest      

Collect CVs from speakers and prepare 

introduction speech (SC) 

PowerPoint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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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NoteBook)      

Computer setup      

banner      

Venue setup      

Registration Table setup and Registration      

Prepare Souvenir bag and pass to Advisors, 

Speakers, Co-organizer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and Sponsors   

     

Time Keeping 

(with 5 minutes/ 1 minutes / Time Up sign) 

     

Prepare Newsletter      

 

During the Symposium 

Work Description By Due Date Check Status Remark 

Personnel arrangement :      

MC      

Photographer      

IT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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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manager to assist presentation of 

Souvenirs 

     

 

 

     

To Do List :      

Reception      

Setup checking      

Admission control      

Banner hanging      

Souvenir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s:  

- Proceedings 

- Attendance Certificates 

- Advisor Certificates 

- Sponsor Certificates 

- Co-organizer &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  

     

Souveni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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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Certs.      

Clear up      

 

After the Symposium 

Work Description By Due Date Check Status Remark 

Financial report      

e-photos distribution      

Thank you letter to sponsors, president, 

coordinator 

     

Upload PowerPoint to AEEMM website      

Appreciation cert for OC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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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工程智庫規章(14) 
 

一） 工程智庫的是由過去曾任本會會員大會，理事會，監事會的

正長級卸任後，自動成為本組織成員而組成的，在卸任後如

不想參與或於中途退出此組織，可向應屆的理事長書面通報

即可； 

二） 如已是本組織的成員但其後再希望參與本會的會員大會，理

事會，監事會組織的工作，成員的身份將會自動被凍結，直

至卸任後再會自動被恢復。其間若參與本地其他工程技術團

體的正長級領導，成員的身份也將會自動被凍結，直至卸任

後再會自動被恢復。 

三） 成立工程智庫主要目的是： 

 在不干預會員大會，理事會，監事會三個組織的獨立運作

原則下，對這三個組織現任的工作提出策略性的建議，使

本會的宗旨及運作方針能得到更好地被落實； 

 作為對現任會員大會，理事會及監事會的後援支持組織，

對現任學會的執行領導層向本組織要求提供在工程技術或

運作策略方面的技術支援，本組織應責無旁貸地全力協助

並提出更有效的指導方向； 

 提供政府或社會相關組織人士在工程技術方面向本會咨詢

的專業意見，給與現屆理事會參考；  

四） 工程智庫內的幹事，只設正協調員及副協調員各一名，正、

副協調員換屆與理事會的換屆同步，由智庫組織內通過互選

產生，任期與理事會成員一致，但無連任的制度限制。選出

後應向現屆理事會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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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庫組織內的成員，將自動成為本會的策略顧問。 

六） 智庫組織內可分為各個工程技術領域的專業團隊，對於相關

工程技術領域專業團隊的增設或刪減，應視乎社會環境情況

而由組織內自行調整。 

七） 智庫組織可向現屆的執行領導層提出對本會有建設性及策略

性的建議, 建議可用個人身份或聯名透過本組織的協調員通

知理事會，任何的建議必需讓本組織各成員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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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會交接的相關資料及資產(15) 

 
在當屆理事會任期完結時，應將下列相關資料及資產交與下屆理

事會確認接收: 

 

一） 政府註冊記錄資料； 

二） 銀行資料; 

三） 電子檔案資料; 

a. 控制本會綱站的一切用戶名及密碼，所有相關的合約文本 

b. 控制本會電子郵箱的用戶名及密碼 

c. 本會的電郵清單 

d. 本會歷年的運作資料 

e. 會員卡 

f. 上屆幹事名片資料 

 

 

四） 會員資料; 

五） 公章; 

六） 設備; 

七） 理事會會議記錄冊； 

八） 官方記錄冊； 

九） 相關的租賃合約； 

十） 備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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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相關資產； 

以上資料及資產應在下屆理事會幹事選出後，應由當屆理事長負責與上

屆理事長在三十個工作天內進行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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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專業領域所包括的範疇(16) 

 
為了更明確地說明本學會在電機工程及機械工程領域所涵概的專業範

疇，現通過本內部指引申述相關的工程專業如下: 

 

一） 樓宇的節能設施 

二） 供暖及空調系統設施； 

三） 電力設施 

四） 電訊設施； 

五） 超低壓(ELV) 設施 

六） 客貨運輸的設施及設備(升降機及電動手扶梯) 

七） 排煙及機械通風系統； 

八） 消防系統設施 

九） 大型遊樂機動設施及設備； 

十） 供水設施； 

十一） 燃料及燃氣網絡; 

十二） 信息網路工程 

十三） 電子產品制造及設計 

十四） 控制及自動化 

十五） 交通運輸系統設施 

十六） 電機產品制造及設計 
 

十七） 航太工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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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幹事的對外權責(17) 

 
為了更明確地說明本學會會員大會主席(會長) 、理事長及其他幹事的

對外權責，避免套用了本地區傳統的觀念而影響本會一貫沿用行之有

效的運作模式，現通過本內部指引申述相關的對外權責如下: 

 

一） 會員大會主席(會長) 是本會的精神領袖，主要是穩定會內各

個組織架構的運作，從而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二） 本會之運作由理事會負責管理, 有關本會的對外事務，理事

