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宗旨： 促进象棋活动，提倡传统文化。
2 参赛资格： 凡年龄18岁以下的在籍学生，皆可参加。比赛设以下七个组：

   
组别 U18组 U16组 U14组 U12组 U10组 U 8组 女子组

年龄 2000年及
之后出生者

2002年及
之后出生者

2004年及
之后出生者

2006年及
之后出生者

2008年及
之后出生者

2010年及
之后出生者

只限女生

3 报名：
3.1 报名费： 一律S$10.00，象棋总会会员免费。
3.2 报名表： 所有参赛者必须填写报名表（个人报名Form I；集体报名Form G）。

每位参赛者只能报名参加一组的比赛。
3.3 报名方法：

a) 亲临新加坡象棋总会填表、交报名费。

b) 从象棋总会网站 www.xiangqi.sg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连同支票寄至上述地址。
支票收款人请写  :  Singapore Xiangqi General Association。

3.4 报名期限： 即日起接受报名，3月4日截止。逾期报名不受理。
4 比赛方式：

4.1 除女子组和U8组之外，所有参赛者将分东、南、西、北四区进行初赛。
分区法以新加坡教育部对全国学校的区域划分为依据。

4.2 采用积分编排或循环制，轮次视参赛人数而定, 每轮只赛一局。
4.3 比赛员迟到10分钟作弃权论。
4.4 缺席或弃权两轮者，作退出比赛论。
4.5 棋例： 采用亚洲象棋联合会的《象棋比赛规例》。
4.6 时限： 采用定时包干制。时间先用完（超时）者判负。

组别 U18组 U16组 U14组 女子组 U12组 U10组 U8组
每方用时 45分钟

4.7 时间将用尽的一方如果有明显的优势，或局面已形成“正和”，可提出和棋要求，经裁判同意该局即判为和棋。
5 奖励：

5.1 奖金：

名次 U18组 U16组 U14组 U12组 U10组 U8组 女子组
第一名 $200 $150 $150 $120 $100 $100 $120 
第二名 $150 $120 $120 $100 $80 $80 $100 
第三名 $120 $100 $100 $80 $60 $60 $80 
第四名 $100 $80 $80 $60 $40 $40 $50 
第五名 $80 $50 $50 $40 $30 $30 -
第六名 $80 $50 $50 $40 $30 $30 -
第七名 $50 $30 $30 $30 $20 $20 -
第八名 $50 $30 $30 $30 $20 $20 -
第九名 - - - $30 $20 $20 -
第十名 - - - $30 $20 $20 -

5.2 除奖金外，所有优胜者皆可获得奖杯一座。
5.3 任何一组如参赛者不足20人，则只有前4名获奖。

7:00pm - 10:00pm 2:00pm - 10:00pm

30分钟 20分钟

菩提学校、甘榜格南社区体育俱乐部、新加坡象棋总会联办

第二十三届“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
23nd  “Char Yong Cup” Students Xiangqi Championships

新加坡象棋总会
51 Bishan St 13 #01-01, Singapore 579799

电话：62590984。           网站：www.xiangqi.sg
开放时间

星期五 星期六 / 星期日

茶阳(大埔)会馆赞助

赛务处  06/02/2018  Page 1 of 2



6 比赛场所： 初赛分别在象棋总会、菩提学校 ; 决赛在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礼堂。
7 参赛者报到时，必须穿校服。
8 比赛日程：

9 颁奖礼： 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下午5时30分，在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礼堂举行。
10 修章权力： 本章程如有未尽善处，棋赛委员有权随时加以修改，不另行通知。

11 附录： 象棋总会之外的赛场：
● 菩提学校 ： 10, Ubi Avenue 1, Singapore ( 408931 )
●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 385, Beach Road, Singapore  (199581 )

组别 区 日期 比赛时间 报到时间 赛场
决赛 女子组 17/03 星期六 8:30am-5:30pm 8:15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决赛 U8 组 17/03 星期六 12:00pm-5:30pm 11:30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东区
南区
西区
北区

决赛 U10 组 17/03 星期六 12:00pm-5:30pm 11:30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东区
南区
西区
北区

决赛 U12 组 17/03 星期六 12:00pm-5:30pm 11:30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东区
西区
南区
北区

决赛 U14 组 17/03 星期六 8:30am-5:30pm 8:15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东区
西区
南区
北区

决赛 U16 组 17/03 星期六 8:30am-5:30pm 8:15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15/03 星期四 6.30pm-10.30pm 6:00pm 象棋总会
17/03 星期六 8:30am-5:30pm 8:15am 甘榜格南民众俱乐部

菩提学校

初赛 U10 组 10/03 星期六 10:00am-5:00pm 9:30am 菩提学校

初赛 U12 组 10/03 星期六 10:00am-5:00pm 9:30am

初赛 U14 组 象棋总会

初赛 U16 组 象棋总会

12:00pm–6:00pm 11:30am

12:00pm–6:00pm 11:30am

11/03 星期日

12/03 星期一

13/03 星期二

14/03 星期三

象棋总会
南区

西区

北区

决赛 U18 组

初赛 U18 组

东区 11/03 星期日

13/03 星期二

12/03 星期一

14/03 星期三

6:30pm-10:30pm 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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