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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四次汇报 
 

尊敬的拿督林祥才总会长，各位理事：大家好！ 
 

第 20 届理事会第 6 次会议 

本会于13.10.2013下午2.30pm在吉隆坡大城堡花园的象总会所召

开第 20 届理事会第 6 次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商讨第廿六届

全国团体赛的跨州举办或联办、实行全国棋手等级分与鉴定星级赛会

以及成立国家象棋队等事宜 
共有六个会员单位（雪兰莪、吉隆坡、森美兰、玻璃市、马六甲、

柔佛）派出 12 位会议代表出席了会议。由于总会长及署理会长均缺

席本次会议，大家一致通过推举陈川正副会长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纪要 

1. 跨州举办或联办全国赛 
 经讨论，一致认为申办单位若跨州举办或联办由本会所主办的全

国赛，非但不抵触本会推广象棋的宗旨与章程，反而令象棋运动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根据章程规定，本会已经通过开放与接受其他

合法社团申请成为本会的联合会员（附属会员），而有关会员也允许

参加或承办由本会主办的棋赛，若限制承办单位的举办地点，未免固

步自封，有碍象棋运动之发展。因此会议决议通过：赋予承办单位有

选择举办地点之权利，条件如下： 
一、 如果选择之地点的州属棋会（象总会员）有意申办同一项赛事，

则该州属棋会拥有优先申办权。 
二、 如果该州棋会不申办该项全国赛，则该州棋会无权反对其他申

办单位在该州举办或联办该项全国赛。 
 

2. 停办 2013 年之全国团体赛 
有鉴于紧接着下来的两个月内有多项大型棋赛及活动有待举行，至今

尚无其他会员单位承办全国团体赛。经讨论，决议：若无会员申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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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停办全国团体赛。 
 
3. 规定各项全国赛之举行日期 
申办单位应该按照象总规定的日期内完成赛事，以避免各项赛会撞期

或接连在一起举办而导致各方人员均疲于奔命。经讨论，一致决定各

项比赛的举办日期如下： 
 一、全国棋王赛（于 1 至 4 月间举行） 
 二、全国个人赛（于 5 至 7 月间举行） 
 三、全国团体赛（于 8 至 10 月间举行） 
 四、全国中小学生赛（于 11 至 12 月间举行） 
 五、全国大专生赛与全国青年赛则由申办单位决定。 
 若有两个单位于同年申办同一项赛会，则以能在规定的日期举办

者为优先考虑。 
 

4. 吉打象棋总会前任会长来电要求象总关注该州棋坛情况 
吉打象棋总会前会长赵时德先生来电指出：吉打象棋总会由北、中、

南三区棋会所组成，但是最近他接到来自吉南及吉北的多位理事向他

反映，吉南与吉北两个棋会已经多时没有接到吉打象棋总会的会议通

知；甚至吉打象棋总会向本会申办 2014 年棋王赛之事也没有接获通

知参与讨论。南、北两个棋会的理事们均感担忧，若此情况没有获得

改善，吉南与吉北两地的棋界会因此而间接与大马象总失去联系，进

而影响象棋运动在吉打州的发展。他们希望赵先生能向大马象总理事

会反映该州情况，并期冀给予正视。 
主席陈川正副会长建议，既然有该州棋会前任会长反映该州问题，且

关系到该州象棋运动的发展，象总理应处理。经讨论，决议由秘书处

致函吉打象棋总会询问了解有关详情。 
 

5. 等级分、星级棋赛、国家象棋大师与国家队细则 
秘书长提呈“等级分、星级棋赛、国家象棋大师与国家队细则”供讨

论。首批“象棋国家大师”将由秘书处整理，列出大师名册，在大马

象棋园地公布后即可生效。其它项目则于 2014 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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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立马来西亚国家象棋队细则 
一、成立目的：从各项全国赛中选出表现优异之棋手成立国家队，

