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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     ( nombor pendaftaran : 4880/2011 ) 

PERSATUAN XIANG QI MALAYSIA (CATUR CINA) 
No. 22-1, (1st Floor) , Langsari Business Centre,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 
Website：www.myxiangqi.com  email：myxiangqi@gmail.com 

 
 

2014 年第一次（总第七次）汇报 
 

尊敬的拿督林祥才总会长，各位理事 
大家好！ 
 
 本会于 16.02.2014召开了第 20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商讨会务，以及召开 2014
年之全国竞赛会议，以修订及完善我国的象棋竞赛规则。兹将本次的两项会议纪

要汇报如下： 
 

第 20届理事会第 7次会议 

本会于 16.02.2014 下午 1.00pm 在吉隆坡大城堡花园的好清香酒楼召开了第

20 届理事会第 7 次会议。会议由总会长拿督林祥才主持，共有八个会员单位（吉

打、吉隆坡、森美兰、玻璃市、马六甲、柔佛、槟城、彭亨）派出 17 位会议代

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纪要 

1. 会议决定本会 2014 年之会员大会将在吉打双溪大年举行； 
日期：20.04.2014 时间：下午 5 时整 
地点：双溪大年新飘香冷气海鲜饭店 
 

2. 决议：所有会员单位须在今年召开会员大会之前缴清所有年费。 
 

3. 象棋国家队委员会成员：（凡捐款 5000 令吉或以上者担任荣誉领队） 
顾问：拿督林祥才 
主席：陈川正 
秘书：谢琼高 
财政：吴垂祁 
委员：刘兴添、陈华俊、李周华。 
 
国家队委员会主席陈川正报告：国家队将进行一系列的集训与参加国际赛事，

活动经费筹款目标为 8 万令吉，目前他已经为国家队筹得 6 万令吉的活动经

费，另外 2 万令吉将由总会长筹措。 
决议：在大众银行开设一个新户口供国家队独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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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事项 
2.1 吉打代表仲元先生询问有关跨州举办或联办之事，确定上次会议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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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槟城代表陈锦安先生询问有关附属会员加入本会是否由秘书长批准，或

召开理事会批准？秘书长谢琼高指出：批准附属会员的加入是由理事会决定，

但并不一定要召开理事会议来讨论才能批准，理事会已经授权秘书长在处理

一些来不及在理事会议上讨论的事务，并通过电邮由会员表决作出决定。 
 
5. 有关吉南与吉北相继退出吉打象棋总会之情况 

该州棋会代表仲元先生解释：事件的起源是由参加选拔赛开始，吉总也曾经

进行调解，不过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吉打象棋总会将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

在报章上刊登广告呼吁所有的会员来出席会员大会，并进行理事会改选，以

解决问题。 
 
6. 会员单位改选与理事会成员名表 

各会员单位在理事会改选后都必须呈上新届理事会名单及年度报告给秘书处

存档。 
 
6. 委托予非会员单位承办全国赛 

当没有任何会员单位愿意承办某项全国赛时，若经由理事会批准，总会可自

行举办或委托给非会员单位（合法的乡团或文化团体或商业单位）来承办。 
 
7. 总会会所 

决议：更新象总会所的招牌。授权秘书处全权处理整修及将会所出租给需要

者开小型座谈会及举行会议，以赚取收入。 
 
8. 柔佛象棋总会与槟城象棋公会成为本会直属会员 

柔佛象棋总会与槟城象棋公会取得国家体育局注册证书，成为本会的直属会

员单位。 
 
9. 名誉会长 

决议：继续敦聘马六甲象棋公会会长拿督苏亚龙局绅、署理会长彭飞云、拿

督胡瑞连、拿督陈志勇、拿督蔡宝镪为本会之新届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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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赛会之申办单位与举办日期 

