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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会及行政管理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理事会总共召开 12 次常月会议。 

方韬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通过简讯向会长请辞。理事会于第 2 次常月会议(2018 年 7 月 20 日)委任梁文

杰兼任副赛务。2016 年 6 月至今本会继聘张玉霞(Anna)为行政助理。 
 

2. 常年会员大会： 
本会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会所召开常年会员大会。详情可参照会员大会的会议记录。 

 

3. 会员人数： 
截至 2019 年 5 月 1 日，会员人数如下： 

 2019 年 5 月 1 日 2018 年 5 月 1 日 
准会员 3 7 
少年会员 12 27 
基本会员 105 125 

象总会员名册请查看附件_H。 
 

4. 象棋课程 
4.1 圣斯德望学校（小二生）象棋课 11/7/2018 至 7/11/2018 

实现前会长欧阳修章在我国小学开展象棋活动的理念，象总派象棋指导员到以上学校给小二生上

了 10 堂象棋入门课。参与这项课程的导师为：陈吕凯、陈茂然和林奕寰。 

4.2 碧山民众俱乐部所发起的辅助贫苦学生免费教象棋计划 22/6/2018 至 27/7/2018 

象总义务参与以上活动，为碧山居民免费开象棋班，上课时间为星期五晚上，6 堂课，一共有 10

位学员。课程负责人为陈茂然，导师是林奕寰。 

4.3 象棋提升班  17/9/2018 至 26/9/2018 

本会聘请言穆江大师于 9月 17日在会所开象棋提升班(5 堂课)，一共有 6 位学员报名参加。 

4.4 中正中学(义顺)象棋课 23/1/2019 至 25/1/2019 

本会受邀到以上学校为他们的中四、五生授课,一共 9 班。三位导师为:林关浩、王绍祖和陈茂然。 

4.5 圣斯德望学校(小五生)象棋课 29/1/2019 至 30/1/2019  

本会连续第五年受邀为以上学校的小五生上两堂象棋入门课，每堂课时段为 1 小时,四班同时进行,

每班人数为 25 至 38 人。本会派出了四名象棋指导员,他们是:吴得顺、卢国龙、王绍祖和陈吕凯。 

4.6 从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象总会所一共开了 9 个象棋班，详情如下： 

序号 象棋课程 学员人数 象棋指导员 

01 象棋七级班至象棋十级班 08 陈茂然 

02 基础班至象棋一级班 05 陈吕凯 

03 假期班（12 月） 08 陈茂然 

04 象棋三级班至象棋四级班 04 梁文杰 
 

5. 棋艺讲座 
2018 – 2019 年棋艺讲座 (地点:会所) 

s/no 日期 时间 讲题 主讲人 
01 16/9/18 3pm “象棋图形棋子的历史背景及文物依据” 及评

析象甲 2018 年汪洋先负曹岩磊的一盘精彩对局 

言穆江大师 

02 10/11/18 3pm 亚洲赛棋手自战回顾 姚捷方、卢国龙、朱永吉、

周劲程和陈茗芳 

03 23/12/18 3pm 石狮国际邀请赛及越南亚洲少年赛自战解说 周劲程、陈中和、林松宽、

罗凌轲、李汉伟、钟旻翰 

04 13/4/19 3pm 顺炮杂谈 林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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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网站和脸书 
去年 6 月初林奕寰对本会网站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更好地对本会各项活动进行报道。 

脸书目前成员有 643 人。2018 年 8 月 23 日本会重申群组应该遵守的规则，希望会员只针对象棋议题发

表看法和意见。 
 

7. 考铨报告 
7.1 晋级棋士名表： 

 

7.2 有计算等级分的赛事： 

s/n 比赛名称 参赛人

数 

晋级棋手 退赛

人数 甲级 乙级 

1 “孙文广杯”第 59 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A)组 20 2 - 1 

2 “孙文广杯”第 59 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B)组 46 - 5 4 

3 “2018 年第三届蔡厝港杯”国庆象棋个人公开赛 43 2 1 4 

4 第 7 届《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公开赛 46 1 4 0 

 

8. 制作棋盘： 
本会会所棋桌上的棋盘日久陈旧不堪，理事会决定制作 20 副新的棋盘替换。同时，另外制作 50 副较大

的棋盘用来作比赛用途。 
 

9. 制作图形棋子 
中国河南省荥阳市一位热心人士于建波先生出资赞助制作由亚洲象棋联合会于 1984 年批准的象棋图形

棋子。2018 年他赠送了 30 副予本会。本会也在今年 3 月间向他购买了 50 副。 
 

10. 就职典礼 
本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晚在金禧楼(花拉公园)举行新加坡象棋总会第 36届理事就职典礼,监誓人为名

