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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会会议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3 月总共召开了 10 次理事会会议。 

本会继续聘请陶一呜担任行政助理。 

 

理事会成员变动情况： 

王相賦请辞学务主仼由苏添福代。 

陈连山请辞出版主任由王白安代。 

 

 

2. 常年会员大会 
本会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会所举行了 2015 年 34 届常年会员大会。 

 

详细会议记录参看《2015 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3. 会员注册及会费缴交 

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本会注册会员共 177 人，2015-2016 年新注册会员为 17

人，已缴交 2016 年度会员费的是 79 人。 

 

 

4. 裁判课程 
 

 我会在 2015 年 9 月中旬开了“象棋竞赛管理 及 亚洲象棋竞赛条例”课程，也就是

“裁判班”，举办此课程的目的是要让参与“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 暨首届亚

洲象棋个人公开赛”的赛务人员更好地理解有关棋规。这个为期一个月，一共 12 堂

课，是由三位指导员：王兴南、陈团生及陈茂然（课程负责人），三位指导员都是拥

有亚洲特级裁判头衔的导师。学员共有 9 位，他们是：林奕寰、陈吕凯、许乾亿、蒋

永光、卓子耀、翁文龙、吴沐澄、赖俊杰及陈茗芳。 

 

5. 象棋课程 
 

学校象棋班：  

1）圣斯德望学校 2/2/2016 至 3/2/2016  

我会受邀为小五生上两堂象棋入门课，每堂课时段为 1 小时，五班同时进行。这是我

会连续第二年受邀到圣斯德望学校教课，本会派出五名象棋指导员，他们是：林关

浩、王绍祖、吴得顺、陈吕凯及陈茂然。圣斯德望学校很重视这项象棋课程，特地集

中一组非华裔的学生，要求我会的象棋导师须得用英语给他们上课。  

  

2）公教中学 22/2/2016 至 4/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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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受邀为该校中一生上两堂象棋技巧课，每堂课时段为 45 分钟，一共九班。每堂课

须要两位象棋指导员，把学生分为两组: 已经会下棋 及 不会下棋的学生，以便减轻教

学负担和提高学习效率。本会派出林关浩及陈茂然两位象棋指导员负责这次的教课。  

  

 象总象棋班：  

1）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象总会所一共开了五组象棋班，每班人数 3 - 5

人，注重在小组教学。四班为象棋基础班，一班为 “象棋一级班”，象棋指导员分别

为王绍祖及陈茂然。  

  

  

6. 棋艺讲座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平台，棋会邀请了很多国手或者资深象棋教练来分享他们的棋艺

观点，给本地棋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以及分享棋艺心得的机会。 

 

4 月 12 日主讲者吴宗翰，讲题为自战解说 

 

5 月 16 日主讲者卢国龙，讲题为自战解说 

 

6 月 6 日晚，主讲者梁永兴、陈靖麟、卢志豪、罗凌轲，讲述他们在新马杯上的对局

心得。 

 

7 月 25 日星期六晚上 7 点，中国的象棋大师言穆江先生在本会会所举行了“棋艺讲

座”：百万军中夺魁元（2014 年中国全国个人锦标赛冠军郑惟桐特级大师精彩对局解

说和实用残局）。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和棋艺讲座中，有近 70 位棋友欢聚一堂，场面十分热闹。副会长林

关浩和中国大师言穆江为全国个人赛优胜者颁奖。随后，言大师深入浅出的评论了

2014 年中国冠军郑惟桐对特级大师赵鑫鑫的精彩对局和一则实用残局，博得满堂喝彩 

 

8 月 22 日晚，主讲者甲级棋士、资深象棋教练陈团生，讲题：《浅谈象棋教学》，主

要论述他的教学经验和观点。 

 

9 月 19 日晚，亚洲大师苏盈盈分享她的精彩实战对局，以及介绍一些基本残局知识。 

 

7. 象棋推广活动 
 

9 月 20 日、26 日、27 日，滨海艺术中心在唐城坊图书馆和滨海艺术中心户外与新加

坡象棋总会举办 “庆中秋下棋乐”活动，活动由林关浩、赵金山、徐乃隆、王绍祖、

林奕寰、陈吕凯等人主持。 

 

 

8. 宣传工作 
 

1）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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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总的网页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a. 对棋会的各项赛事进行赛前宣传，以及赛后成绩发布，包括全国象棋个人