 
1. 第十八届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 

吉打象棋总会提呈申办表格，举办日期 2014 年 18 至 20 日，地点：双溪大年。

总会赞助费为 18,000 令吉。 
 

2. 第廿七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雪州象棋公会陈华俊提来电，由于该会甫办完邓诗汉杯公开赛，可能无 
法再办全国个人赛。槟城代表陈锦安先生表示该会有意承办，赞助费为 
16,000 令吉。 
 

3. 第廿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 
玻璃市象棋公会申办，赛会将于 10 月举行，地点在亚罗士打。未呈交申 
办表格。 
 

4. 第十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赛 
柔佛象棋总会提呈申办表格，峇株巴辖象棋公会承办，日期：9 月。 
 

5. 第十三届全国大专生象棋锦标赛 
柔佛象棋总会提呈申办表格，日期：9 月。 
 

6. 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槟城象棋公会申办，日期：12 月。未呈交申办表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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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至 25 日，陈川

正副会长担任领队。 
 

8. 第三届佩雷斯杯象棋邀请赛 
6 月 27 至 7 月 1 日在广东惠州金信宇大酒店举行。领队陈川正，参赛队员 3
位将从国家队集训中遴选 

 
2014年竞赛会议纪要 
 

1. 所有会员单位均需于参赛前缴清年费，否则不接受该会员单位报名参赛。 
 

2. 取消州属棋手注册制度，惟所有参赛选手均拥有等级分帐号。 
 

3. 由参加第一项全国赛算起，选手在该年内（至 12 月 31 日），只能代表一州 
参加全国赛。 
 

4. 领队会议不得更改总会所规定的各项竞赛细则。特刊或竞赛手册上的刊印若

有别于总会的规定，则以执行总会的规定为准。 
若遇竞赛细则中没有列明的项目，不得在领队会议中决定；需交由赛会仲裁

委员会开会讨论后进行补充临时竞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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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定所有全国赛必需采用电子棋钟。 
 

6. 取消包干制，以每步加 5 秒取代原有的快棋包干制。 
 

7. 和棋方法：快慢棋均执行亚洲棋规的 50 回合（双方共走 100 步）之“自然限

着和棋”。 
慢棋赛若不是出现“将死”或“困毙”局面，可追算“50回合自然限着和棋”； 

快棋赛则由选手提出要求“50回合自然限着和棋”时开始起算，不得要求追

算。比赛员必须在己方用时提出要求，不得擅自按停棋钟，同时也要掌握好

提和时间，在提出和棋要求时若同时超时当输棋论。 

无论快或慢棋，凡局面出现“将死”或“困毙”则为输棋，不得要求追算。 

当甲方走出“将死”或“困毙”乙方一着后忘了按钟而导致甲方超时，按超

时判负论。 
 

8. 服装规定：端庄整齐统一的队服或外套、短/长袖衬衫，除学生赛小学生着校

服外，严禁着短裤。除大会提供统一赛会制服，严禁穿 T 恤。（无论有或无领

均不可入场比赛。） 
 

9. 在比赛结束前，不得在对方的记录纸上签名。一经本身签名认定棋局之结果

后，不得做出任何上诉。 
 

10. 参赛选手必须充分展现体育精神，凡出现敷衍了事之对局者，若涉及国家队

员则交由国家队委员会处理。领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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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可禁止有关选手者参加其它由总会主办的全国赛。 
 

11. 允许国家大师自由报名参加全国个人赛。 
 

12. 凡于州选拔赛中获得前四名的女选手在报名参加全国女子组赛不限年龄，若

委派第四名以外的女选手参赛则必需在 13 岁或以上。 
 

13. 全国中小学生赛高中组与初中组的冠、亚军得者获得次年的全国青年赛之参

赛资格。 
 

14. 赛会期间，承办单位除了提供裁判与竞赛人员之食宿外，亦须提供津贴如下： 
裁判长 150 令吉/天、竞赛主任 150 令吉/天、裁判员与竞赛员 100 令吉/天。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22.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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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讯   

