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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拿督林祥才总会长，各位理事：大家好！
2013 年度会员常年大会
本会于 06.09.2013 中午一时正假吉隆坡大城堡花
园好清香饭店召开 2013 年度之会员常年大会。总会长
拿督林祥才亲临主持大会，总共有六直属会员（吉打、
吉兰丹、吉隆坡、森美兰、雪兰莪、马六甲）与二联
合会员（彭亨、柔佛）派出 16 位会议代表出席会议。
拿督林祥才总会
长主持会员大会
主席拿督林祥才致词时感谢各州理事抽空出席本
次会员大会。他指出：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大选结果
显示，我国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马华议员不入阁当官，造成在寻找
赞助经费会面对一些困难，我们也必须面对这种改变。所以，在某些
由民联所主导的州属，我们也不反对该州棋会向其他政党寻求拨款或
赞助，以协助象棋运动的发展。主席也感谢总会执委们的合作，尤其
是秘书处加强了不少沟通方面的工作，使得会务顺利进展。
总会长呼吁尚未在国家体育局进行注册的会员尽快完成注册工作。
总秘书以书面提呈 2012 年度的会务报告。同时提出按照本会章程，
理事会只能批准两万令吉以下的开销，两万令吉以上的开销必须由会
员大会通过。有鉴于日后赛会经费提高，可能要面对等待召开会员大
会后才能拨款的难题。
总会长提议将理事会的批准权限由两万令吉提高至五万令吉。
决议：一致通过。
授权予亚象联会议代表商议决定亚象联会议议案之表决权。惟若
有重大事务必须通知总会长或秘书处。
决议：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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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财政以书面提呈 2012 年财务报告。
彭亨代表邹帅立提议，雪兰莪代表陈华俊附议，一致通过接纳。
第 20 届理事会会第 5 次会议
本会前秘书长谭伟胜先生于任期间为本会出钱出力，对我国的棋
坛发展贡献良多，建议敦聘谭先生担任本会的永久名誉会长，并请秘
书处发函邀请。决议：一致通过。
由于近来象棋活动发展蓬勃，各地的棋赛日多，会长指出所有来
不及在理事会议中讨论的事务将交由秘书处处理，并发电邮通知各会
员单位，若有意见者可以在电邮中提出讨论，这样可以有效与迅速的
处理会务。决议：一致通过。
总秘书提呈书面报告摘要如下：
1. 裁判员训练班，2013 年 3 月 23 至 24 日在吉隆坡象总会所举
办。考获国家级裁判员资格的名单如下：（ ）为测试得分：
许汉遂（200）、石健伟（189）、覃智勇（185）、林岳峰（188）
黄立添（196）、陈忠毅（198）、陈水国（180）、冯南发（175）
考获州级裁判员资格的名单如下：
黄建志（168）、翁诗敏（161）、锺子轩（154）
2. 第 26 届“象总杯”马新象棋锦标赛 暨 第 19
届“少年杯”象棋锦标赛由森美兰象棋公会承办，并
于 5 月 25 及 26 日顺利举行。我队在多位正选棋员缺
勤的情况下不敌新加坡队，然而比赛在森州象棋公会

陈川正副会长

会长兼本会副会长陈川正先生的领导与策划下，却让新加坡全体队员
留下良好印象，亦获亚洲象棋联合会秘书长林关浩先生的激赏！
比赛成绩 ：国家队 负 6 比 14、少年队 负 6 比 10
3. 第五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
中国象棋协会/ 江苏棋院主办，5 月 29 至 31 日在江苏省淮安市
举行，本会领队为方福添、参赛棋员陆建初
比赛成绩：陆建初取得第十名。
4. 吉兰丹象棋公会承办第廿六届大马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日期：8 月 28 至 30 日
地点：哥打峇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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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柔佛州象棋总会申办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由士
姑来象棋公会协办。日期订于：2013 年 12 月 06/07/08 日
6. “永虹.得坤”杯 第十六屆亞洲象棋個人錦標賽在澳洲悉尼举
行，日期：9 月 22 至 27 日。
领队：陈川正副会长
参赛棋手 ：黎金福、陈有发
黎金福是在去年取得代表权参赛，陈有
发则是自费参赛。柔佛代表温显章向会长要
黎金福
陈有发
求赞助参赛经费予陈有发，会长建议赞助壹
仟令吉，一致通过。另外，领队陈川正副会长亦赞助壹仟令吉、秘书
长谢琼高与全国副竞赛主任李周华各赞助叁佰令吉。
修订等级分：
改进等级分计算方法：全国赛前八名不加奖励分，将两年内没参与等
级分有关的比赛的棋员名单列在另一个等级分榜，不再扣分。
计划从 2014 年起实行所有的比赛均可以向总会申请计算棋手等级分。
鉴别非由总会主办的“全国赛”的名称，类别比赛的
等级与设立我国象棋“国家大师”称号制度。决议：
交由秘书处成立小组作更进一步的讨论与完善工作。
委任国家裁判江俊洁先生为全国副裁判长以协助裁判
顾问及裁判长。决议：一致通过。