長有代表本會的權責。 

三） 當理事長因基於自身或有利益衝突的理由而無法代表本會參

與相關的對外事務時，可委派會內各個組織架構的幹事代表

或邀請會員大會主席(會長)出席。 

四） 當會員大會主席(會長) 收到一些關於代表本會的對外事務

邀請時，應轉交至理事長，由理事長決定由其本人、會員大

會主席(會長) 或委派會內各個組織架構的幹事代表出席。 

五） 如會內各個組織架構的幹事收到一些關於代表本會的對外事

務邀請時，應轉交至理事長，由理事長決定是否由該幹事代

表出席。 

六） 一切有關本會的活動訊息，都要確保在本會的電郵

info@aeemm.org.mo 或信箱收到。 

七） 本會所有電郵，理事長，會員大會主席（會長）及監事長都

要能看到，但只可由理事長或由其所授權的人員方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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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與會員溝通之權責(18) 

 
為了更明確地說明本學會理事會與會員之溝通及加強聯繫，以下為本

學會與會員溝通的通報的基制： 

 

一） 理事會或本會所主辦﹑合辦﹑協辦﹑支持或參與之一切活

動，由相關幹事通過理事會決議參與或負責。活動完畢之

後，理事會必須適時（一般以每月摘要）向本會所有會員以

電子郵件方式通報。 

二） 理事會有責任向所有會員於適時通報學會的所舉辦之所有培

訓課程，讓會員能有機會不斷學習及進修。 

 

 

 



理事長 (一名)

理會理事

(兩名)

會員大會幹事
(一名)

監事會幹事

(一名)

紀律委員會組織架構(19)

註:此組織為非恆常架構，按會章第五章制度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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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策略顧問、顧問規章(20) 
 

為了更好指導及推進會務，本學會設有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策略顧

問、顧問等位置，同時，其任期及細則如下： 

 

一） 名譽會長不設任期期限，如不想參與或於中途退出，可向應

屆的理事長書面通報； 

二） 名譽顧問設任期期限，一般任期與理事會成員一致。如不想

參與或於中途退出，可向應屆的理事長書面通報； 

三） 策略顧問不設任期期限，如不想參與或於中途退出，按澳門

機電工程師學會內部規章(14) - 工程智庫規章方式通報； 

四） 顧問設任期期限，一般任期與理事會成員一致。如不想參與

或於中途退出，可向應屆的理事長書面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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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保護個人資料私穩的指引(21) 

 

一) 這份指引的目的是保護個人資料的私穩，任何有關本會會員或申請
本會會籍人士的個人資料無論通過電腦或人工收集和記錄方式都應
該遵從本指引。 

二) 本會會員或申請本會會籍的人士都需要向本會提供與其會籍或申請
本會會籍所要求的相關個人資料；若未能提供相關的個人資料，本
會可能無法維持該會員的會籍資格或該申請本會會籍人士的申請程
序。 

三) 有關向申請本會會籍人士所要求的個人資料，主要是應用於申請審
批會籍的程序；而會員的個人資料主要是應用於下列活動： 
i) 專業持續進修培訓活動的註冊登記及有關該活動的需要； 
ii) 會員大會活動的需要； 
iii) 本會刊物出版活動的需要； 
iv) 代表本會出席其他活動的需要； 

四) 本會對於會員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而本會幹事對於會員
的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的責任，但本會有可能將有關資料提供與下列
活動： 
i) 因工程師專業資格的登記目的而須向政府或其委託的實體提

供資料 
 

五) 任何本會會員或申請本會會籍的人士可要求本會更正其認為已提供
本會不正確的個人資料並可向本會查詢其個人資料是否仍然保留在
本會的資料記錄內。 

六) 任何本會會員或申請本會會籍的人士可透過本會電郵: 
info@aeemm.org.mo 或傳真(+853) 28837701 或寄信至 “澳門羅理
基博士大馬路 600 號 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1505 室”向本會更正或
查詢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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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登記﹑財務／銀行操作及會員資料規章(22) 
 

為了更有效地安排修改的會章登憲､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報告､幹事於

政府登記､財務／銀行的日常操作及會員資料，學會的理事會細則如

下： 

一） 如有會章修改及更新，理事會需要於成立後 30 天內完成澳

門特區政府登憲工作一切手續； 

二） 本會於 2012 年首次獲得澳門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正式確認

為專業界別，理事會必須最遲於每年 9 月最後一個工作日將

相關的年度總結報告送交本會。 

三） 每一屆幹事會包括會員大會､監事會及理事會在成立後 30

天內必須安排所有幹事成員於澳門特區政府身分證明局及其

他相關政府機構作正式登記，具體操作由理事會負責； 

四） 當政府登記完成之後及登記文件發出一個月內(30 天)，理事

會的財務及銀行／支票之安排必須完成，不要影響日當運

作，當中理事會操作分 A 組與 B 組，共兩組。當中 A 組與 B

組的成員分別為： 

 A 組：理事長 + 財務長/秘書長 

 B 組：副理長 + 財務長/秘書長 

註：由於一般換屆之後到幹事會於政府登記及正式幹事登記文件發

出，及銀行財務登記均需時，故上一屆理事會 A 組與 B 組成員（如得

到新一屆理事會授權同意）將會臨時繼續簽署本學會支票直到新一屆

理事會成員銀行一切手續完成為止。 

五） 由於會員名單及資料屬本學會保密資料，同時也涉及個人隱

私保護，本會的所有會員資料包括名單，只能由學會會長及

理事長擁有保存，不設授權機制及不能對任何學會內／外人

員作全部或部份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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