杨添任称霸全国青年赛 

第九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

赛于 2013年 11月 1至 3日在

吉隆坡雪隆福州会馆成功举行。

来自吉隆坡的代表杨添任一路

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击败过江

龙东马的战将沈毅豪，荣登冠

军宝座。这项全国青年赛由马

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吉隆坡

象棋公会承办；雪隆福州会馆协

办，共有 30位来自全国各州的青年象棋好手报名参加。 

陈川正呼吁棋手注重棋品棋德的修养 

闭幕嘉宾陈川正工程师在致词时呼吁年轻的象棋运动员除了个人的棋艺水

平的提升外，也必须注重于个人的棋品棋德的修养。他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家长乐意让孩子们学习象棋，年轻的象棋运动员们应该也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与榜

样让孩子们来学习。全国青年赛属于一个承先启后的大赛；象棋运动往后会有怎

样的发展与前途，象棋要走向康庄大道，年轻的选手们任重道远。” 

出席晚宴的嘉宾还有亚

洲象棋联合会秘书长林关浩、

中国象棋大师言穆江、雪隆

福州会馆主席杜代庆律师、

协理主席潘长顺、马来西亚

象棋总会秘书长谢琼高等。 

第九届全国青年象棋个人锦

标赛成绩：冠军：杨添任、

亚军：沈毅豪、季军：嘉涵，

第四至第八名为：石健伟、

崔家文、姚威和、郑靖康及黄

才斌。 

 

吉隆坡象棋公会荣获全场总冠军 

由柔佛象棋总会承办、士古来象棋公会承办的“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

锦标赛”在 2013 年 12 月 8日将下帷幕。吉隆坡象棋公会凭着实力平均的优势摘

下全场总冠军！该会的许逸涵与罗玟显分获高中组冠军与小学组亚军，为吉隆坡

立下战功，这也是该会三年来的第二次荣获总冠军荣衔。 

第九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赛 

副总会长陈川正颁发冠军奖予新科状元杨添任 

前三名合影：右起：杨添任、沈毅豪与嘉涵 

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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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总冠军吉隆坡队领奖后与嘉宾合影，捧杯者为吉隆坡领队许汉遂 

赛会各组成绩如下： 

团体赛：冠军吉隆坡、亚军柔佛、季军砂拉越，第 4至第 6名为：4沙巴、5雪

兰莪、6森美兰。 

高中组前八名为：许逸涵（隆）、刘润镛（槟）、黄忠胜（砂）、徐式谦（霹）、周

康煒（玻）、嘉涵（沙）、刘栩鸣（隆）、廖文杰（柔） 

初中组前八名为：陈星元（柔）、陈忠毅（森）、黄敏贤（玻）、陈勇升（玻）、杨

晋诚（沙）、彭一正（甲）、邵伟霖（隆）、卢汉全（砂） 

小学组前八名为：符式弘（雪）、罗玟显（隆）、张鈊定（柔）、林骏安（柔）陈

聪语（砂）、王光宇（森）、 吴柱豪（砂）、卢凯泽（甲） 

 

 

 

槟华打金职工会承办全国团体赛 

在 2013年 12月 13至 15日举办的第廿

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破天荒地由本会的

第一个附属会员槟华打金职工会承办，该会

负责人梁松德于赛会期间发挥了高超的组织

能力，使赛会圆满结束。本次赛会由去年的

个人成绩产生团体参加改为团体赛，各单位

均派出了州内精英代表参与，令到整个比赛

过程竞争激烈，精彩无比。 

 

 

第廿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 

副总会长陈川正受邀主持闭幕，即席捐献

两千令吉赞助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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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马的砂拉越象棋联合会在最后