赛，国家队选拔赛，“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棋友杯”象棋团体

赛等。 

b. 详尽报道了 2015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暨首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

赛，包括赛前宣传，义务工作人员招募，赞助商签约，启动仪式，蒙目棋吉

尼斯世界纪录挑战选拔，成绩和联合公报的发布。 

c. 对棋艺讲座，各类活动通知，和象总相关活动做了报道。 

d. 在赛事报道栏目中，林奕寰先生对“佛光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KDF 全

国慈善象棋锦标赛，“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第 56 届全国个人赛

和国家代表选拔赛等赛事做了详尽报道。在亚洲赛期间，对每轮比赛进行了

两盘棋的直播，吸引了大量棋友观看。 

 

2）脸书 

2015 年 4 月 28 日，新加坡象棋总会官方 Facebook 群组账号开通，旨在设立一

个传播象棋总会活动信息，象棋棋艺交流的一个平台。到截稿为止，此

Facebook 群组i已有 197 成员，发帖数量超过 70，平均每帖浏览超过 30 人。 

 

为了这个群组的长远发展，制定了以下的规则： 

1）话题和意见只和象棋相关，不涉政治、宗教、民族等话题。 

2）欢迎大家对象棋相关的话题踊跃发表个人见解，看法意见可以迥异，也可

以提出批评，但不可以作人身攻击和使用粗暴语言。 

3）不可以发布和象棋无关的营销广告等商业信息。 

 

目前群组的管理员有 3 人：黄晓华、赵金山、林关浩。 

 

9. 宣传短片获奖 
 

2015 年，“花样年华”剧组在新加坡象棋总会拍摄短片《传承 》（《Beyond the 

checkmate》），参加 2015 年第二届新加坡文化遗产短片比赛（Singapore heritage 

short film competition) 荣获安慰奖。 

 

10. 国家队集训 
 

2014 年 7 月 13 日成立了国家队，这是由 2013 年和 2014 年全国赛的前 8 名组成，下

列：林耀森，许正豪、廖铭濠、侯志雄、吴宗翰、刘亿豪、胡海宇、卢国龙、李国

华、赖俊杰、陈靖麟、梁永兴、康德荣。2016 年的国家队则由 2014 年和 2015 年全国

赛前 8 名产生，由此类推。 

 

经过选拔赛，国家队的名次排阵为：吴宗翰、许正豪、侯志雄、梁永兴、林耀森、刘

亿豪、陈靖麟、赖俊杰、康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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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的概念是以一个公平、统一的标准选出国家代表，以让他们代表当年的所有国

际比赛。国手一定要经过全国赛取得资格，然后经过选拔赛（也是一个训练赛）产生

名符其实的国家代表。 

 

2015 年度的国家队是象总的初次尝试，往后会把国家队的整合、训练内容加强。福利

也会通过寻求更多赞助商来提高。象棋总会也希望代表们能尽心尽力，为新加坡在国

际上取得好成绩！ 

 

承蒙王相赋先生的慷慨捐助下，筹得$3000 赞助经费，作为组织 2015 年国家队的费

用。 

 

11. 国内赛事 
 

1） 2015 年 5 月 30 - 31 日：第 30 届“莱佛士杯”全国中学初院象棋团体赛。 

 

由莱佛士学院主办，象总协办的第 30 届“莱佛士杯”全国中学初院象棋团体赛在

2015 年 5 月 30-31 日举行，比赛共有四项组别，分别是：中学团体赛、初级学院团体

赛、女子个人赛及快棋赛。 

 

2）2015 年 6 月 16 日-7 月 3 日：第 56 届（2015 年）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经过 9 轮的激烈争夺，第 56 届（2015 年）新加坡全国个人赛落下帷幕。A 组中，黄俊

阳以 6 胜 2 和 1 负积 7 分首次登顶成功，获得 A 组冠军，并晋升为大师。林耀森以 6.5

分获得亚军，康德荣以大分 6 分和小分优势获得季军。郑紫贤，邱冠杰，吴家乐，陈

茗芳四位棋手取得前十而晋升为甲级棋士；B 组中，郑奕廷 8 胜 1 和积 8.5 分夺魁，马

惠城和李魁勉同以 7 分分获第二，第三名，林家勇 6 分获得第四，他们 4 人直接晋升

为乙级棋士。排名第五的卢俊宇以累积序分超过 4 分也一起晋升为乙级棋士。 

 