国家裁判江俊洁

建议开放与接受其他社团成为本会的联合会员（附属会员），这样可
以借助其他社团的力量来加强发展与推广象棋运动，惟有关会员只允
许参加或承办由本会主办的象棋活动；只能受邀列席本的常年会员大
会，没有投票权。决议：众人均赞成此项建议，一致通过。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07.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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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佩雷斯杯”惠州象棋邀请赛

大马象棋队荣获季军
本会派出的国家象棋队在
比赛中表现优异，勇夺全场第
三名，获得奖牌一座及壹万人
民币现金奖。
我国亚洲特级大师李家庆
发挥出高超的棋艺水平，战胜
佛山棋王莫少卿、香港棋王赵 团长姚森良局绅（左三）率领全体国家队员上台领奖
汝权及新加坡全国亚军许正豪，以三胜二和的优异战绩获得全场第二
名最高得分，仅次于中国广东的黎德志象棋大师。
本届比赛由 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惠州市的金信宇大酒店举行，我
国象棋队由姚生良局绅、谢琼高担任正副团长领军，队员包括参赛领
队刘兴添、江俊洁、比赛棋员黎金福、李家庆、许钟铭与郭宪丰。比
赛的最终成绩为：冠军：中国广东惠州金信宇队、亚军：中国香港队、
季军：马来西亚队、第四名：新加坡队、第五名：中华台北队、第六
名：中国澳门队。

第十七届“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

陆建初状态回勇夺冠
第十七届“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由柔佛象棋总会承办，峇株
巴辖象棋公会协办，经于 6 月 14 至 16 日在峇株巴辖高峰广场举行。
大马棋手等级分第一人陆建初击败去年的三冠王李家庆荣获冠军。两
人分获 5000 令吉与 2500 令吉的现金奖，同时率先取得明年在中国福
建石狮市举行的亚洲杯团体赛的代表权。另外两席代表权将在 8 月份
举行的全国赛个人赛中选出。
本次比赛为了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在最后三轮（从第六轮开始）
的比赛不提前公布比赛对阵表，让比赛对阵充满悬念；另外也赋予裁
判竞赛组权利，于最后三轮的对阵在被认为有需要时，可与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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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棋王于领奖后与嘉宾合影。后排左起：季军黎金福、柔总会长李纪武、闭幕嘉宾郑修强、
冠军陆建初、象总署理会长仲元、峇株棋会会长郭枚翰、亚军李家庆、第四名陈有发。
前排右起为第五至八名得奖者：郭宪丰、沈毅豪、许钟铭、洪远平。

一位及两位当值的总会理事召开会议讨论，对对阵作出适当的调整。
决赛气氛浓烈，围观大棋盘的棋迷水泄不通，甚是热闹！本届比
赛的规例严格，参赛员若涉及赛前商议瓜分奖金或操控比赛成绩或其
他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将严厉惩罚，包括取消名次与禁赛。在调查期
间，总会可禁止有关棋员者参加其它由总会主办的全国赛。
共有 26 位来自全国各州的棋王参加本届赛会，经过 7 轮比赛后取
得前八名的参赛选手为：陆建初(霹)、李家庆(雪)、黎金福(霹)、陈
有发(柔)、郭宪丰(玻)、沈毅豪 (砂)、许钟铭(槟)与洪远平(柔)。

第十二届全国大专生象棋锦标赛

黄立添首获全国赛冠军
由拉曼象棋学院承办，吉隆坡象棋
公会与弈智棋院协办的第十二届全
国大专生象棋锦标赛在吉隆坡拉曼
学院于 2013 年 6 月 08 至 09 日举行，
共有 32 位大专生报名参加。去年全
国国庆赛亚军与季军得者杨添任与

本届大专生赛前三名合影。左起季军林苍泉、
冠军黄立添与亚军杨添任。

黄立添杀入决赛。结果来自马六甲的黄立添这回技高一筹，收获冠军
与 1200 令吉。本次比赛的前十二名优胜者为：黄立添、杨添任、林
苍泉、彭诗圣、郭宪丰、吕意得、蔡云山、郑凯文、周善铭、胡御珑、
王世泰、陈明炎。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报导/ 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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