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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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次汇报（总第九期） 
 

尊敬的总会长拿督林祥才，署理总会长陈川正，各位副会长及各位理事： 
 
大家好！ 
 

 本会于 2014 年 7 月 6 日在吉隆坡大城堡花园的象总会所《祥才室》召开了

第 21 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商讨会务，总会长拿督林祥才出席主持会议，总共有

来自 9 个会员单位（柔佛、吉打、吉隆坡、霹雳、玻璃市、槟城、彭亨、森美兰、

雪兰莪）21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针对各项议程作出了讨论与决议。 

 
兹将本次的理事会议纪要汇报如下： 
 

第 21 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1. 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 
 1.1 冀各单位加强州内各县或各区的联系，协助各区的均衡推广。 
 1.2 增设一项“商业杯”全国象棋队际锦标赛，仅供非象棋组织的团体申办。 
  其主要目的是协助非象棋组织的文化团体、华团乡团或企业举办棋赛， 

总会长拿督林祥才主持第 21 届象总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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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象总 与国内华社乡团及企业商家建立起一座桥梁，以便结合更多的资 
 源推广象棋 运动。本会将拨款 8000 令吉以作抛砖引玉，总会长指示比

赛细节另行讨论。决议：一致通过。 
1.3 署理总会长陈川正呼吁各会员单位能为总会寻找一些全国性的企业赞助 
  冠名各项全国赛，以期我国的象棋运动更能稳健的发展。 
1.4 出版赛会特刊与棋讯，加强宣传力度。 
1.5 成立国家队委员会，由企业冠名赞助、进行赛前集训，建立团队精神、

设立遴选国家代表制度、逐步改善运动员福利等等。 
1.6 成立赛会评估委员会，设立赛后问卷调查，提升赛会规格与水平。 
1.7 成立竞赛委员会，修订及完善象棋规例、加强推行全国象棋运动员等级

分制度，以排行榜排名或分数或大师称号为报名资格。 

 

2. 申办全国赛会程序/全国赛评估 
2.1 所有单位申办全国赛必须填写申办表格与赛会计划书，交由小组审查申 

 办单位所提供的比赛设施是否符合赛事规格，再呈理事会审批。不接受 

 口头申请。 

2.2 所有申办必须经小组评估及理事会通过与获得委任书后方可对外发布宣 

 传。 

2.3 规定赛会举行的日期为：棋王赛落于 1至 4月、个人赛落于 5至 7月、

团体赛落于 8至 10月、中小学生赛落于 11 至 12月、青年赛与大专生赛

则不限制。 

2.4 截止申办的日期为：棋王赛 11月、个人赛 2月、团体赛 5月、中小学生

赛、青年赛与大专生赛 6月。若逾期而未有单位申办，则由总会竞赛委

员会建议委托承办单位。 

2.5 每一项全国赛在举办过后将进行赛后问卷调查，以评估承办单位的办赛

水平，以作为未来提升赛会的质量及委托承办权的参考。 

 

 

秘书长谢琼高向会议代表展示由委员会主席陈川正赞助的国家队“战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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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属会员参赛事宜 
3.1 棋王赛：不可自行报名参赛，除非受到象总的邀请；或在承办该赛会时

遇参赛人数为单数，方可以候补参赛。 

3.2 全国个人赛：最多可派两位男选手及两位女选手参赛。 

3.3 团体赛：不可自行报名参赛团体赛，除非于承办该赛会时遇参赛队伍为

单数，方可以候补队参赛。可派两位非华裔选手参加非华裔组。 

3.4 青年赛，最多可派两位选手参赛。 

3.3 中小学生赛，不可自行报名参赛，除非在承办该赛会时遇各组别之参人

数为单数，方可以候补参赛。 

 