这次全国赛进行了新加坡全国赛历史上的第一次赛事网上直播，棋友们反应热烈，也

避免了以往比赛场所过于嘈杂以致影响棋手的问题。 

 

 

3）2015 年 6 月 27 日：第二届“佛光杯”全国学生个人象棋赛 

 

由新加坡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联合主办，新加坡象棋总会协办的第二届

“佛光杯”全国学生个人象棋赛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在佛光山举行，比赛为七轮，25

分钟包干制。 

 

比赛结果，中一中二组的冠军由来自南华中学的丁南方获得，华侨中学的林步云和国

大附中的朱靖犀分列二三；小五小六组中，三名来自德行小学学生叶晓棚，陈殷豪，

金圣夺得冠亚季军；小四及以下组中，树群小学的张恒硕技压群雄夺冠，道南小学的

彭劲霖和聚英小学的张新月屈居第二和第三。 

 

佛光山在文化传播与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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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 年 6 月 13 日-14 日：KDF 2015 年全国慈善象棋锦标赛 

 

有两百多位棋手参加了本次的 KDF 全国慈善象棋锦标赛。公开组的冠军由赵金山获

得，李国华和郑紫贤分列二三。U20 组竞争激烈，陈靖麟取走冠军，丁苡昕第二，吴

家乐第三。U16 组的比赛冠军是符式弘，王益杰第二，而女子棋手陈靖媗夺得第三。

U14 组的冠军由周劲程获得，亚季军分别为李骏翔和陈思戎。U12 组的比赛中，郑博

远取得 7 战全胜夺冠，陈忠凯和彭劲霖排名二三。U9 组的小朋友们表现相当优异，赵

以诺获得冠军，王俊耀和陈家瑱紧随其后分获亚季军。 

 

 

5）2015 年 11 月 11 日：第 12 届“茶阳杯”全国小学象棋校际赛 

 

第 12 届”茶阳杯”全国小学象棋校际赛于 11 月 11 日在碧山民众俱乐部大礼堂举行。今年共

有 34 支队伍参加。比赛结束后，颁奖嘉宾蓝昌平先生和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林关浩先

生进行了颁奖。 

 

 

6）2016 年 2 月 20 日-21 日：第 8 届新加坡“棋友杯”象棋团体赛暨新春团拜 

 

由新加坡象棋总会主办的第 8 届棋友杯团体赛将在 2016 年 2 月 20-21 日在本会会所

举行，本次比赛采用 7 轮 3 台制团体赛。 

 

棋友杯是团体赛，有点友谊赛的性质，同时也是棋界朋友新春团拜欢聚一堂的活动。

以马来西亚国手沈毅豪，新加坡国家队成员赖俊杰、刘亿豪，超强无级叶剑忠组成的

智力学院实力超群，提前一轮就锁定冠军奖杯；另外三位国家队成员“双豪一新”

（许正豪、廖铭濠、梁永兴）组成的历届冠军热门队伍“爱花买”夺得亚军；由年轻

棋手许永坤、方韬、巫汉梃担纲的蔡厝港德惠青年队后来居上，略为出人意外地坐上

季军位置；初次组队的象总队由象总理事林关浩、康德荣、黄晓华、徐乃隆以及棋友

许乾亿、吴得顺、魏志伟组成，以黑马姿态挤进前四名；其他五到八名分别是蔡厝港

德惠蓝队、狮城棋院、老中青、波那维斯达 A 队。 

 

赛后由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林关浩先生进行了颁奖，并且回顾了过去一年象总的活动

概况以及展望了未来的活动。 

 

济济一堂的 80 多位棋友在赛后一起进行了新春团拜，分享了象总准备好的新春美食。 

 

7）2016 年 3 月 12 日-19 日：第 21 届“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 

 

为促进象棋活动，提倡传统文化，由新加坡象棋总会，甘榜格南社区体育俱乐部联

办，茶阳（大埔）会馆赞助的第 21 届“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于 3 月 12 日至

19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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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赛事 
 

1）2015 年 5 月 23-24 日：第 28 届“新马象总杯” 

 