一分钟组队前来参赛，表现出了不是猛龙

不过江的神勇，在关键时刻靠年轻战将沈

毅豪在决赛快棋赛中击败柔佛的得分王苏

亚强，首次夺得全国团体赛冠军宝座！ 

来自雪兰莪的少年棋手叶振松在六轮

比赛中取得 4胜 2和的佳绩，成为全场最

佳得分运动员，并获得奖杯一座及现金奖

500令吉。 

期待成为世界第二 

大会闭幕嘉宾陈川正副总会长在致闭幕词时指出，非常赞赏总会理事们的精

诚合作，使得总会的会务蒸蒸日上，并希望我国的象棋高手精益求精，以期有朝

一日可以超越越南的象棋水平，坐上世界第二的位置。他非常感谢槟华打金职工

会为象棋运动做出贡献，同时也即席宣布捐献 2000令吉作为赛会的活动经费。 

也是大会主席的槟华打金职工会主席陈海祥先生在致词中说：象棋是一种集

合心理、思维、耐力等因素的活动，下棋能协助个人强化思考能力，同时也训练

策划技巧。他同时感谢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的委托，让该会能举办全国性的象棋大

赛。 

第廿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成绩： 

冠军：砂拉越、亚军：柔佛、季军：霹雳。 

第 4至第 6名为：4吉隆坡、5玻璃市、6森美兰。 

 

闭幕嘉宾陈川正颁发冠军奖予砂拉越队领队兼主将沈毅豪。左起为：砂拉越队员钱光煌、

叶乃传，槟华打金职工会总务谢扶佑。右起为砂拉越少年队员黄钟胜与大会主席陈海祥。 

大会主席陈海祥颁发最佳运动员将予叶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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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师陈隆德勇夺冠军 
 森美兰象棋公会在 1 月 14 日在芙蓉举办

了马来西亚首个三星级象棋赛，“2014年洪海

源杯大马宿将象棋个人公开赛”。根据该会会

长陈川正透露，洪海源先生目前是森州象棋公

会会务特别顾问，他也是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的

前任理事，曾经多次在芙蓉举办全国赛，出钱

出力，数十年来为大马及森州棋坛默默耕耘，

做了不少贡献。森州象棋公会举办本次的宿

将象棋个人公开锦标赛，除了鼓励及推动乐

龄人士参与象棋活动，也借此表扬洪海源先

生对棋坛的无私付出。 

 本次赛会共有 42 位宿将参与比赛，在陈

会长的号召下，全国棋坛的象棋名宿纷纷报名

参加，包括了亚洲特级大师黄运兴、现役国手

亚洲大师黎金福，国家大师陈隆德等；亚洲特

级裁判陈学勤多年来为我国多项大赛执行裁

判任务，本次也转换身份报名参加比赛。 

 吉隆坡教练陈隆德国家大师在经过六轮

的比拼后，以五胜一和的佳绩勇夺冠军，赢的

壹仟伍佰令吉，老将黎金福在最后一轮速和黄

运兴，六战四胜二和，屈居亚军。 

 

 
 

亚洲大师陈进独占鳌头 
 由雪兰莪象棋公会主办的第二届

邓诗汉杯大马象棋公开锦标赛经已二

月十六日在吧生圆满落幕。这项为表

扬雪州棋会前任会长邓诗汉对雪州棋

坛作出的贡献所举办的公开赛总共吸

引了全国四十八位高手参与。来自玻

璃市的亚洲大师陈进表现神勇，继吉

隆坡万友棋队主办的红包赛中荣获冠

军后，在决赛中以快棋赛击退国家大师

陈隆德，再一次蟾宫折桂，独伍仟令吉奖金。老将陈隆德屈居第二，获的贰仟伍

佰令吉奖金。 

 上届冠军沈毅豪远从砂拉越飞到吧生进行卫冕，前三轮连过三关，可惜在第

四轮时不小心遭陈进毒手，过后连和三场，无缘争冠。 

 第三至第十二名的得奖者为：黄运兴、陈有发、沈毅豪、许胜、何彦杰、张

芝维、叶振松、许钟铭、蔡云山及黎金福。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报导/ 02.2014） 

2014 年洪海源杯大马宿将象棋个人公开赛 

2014 第二届邓诗汉杯大马象棋公开锦标赛 

森州棋会顾问洪海源先生为棋坛贡献巨大 

陈隆德国家大师荣获冠军 

第二届邓诗汉杯所有得奖者与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