4. 运动员比赛服装/赛会地点 
 4.1 运动员必须遵照竞赛委员会所规定的穿着。 

 4.2 建议全国棋王赛与全国青年赛的比赛地点安排在酒店举行。 
 

5. 署理总会长报效《南洋象棋战记》500 本为象总筹款 
署理总会长陈川正报效 500本亚洲象棋联合会秘书长林关浩的著作《南洋象

棋战记》，捐献于总会作筹款用途，每本 20 令吉，所有售书收入均作为总

会活动经费。雪兰莪、吉隆坡、玻璃市、吉兰丹订购 50本，霹雳订购 5本。 
 

6. 2014 年及 2015 年各项全国赛会 
6.1 2014 第廿七届全国个人赛，柔佛象棋总会承办，居銮象棋公会协办，峇

株巴辖象棋公会协办。比赛日期：2014年 7 月 18至 20日。 

 

6.2  2014 第廿六届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一致通过玻璃市象棋公会承办，赛

会将于 9月 12至 14日举行，地点在亚罗士打。 

 

6.3 2014 第廿届全国中学生赛，槟城象棋公会呈上申办表格与计划书。一致

通过槟城象棋公会承办今年的全国中小学生赛。比赛日期：2014年 12

月 5至 7日。 

 

6.4  2014 第十三届大专生赛，收到竞赛主任温显章交来敦胡先翁大学中华文

化学会（Universiti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的赛会计划书，建议

比赛日期：9月 26 至 28。雪兰莪代表许志光表示马大华文学会也有有意

申办，建议先呈上计划书审批，再决定委托承办权。 

  
6.5  2015第十九届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一致通过由东马沙巴象棋联合会

承办。 

 

6.6  2015 第廿八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霹雳象棋公会提出申办，将呈上申

办与赛会计划书。 

 

6.7 2015 第十一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赛，彭亨与吉兰丹均有意愿申办，交由

小组审查申办表格及计划书后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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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会员单位汇报 
森美兰象棋公会： 

代表范佳纶报告：该会于 2014年 4月 23日改选，新届理事名单为：主席陈

川正、署理主席颜国剑、副主席：袁锦伦、李受训、颜国和，秘书范佳纶、

副秘书：黄健汶、何彦杰 ，财政陈嵩耀、副财政姚威和，理事：郑天富、

林玉安、邓锦辉、李俧兴、温圣才、黄玟龙、李国源、陈逸昌、孔令年、陈

宛妮、王耀东、杨光和、何鸿峰。 

 

吉打象棋公会： 

代表仲元报告：该会已经成功召开会员大会并进行新届理会改选。新届理事

会成员为：会务顾问 : 赵时德。会长 : 黄超群、署理会长 : 刘文义、副

会长 : 林乐亮、总务 : 王东强、财政 : 傅俊芳 。理事为：颜德富、张

潮兴、林建和、陈木泉、许福材、尤婉君、周康炜、谢惟川、林苍泉、许胜。 
 

吉隆坡象棋公会： 

代表江俊洁报告：该会已经选出新届理事，会长为丹斯里拿督吴明璋，整名

单将另外呈交象总秘书处。 

 

彭亨象棋公会 

代表邹帅立报告：该会将取得国家体育局的注册证书，并将于 8月改选。 
 

8. 各单位棋讯 
柔佛象棋总会 

代表温显章呈上 7月 18至 20日在峇株巴辖举办的“第廿七届全国个人象棋

锦标赛”的工作报告书，并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全国赛的工作进度，该承办

单位的认真态度获得全体理事高度的赞赏。 
 

槟城象棋公会 

代表张秀来报告：该会将举办一项“仁孝杯”亲子象棋赛，共分 8组，冠军

奖金高达 6000令吉。另外也在 12月 5至 7日举办全国中小学生赛。 
 

雪兰莪象棋公会 

代表张有为报告：该会将于 7月 27日在八打灵 SS2 Mall举办第二届“拿督

李伟国杯”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并派员到雪隆数十间学校宣传，冀达到 400

人参赛。 
 

霹雳象棋公会 

代表许建辉报告：该会将于 8月 3日举办一项霹雳州公开赛。 

 