第 28 届“新马象总杯”在吉隆坡举行，新加坡队阵容如下： 

领队：王相赋 

副领队：赵金山 

裁判：林关浩 

国家队：许正豪，林耀森，侯志雄，梁永兴，刘亿豪，陈靖麟 

少年队：莫秉伟，卢志豪，陈靖凯，罗凌轲 

 

总成绩 

成年队 马来西亚 14:6 胜 新加坡 

少年队 马来西亚 9:7 胜 新加坡 

 

最后马来西亚队夺得了成年组和少年组的奖杯。 

 

2)  2015 年 5 月 18 日-22 日：第 7 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 

 

吴宗翰受邀参加 2015 年 5 月 18 日-22 日在香港举行的第 7 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

际名人赛，在来自于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名顶尖象棋高手中名列第 8。 

 

3) 2015 年 8 月 17 日 - 26 日：第 14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本会虽没有正式派棋手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第 14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但本会

国家队员赖俊杰自费前往，精神可嘉。共有 54 名高手参赛，赖名列第 27 名。 

 

4）2015 年 11 月 16-20 日：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暨首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 

 

由亚洲象棋联合会主办，新加坡象棋总会、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联合承办，合

作伙伴中国郑州弈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助策划的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暨首

届亚洲象棋嘉年华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在新加坡举行。此次活动共有五项： 

（1）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 

（2）首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 

（3）党斐大师 1 对 25 蒙目象棋吉尼斯世界纪录极限挑战赛 

（4）楚河汉界. 首届亚洲象棋文化博览会 

（5）首届亚洲象棋名人交流酒会 

 

 

本此盛会带给大家的是一次集象棋竞技性、文化性、娱乐性、互动性为一体的创新型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将为今后未来象棋在全世界的推广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模

式。新加坡承办的此次亚洲象棋顶级盛宴，带给大家一个强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这

是新加坡棋界引以为傲的一件棋坛美事。我们也以此盛会美果献给新加坡共和国建国

五十周年纪念，这是新加坡棋界人士向国家表达的一种爱心！ 

 

总结此次盛会有以下几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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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最多、内涵丰富综合性盛会 

个人锦标赛、个人公开赛、蒙目棋世界纪录挑战赛、象棋文化博览会和名人交流会，

每个项目都是独立的大型活动，结合起来办其难度可以想象。 

 

（2）最多棋手参赛，112 人同台亮相 

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选手参加个人锦标赛男女共 38 位，其中女子 12 位是历届最多

的一次。个人公开赛 48 位，可说反应很好。加上蒙目棋的 26 位，112 位同台献艺，

难得盛会，气势宏大。（成绩表见附表 2 &3） 

 

（3） 党斐大师创立 1 对 25 蒙目象棋极限挑战赛的世界纪录 

虽然没有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承认，但是党斐大师的勇气和惊人记忆力，震撼世

界！17 胜 5 和 3 负的骄人成绩，已经达成原本要达到的宣传力度甚至超越。 

 

（4）荥阳市人民政府统筹的楚河汉界. 首展亚洲象棋文化博览会。 

 

（5）首届亚洲象棋名人琴棋书画交流酒会的意义。 

 

（6）荥阳、确山、吉隆坡、杭州、翔安五站的宣传造势，盛大空前。 

 

（7）从一个办赛的思路到美梦成真，最终实现“党斐思路” 好像是一个“奇迹”。 

 

（8）对新加坡棋坛起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并非从天而降，主要有以下因素： 

（1）亚洲象棋联合会的信赖委托 

（2）欧阳修章会长的信任和支持 

（3）党斐大师的思路和公司统筹 

（4）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的鼎力支持。 

（5）本地及各地棋友肝胆相照，仗义相助。 

（6）团队精神，各司其职。 

结语：筹备期间，我们可说遭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其中的辛酸苦辣，非一般人可以

了解。每当我们收到一个赞助，那怕是 50 元，我们都会开心。每当我们开会讨论各

种难题，那怕是只解决一个小小的环节，我们都会发出会心微笑。无论如何，任何困

难都难不了我们，我们忍住，我们从不放弃。也许，只有当我们成功时，其他人可能

才觉察到我们 曾经受过的苦! 