其目的在于让国家队队员在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赛前，可先进行国家队

集训及备战，再由象总遴选委员会选出队员队代表出赛。 
二、入选条件：棋王赛与全国个人赛之前三名、全国青年赛与大

专生赛冠军。（人选重叠不予递补，选手空缺由委员会决定入选者） 
三、队员责任：参与集训、代表出赛。（国际赛、友谊赛或赞助商

活动） 
四、遴选委员会：由副会长陈川正、陈华俊担任委员会之正、副

主席；秘书长、财政、裁判顾问、正/副裁判长、正/副竞赛主任以及

各直属会员单位派出一位理事中组成。出席参与遴选会议之成员，需

合捐至少 3000令吉作为国家队之集训费用。（每人至少捐献 300令吉） 
 五、 财政独立：委员会可以向热心人士或企业商家寻求经费赞助，

也可以由赞助商家冠名。 
 六、国家队队员将每年根据指定之入选赛事成绩而进行汰换。 
 七、一致推选陈川正副会长担任国家象棋队的总领队。 
 

7. 特级大师吕钦率广东惠州棋类协会访问象总 
会议决定以陈川正副会长为首，成立小组接待将于 12 月 9 日到访的

广东惠州棋类协会。组员：刘兴添、陈华俊、谢琼高、吴垂祁、李周

华、江俊洁、郭宪丰、范佳纶。广东惠州棋类协会莅马访问期间，特

级大师吕钦将进行 1 对 10 的车轮战。各州棋会可以派棋手参与车轮

战，报名费每人 200 令吉，先到先得。 
 

8. 玻璃市象棋公会成为本会第八个直属会员 
玻璃市棋会署理会长郭宪丰呈上国家体育局注册证书副本。证书编号：

6363/2013，成为本会的第八个直属会员单位。 
 

9. 发函通知现有之联合会员尽快向国家体育局注册 
本会的会员单位中现在只剩柔佛象棋总会、彭亨象棋总会以及槟城象

棋公会（登嘉楼已经失去联系多年）尚未完成注册工作。过去两年内，

总会长及秘书处已经多次在会上与汇报上催促有关单位尽快处理，仍

未见效。经讨论，决议由秘书处发函提醒有关的会员单位，若于 90
天内（2014 年 1 月 31 日前）尚未能取得国家体育局之注册，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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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代表在本会來届的理事会改选中，将不具成为提议人、附议人资

格以及不具投票权。 
 

10.  国家级裁判员 
授予吉隆坡象棋公会之许汉遂、林岳峰及石健伟为国家级裁判员资格。 
 
2014 年全国赛会之申办单位与举办日期 
 

一、 第十八届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 
吉打象棋总会来函提出申办，惟尚未填报申办表格。秘书处将

提醒致函该会提呈申办表格及赛会规定的举办日期。 
 

二、 第廿七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雪州象棋公会陈华俊提出申办，赛会将于 6 月举行。 

 

三、 第廿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 
玻璃市象棋公会郭宪丰提出申办，赛会将于 10 月举行。 

 

四、 第十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赛 
暂无。 

 

五、 第十三届全国大专生象棋锦标赛 
  暂无。 
 

六、 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暂无。 
 

七、 第廿七届马新象总杯赛与第二十届马新少年杯赛 
2014 年由新加坡象棋总会主办，日期订于：2014 年 5 月，陈

川正副会长担任领队，负责率领国家队员出战，以期重夺锦标。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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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讯   

第廿六届大马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经

于 2013年 8月 28至 30日在哥打峇鲁

成功举行。总会长拿督林祥才受邀出席

主持闭幕及颁奖礼，来自全国各地的象

棋爱好者于当晚济济一堂，场面极为热

闹。 

设立象棋大师制度 

这项大赛是吉兰丹象棋公会自 1985年主办过第六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后，时

隔 28年后再举办同一赛事。总会长拿督林祥才在闭幕典礼致词时指出：马来西

亚象棋总会将设立象棋大师制度，授予有优越表现的象棋运动员“国家大师”称

号，这对象棋选手来说是一个崇高的荣耀；并于明年开始推行全国棋手等级分制

度。 

黎金福重夺冠军 

 本届比赛共有 56位来自全国各州

的男女选手报名参加，来自霹雳的黎金

福在 28年前的第六届赛会夺魁，这次

重临福地也重温旧梦，一举夺冠！2002

年冠军以及四届大专生赛状元郭宪丰

近来状态回勇，可惜最后关头棋差一着，

屈居亚军。杨添任（隆）、沈毅豪（砂）、

许钟铭（槟）、陈华俊（雪）、姚威和（森）及陈有发（柔）分别取得第三至第八

名。 

 砂女将获女子冠军 

女子组方面，来自砂拉越的林岫薆击退槟城新秀陈珈韵获冠。亚军陈珈韵、

季军李雯宜（甲）第四名余婷婷（砂）。 

第廿六届大马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总会长拿督林祥才主持闭幕典礼 

男子组全体得奖者与颁奖嘉宾留影 

象总前副会长李孙耀颁冠军奖予林岫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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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马来西亚的峇迪队服在亚洲赛开幕式大放异彩 

 
第五届南宁象棋国际邀请赛于 2013年 9月 07 至 11日在中国广西南宁市举

办，特邀棋手杨添任代表马来西亚象棋总会出赛，表现中规中矩 ，在 21位

来自世界各地区棋手参赛中取得第 13名。 

 

 
 

共有 24位亚洲各地区棋

手参加了由亚象联主办、澳大

利亚承办的悉尼“第十六届亚

洲个人象棋锦标赛”。本会选

手陈有发获第 13名，黎金福

表现欠佳，仅得第 21名。领

队陈川正副会长赞助今年全

国个人赛冠军黎金福西装一

套及六件峇迪队服，令我队在

开幕式时特别引人注目。赛会期

间，陈领队对棋员照顾周到，从赛场上的棋员战况、服装、身体状况到餐桌上礼

仪等均极关注重视，无微不至，堪称领队楷模。随行出席亚象联常务理事会议的

还有副会长刘兴添、秘书长谢琼高及全国副竞赛主任李周华。 

 

即将举行的赛会： 
 

第十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日期：2013年 10 月 21 至 27日，地点：广东省

惠州市。我队领队：杨展辉，男棋手：黎金福、

李家庆。女棋手：陈珈韵。非华越裔：安华 
 

8. 第九届全国青年赛 

吉隆坡象棋公会申办，雪隆福州会馆联办。 

日期订于：2013年 11 月 01/02/03日 

地点：雪隆福州会馆 

 

9. 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柔佛州象棋总会申办，由士姑来象棋公会协办。 

日期订于：2013年 12 月 06/07/08日 

地点：柔佛州士姑来五福城广场购物中心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报导/ 10.2013） 

第五届南宁象棋国际邀请赛 

“永虹.得坤”杯 第十六屆亞洲象棋個人錦標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