森美兰象棋公会 

1. 2014 年 08 月 16 日举办 2014 年国庆日森州首届甲组锦标赛暨非甲组公

开赛（暂定） 

2. 2014年 10 月 12日 举办森州县级团体赛（暂定）。 

3. 筹办 2015年森州校际赛，计划把此活动呈报上森州教育局。 

4. 马口象棋公会将在 8月份拜访森州象棋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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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槟城代表张秀来在秘书长报告“第三届佩雷斯杯惠州象棋邀请赛”成绩 

  时询问：为何不是选派全国赛的冠军得者为国家代表？ 

全国竞赛主任温显章指出：理事会已经一致通过成立国家队委员会，并

由委员会去处理国家代表事宜。 

秘书长谢琼高指出：全国赛的前三名是入选成为国家队员的基本条件，

至于是否能出战国际赛则需看队员的综合表现；委员会将公布代表遴选

细则。 

总会长拿督林祥才表示他完全信任由署理总会长陈川正所领导的委员会

必定会选出最适当的选手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 
 

9.2 吉打代表仲元报告：在全国棋王赛后，接获抹黑及质疑该州领导与批评

该会承办的棋王赛不力之匿名短信，对未来象棋运动的发展产生不好的

影响。 
  

9.3 秘书长报告：接获吉打象棋公会新届理事会推荐信，由该会署理会长刘

文义及财政傅浚芳取代黄超群及仲元出任象总常务理事。 
 

9.4 秘书长报告：新加坡象棋总会将于 8 月办 80 周年庆典时出版纪念特刊，

各直属会员单位受邀联名刊登贺词，每单位 100 令吉，余额象总负责。

一致通过。 
  

9.5 秘书长报告：第 18届大马棋王锦标赛，吉打象棋总会承办，吉北象棋公

会协办。调查问卷共设 13道有关比赛的项目，所得到回应如下： 

共有 8 项（61.5%）低于 5 分。最高平均得分的项目为场地 6.72，最低

为特刊 0，在交通、开幕招待、组织能力及整体表现方面都没有超过 4

分。整个赛会的总平均得分只有 4.38，表现差强人意。 

 

9.6 秘书长报告：第 10届全国青年个人锦标赛，柔佛象棋总会承办，居銮象

棋公会协办。只有三项得分超过 6分，最高平均得分的项目为棋具 6.94。

最低为场地 2.44，住宿的安排也颇多投诉，仅得 3.94。工作人员得 4.61

分，大会裁判长被多人投诉表现失误。整个赛会的总平均得分只有5.33，

未能到达标。 
  
 9.7 一致通过秘书长建议：设立年度最佳会员单位奖、年度最佳承办赛会单 

  位奖，以资鼓励。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10.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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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十届全国青年象棋个人锦标赛