 

另外，在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暨首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中，新加坡棋手在

这次比赛的表现总体看可说是可圈可点，众棋手中表现最为亮丽的莫过于勇夺女子个

人赛季军的苏盈盈。吴宗翰则取得了个人赛男子组的第 6 名。 

 

在公开赛方面，一老一少“两郑”的表现最为抢眼：老棋王郑祥福是这次比赛年龄最

大的棋手，却是老当益壮，越战越勇，能在前 12 名中占据一席实在是让人钦佩；而

“小郑”郑紫贤在这次比赛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先后逼平这次的季军越南范启源和

中国的陈建国，又战胜马来西亚特级大师李家庆，最后进入前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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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比赛的计划组织过程中，会友陈团生先生出钱出力， 不仅赞助比赛经费，还特

别为这次盛会建设了一个专网，www.xiangqicarnival.org ，详尽地报道了各项 象棋比

赛，并把所有对局制作成动态棋谱，可以让棋友们在网页中随时直接观赏。 

 

 

在比赛结束以后，我们有两次慰劳会来欢聚共庆大会圆满成功和答谢赛会工作人员： 

1）2015 年 12 月 6 日中午在金禧楼，欧阳修章会长设宴（4 席）慰劳全体工作

人员，欢聚共庆大会圆满成功。 

2）党斐大师也在 12 月 14 日在品珍私房菜举行一个“答谢晚宴”（3 席），感

谢赛会工作人员。 

 

13. 等级分 
 

本会在 2014 年中起，重新恢复棋手等级分的计算，至今已为 201 位棋手计算过等级

分并公布在本会的网站。在计算棋手等级分上，采用了棋手基本分的设定（例如，大

师：2000 分；甲级棋士：1900 分；乙级棋士：1700 分；无极棋士：1500 分）、符合

等级分计算的象棋比赛以全国赛的比赛制度为准，值得一提的是由蔡厝港德惠棋队主

办、我会协办的“2014 蔡厝港杯”也获批准计算等级分。  

  

由于等级分可以衡量棋手近阶段的表现，我会就把它设为一些重大比赛的参赛条例，

来遴选本地棋手。如“届亚洲象棋嘉年华“， 参赛者必须积分到 1650 才能报名参

加。  

  

有关棋手的等级分公布可查阅本会的网页，每年将有至少两次（6 月份及 12 月份）的

等级分计算及公布 ( www.xiangqi.sg => “赛事报道” => “考铨报道” )。 

 

14. 一元对一元的申请 
 

2015 年本会在欧阳会长和多位热心人士大力资助下，本会提呈四万元的申请，结果本

会获得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四万元的赞助。 

 

欧阳修章  30,000 

林关浩  2,000 

李亚丰  1,100 

邬顺山  2,600 

李锡森  2,000 

孙敬亭 3,000 

 

15. IPC 的申请 
 

由于申请 IPC 的过程非常的琐碎繁杂，也基于去年我们的重点落在筹备亚洲赛，所以

会把这项申请放在 2016 年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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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请到 IPC 资格，将会获得更多、更大的赞助，因为赞助者将会获得所得税的回

扣。 

 

 

16. 结语 
 

从会务报告可以看出，2015 年新加坡棋坛非常热闹，尤其本会承办亚洲赛事有多方面的突

破。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满足自骄，实际上，本会在许多领域方面，尚需改进。从财政报

告也可看出，比起前几届，本会的财务状况还算不错，我们寄望新的理事会在这个优势

下，努力完成对 IPC 的申请，吸引更多的赞助，为我国的象棋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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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录一：2015-2016 年热心人士赞助芳名录 
 

热心人士赞助芳名录- 2015/2016 

Date Name Amount Receipt No. Description 

28-Feb-15 黄晓华 $475.00 03919 捐款-2015 

1-Mar-15 欧阳修章 $30,000.00 03937 捐款-2015 

1-Mar-15 林关浩 $2,000.00 03938 捐款-2015 

14-Mar-15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 $5,000.00 04039 茶阳杯(第 20 届-2015)学生个人赛赞助基金 

30-May-15 赵金山 $515.00 04165 海外赛-新马杯赞助金 

13-Jun-15 Lee Chuen Yang $2,000.00 0426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3-Jun-15 彭彪 $1,000.00 0426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3-Jun-15 李氏基金 $2,000.00 0426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4-Jun-15 张志斌 $40.00 04278 捐款-2015 