于 7月 6至 9日在柔佛居銮的客家公会礼堂

成功举行。大热门沈毅豪毫无悬念的蟾宫折桂，并获得马来西

亚国家队委员会主席陈川正的赞赏与邀请他同到惠州观摩第

三届佩雷斯杯象棋邀请赛作为特别奖励！ 

这项赛会只供年龄 30岁或以下的选手参加，今年由柔佛

象棋总会承办，居銮象棋公会协办。总共有 42位来自各州的

年轻高手参赛。来自砂拉越的年轻好手沈毅豪去年在吉隆坡的

赛会功亏一篑，决赛时负于吉隆坡杨添任，痛失冠军荣衔。今

年年届 30岁的他是最后一年参赛，抱着决心从东马美里飞到

柔佛居銮参赛，志在必得；再加上卫冕者杨添任因为要应付一项

重要的考试而缺席比赛，更增加了沈毅豪的夺冠机会。 

以象棋为全职事业的沈毅豪在技艺上显然比其他参赛者高，

一路过关斩将，与黄健汶会师决赛。

黄健汶来自森美兰，是该州的顶尖好

手，曾获 2002年亚洲杯少年组第三

名，实力不俗。两人在决赛的慢棋中

打成平手，加赛快棋。疏于参赛的黄

健汶显然不能适应大赛节奏，布局不

久即盲一大车，让沈毅豪轻松登顶，

摘下冠军头衔。 
 

东马选手表现优异 

来自沙巴与砂拉越的青年选手在本届的赛会中表现非常优异，在前四名中包

揽了三位，这显示出东马两大棋会在栽培年轻象棋选手方面的着重。本届的前十

二名优胜者为：沈毅豪、黄健汶、郑靖康、杨晋诚、姚威和、黄才斌、彭诗圣、

刘建雄、王世泰、汪志祥、李荣福与郭文达。 

 

 

 

 
 

第廿七届马新象总杯常年赛暨第廿届少年杯象棋常年赛今年值新加坡象棋

总会主办，并于 5 月 24 至 25日在新加坡象棋总会会所举行。我队由国家队委员

会主席陈川正亲自领队前往新加坡进行交流。我队国家队队员为：黎金福、李家

庆、陆建初、郭宪丰及陈有发；少年队员为许逸涵、刘栩鸣、陈忠毅与徐式谦。 

 

全国青年赛优胜者于领奖后与闭幕嘉宾合影 

沈毅豪荣获冠军 
获陈川正主席邀往惠州观摩佩雷斯杯赛 

棋

讯 

柔象总会长李极武颁发

冠军奖予沈毅豪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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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场的比

赛中，陈有

发后手对垒林耀森弃子搏杀无

功，败走麦城；队长郭宪丰以后

手迎战侯志雄，在较优的残棋阶

段掌握不好，应胜不胜，遭对手

逼和，造成我队首轮比赛中以 4

比 6落后。由于首轮比赛中失手，

我队在第二天比赛里至少必须

取得 7比 3的胜利才能顺利捧杯，

若只以 6比 4取胜，形成两队平

手的话，胜利还是属于新加坡队的。在这种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虽然队员三军用

命，无奈新加坡队队员个个身经百战，身手不凡，仅能以 5 比 5战成平手，遂以

9比 11的总成绩落败，俯首称臣。 
 

我国少年队则在不受看好的情况下，以 10比 6 勇挫对手。少

年国手许逸涵及陈忠毅在两轮比赛中分别取得 4 分及 3 分，

为少年队的致胜功臣。比赛过后，新加坡象总众领导在千禧楼设宴款待，并要的

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主席周文忠前来颁奖。领队陈川正受邀致词时表示感谢新加坡

象棋总会的妥善安排本次赛会，新象总在培训年轻选手方面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他指出，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我们赢得友谊，我们都是最大

的赢家。 
 

由惠州市棋类协会主办的第三

届“佩雷斯杯”象棋邀请赛于 6
月 27 至 7 月 1 日在广东惠州金

信宇大酒店举行。我队再次受

邀参加，并以团长陈川正为首，

领队杨展辉，副领队沈毅豪派

出队员陆建初、陈有发与杨添

任参赛。本届的参赛队伍从去

年的六队增至十队，除了东道

主惠州队外，其他的参赛队伍包括了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澳门、加拿大、香港、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德国。 
 

我队首日比赛碰上澳门、惠州、新加坡三支实力强大的队

伍，结果均以 2 比 4 不敌对手；次日，我队连胜加拿大、

泰国及美国，取得宝贵的 6 分，最后一天的比赛中，我队胜了德国与澳大利亚，

却在关键的一役中输给了香港，，最终取得全场第六的每次，无法完成赛前定下

的前四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中，年轻选手杨添任表现不俗，取得 14

分，在个人得分的排行榜上与惠州名手李进并列第五。本届赛会最终排名为：澳

门、惠州、香港、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德国、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秘书处 报导/ 摄影：何彦杰  04.2014） 

国家队失利 

两队全体队员于颁奖礼上与嘉宾合影 

少年队捧杯 

我队团体第六名 

杨添任排名第五 

团长陈川正率领全体队员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