25-Jul-15 观音堂佛祖庙 $2,000.00 0429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5-Jul-15 BW Automobiles $3,000.00 04300 捐款-2015 （国家队） 

22-Aug-15 蔡捷伟 $500.00 0431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9-Sep-15 欧木顺 $500.00 0432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9-Sep-15 赵金山 $2,000.00 0432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9-Sep-15 徐乃隆 $100.00 0432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9-Sep-15 桥牌协会 $100.00 04330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6-Sep-15 陈团生 $1,440.00 0433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7-Sep-15 陈添华 $1,000.00 0433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Oct-15 陶一鸣 $50.00 0433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吴得顺 $100.00 0434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林关浩 $2,000.00 0434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徐金发 $100.00 0434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林碧峰 $100.00 0434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叶瑞平 $50.00 0434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洪朝发 $50.00 0434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楊俊平 $50.00 0434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蔡清泉 $50.00 04350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傅金国 $50.00 04351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陈秀英 $50.00 0435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楊忠文 $50.00 04353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黄星翔 $50.00 0435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张汊玲 $50.00 0435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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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ct-15 萧淑明 $50.00 0435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陈楚华 $50.00 0435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陈文发 $50.00 0435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韩亚友 $50.00 0435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陈仰丰 $50.00 04361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黎德义 $50.00 0436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陈鸿发 $50.00 04363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梁建华 $50.00 0436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王世良 $50.00 0436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4-Oct-15 王绍祖 $100.00 0436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1-Oct-15 围棋协会 $200.00 0436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1-Oct-15 陈茂然 $100.00 04370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1-Oct-15 Mr Pang Pok $1,000.00 0437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5-Oct-15 李亚丰 $1,000.00 0437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王世良 $50.00 0437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陈成贵 $50.00 0437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庄才钧 $100.00 0437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许光亮 $50.00 04380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蔡俊杰 $100.00 04381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王福源 $88.00 0438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7-Oct-15 康德荣 $100.00 04383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4-Oct-15 碧山民众俱乐部 $100.00 0438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5-Oct-15 孙进坤 $20.00 0438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30-Oct-15 周文忠 $20,000.00 0438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30-Oct-15 吳天来 $50.00 0438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30-Oct-15 尹修良 $50.00 0438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30-Oct-15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 $3,000.00 04391 茶阳杯(第 12 届-2015)全国小学象棋校际赛赞助费 

3-Nov-15 李锡森 $2,000.00 0439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6-Nov-15 王白安 $100.00 0439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7-Nov-15 赖俊杰 $50.00 0439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1-Nov-15 傅信仁 $43.00 04399 捐款-2015 

18-Oct-15 陈川正 $1,000.00 04401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8-Oct-15 谢琼高 $300.00 0440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8-Oct-15 李周华 $300.00 04403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8-Oct-15 杨展辉 $300.00 04404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8-Oct-15 刘兴潻 $100.00 04405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特刊 



 

13 
 

新加坡象棋总会会务报告（2015-2016） 

18-Oct-15 赖贞锦 $100.00 04406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特刊 

18-Oct-15 江俊洁 $100.00 04407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特刊 

18-Oct-15 林岳峰 $100.00 04408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特刊 

18-Oct-15 吴垂祁 $100.00 04409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特刊 

13-Nov-15 黄晓华 $200.00 04410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5-Nov-15 常虹 $300.00 04412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5-Nov-15 刘恭豪 $1,000.00 0443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5-Nov-15 刘思仪 $1,000.00 0444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5-Nov-15 冯利发 $2,000.00 0445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6-Nov-15 陈弈秋 $200.00 0446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6-Nov-15 欧阳修章 $2,000.00 0446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6-Nov-15 林源利 $1,000.00 04468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6-Nov-15 仲元 $300.00 04469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0-Nov-15 弈强文化 $2,500.00 04493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缴费 

21-Nov-15 唐忠良 $100.00 04495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1-Nov-15 梁华平 $50.00 04496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21-Nov-15 颜裕泰 $50.00 04497 捐款-2015 (第 17 届亚洲象棋个人赛) 

18-Dec-15 咖啡商公会 $2,000.00 04516 第 17 届(2015)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缴费 

27-Feb-16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 $5,000.00 04587 茶阳杯(第 21 届-2016)学生个人赛赞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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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录二：2015-2016 所有比赛的具体成绩 
（另附，于会员大会当天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