誉顾问曾士生。近 200 棋友及来宾出席见证了由副会长黄晓华带领念誓言的就职仪式。 

会长林关浩、中国河南省象棋协会副秘书长尤林代表乔彬主席及曾士生三人先后发表讲话。 

除了各地棋界的领导纷纷致电祝贺之外,当晚也获得王斌特级大师、言穆江大师及党斐大师莅临支持。 

当晚也举行全国个人赛和全国青年赛的颁奖。曾士生、孙敬亭、李锡森、洪宝兴、尤林为以上赛事进

行了颁奖。 

在大会司仪林碧峰的主持下,当晚进行了卡拉 OK 筹款活动,徐金发、梁文杰、刘晓艳、林碧峰、党斐、

王斌、林关浩、何彩霞、符瑛瑛、余天亮、曾士生等献唱,为象总筹得 1 万 5 千,加上早先各名誉会长的

认捐及会友的捐款,象总获得约三万元的捐款。 

次日下午三点象总举行王斌特级大师多面打表演赛,以一对十二。成绩: 台主 1 负 3 和 8 胜 
 

11. 新春团拜 
2019 年 2 月 17 日傍晚 4 点 30 分本会在会所举行“新春团拜”,约有 150 位棋友出席春聚,共庆佳节。

同时,还举行“会员赛”、“图隆杯”、“擎天杯”棋王赛及“棋友杯”四项赛事的颁奖仪式。永久名

誉会长孙敬亭和云伟龙、会长林关浩、副会长欧木顺和黄晓华、秘书长陈茂然为棋赛优胜者颁奖。 

2018 年晋级棋手表 

获颁“象棋大师”荣衔 姚捷方,卢国龙 

获颁“甲级”荣衔 陈茂然,周劲程,李永耀,罗凌轲,高青松 

获颁“乙级”荣衔 

 

赖永辉,李永耀,刘怡辉,王健智,林佳庆,刘怡宏,张重义,

洪啟明,徐朝晖,曾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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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赛事(1) 
比赛名称 

 

第 32 届“莱佛士杯”全国

中学初院象棋团体赛 

首届全国青年象棋

个人公开赛 

“孙文广杯”第 59 届(2018 年)全国象

棋个人锦标赛 

A 组 B 组 

主办机构 莱佛士书院 象总 象总 象总 

联办机构 - - - - 

协办机构 象总 - - - 
赞助机构/赞助人 - - 孙敬亭 孙敬亭 

日期 

 

12/5/2018 

 

3/6/2018 

和 
10/6/2018 

11/6/2018 

至 
21/6/2018 

16/6/2018 

至 
26/6/2018 

地点 莱佛士书院 会所 会所 会所 

参赛人数 92 人 39 人 20人 46 人 

成绩/排名 附件_C 附件_A 附件_A 附件_A 

备注 a. 初级学院组=6支队伍； 

b. 中学组=6支队伍； 

c. 快棋赛=44人； 

 

 

 晋级象棋大师： 

(1)姚捷方 

(2)卢国龙 

 

晋级甲级棋士： 

(1)陈茂然 

(2)周劲程 

晋级乙级棋士： 

(1)赖永辉 

(2)李永耀 

(3)刘怡辉 

(4)王健智 

(5)林佳庆 

13. 国内赛事(2) 
比赛名称 

 

“2018 年第三届蔡厝

港杯”国庆象棋个人

公开赛 

2018 首届狮城五粮液 

“楚汉智谋” 象棋

公开赛 

第 2 届新加坡象

棋总会会员赛 
第 15 届茶阳杯全国

小学象棋校际赛 
 

主办机构 蔡厝港民众俱乐部乐

龄执委会及蔡厝港活

跃乐龄委员会 

新加坡中国白酒协

会 

象总 象总 

联办机构 象总 新加坡中国白酒有

限公司及象总 

- 宏文学校 

赞助机构/ 

赞助人 
- - - 茶阳(大埔)会馆 

日期 

 

8/7/2018 

至 
22/7/2018 

8/9/2018 22/9/2018 

 

2/11/2018 

 

地点 蔡厝港民众俱乐部 大太平洋酒店 会所 会所 

参赛人数 43 人 32 人 61 人 34 支队伍 

成绩/ 

排名 

附件_B 附件_B 附件_A 附件_B 

备注 晋级甲级棋士： 

(1)李永耀 

(2)罗凌轲 

 

晋级乙级棋士： 

(1)刘怡宏 

 乐龄奖： 

(1)吴得顺 

(2)孙进坤 

(3)李金发 

 

少年奖： 

(1)曾晨 

(2)周劲程 

(3)王浩扬 

通校组=16 队 

初小组=18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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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内赛事(3) 
比赛名称 

 

第 10 届宗乡

杯全国学生

象棋锦标赛 

首届”擎天

杯”棋王争霸

赛 

第 7 届《图隆杯》

全国个人公开赛 

第 24 届“茶阳杯”

全国学生象棋个人

赛 

2019 年第 11 届新

加坡棋友杯象棋团

体赛 

主办机构 新加坡宗乡

会馆联合总

会 

象总 象总 象总 象总 

联办机构 象总 - - 甘榜格南社区体

育俱乐部 和 菩

提学校 

- 

赞助机构/ 

赞助人 
- 孙敬亭 - 茶阳(大埔)会馆 - 

日期 

 

11/11/2018 

 

16/11/2018 

至 

25/11/2018 

1/12/2018 

至 

9/12/2018 

16/3/2019 

至 

23/3/2019 

16/2/2019 

至 

17/2/2019 

地点 

 

新加坡宗乡

会馆联合总

会礼堂 

会所 会所 会所、菩提学校

和甘榜格南民众

俱乐部礼堂 

会所 

参赛人数 

 

260 人 6 人 46 人 286 人 131 人 

（22 支队伍） 

成绩/ 

排名 

附件_D 附件_B 附件_A 附件_F 附件_E 

备注 参赛人数： 

青年=26; 
U21 = 36; 
U16 = 56; 
U12 = 86; 

U9   = 56； 

 

 晋级甲级棋士： 

(1)高青松 

 

晋级乙级棋士： 

(1)张重义 

(2)洪啟明 

(3)徐朝晖 

(4)曾晨 

 

乐龄奖： 

(1)洪啟明 

(2)谢长君 

(3)洪天瑞 

 

参赛人数： 
U8 = 21; 
U10 = 56; 
U12 = 52; 
U14 = 54; 
U16 = 54; 
U18 = 40; 

女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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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赛事(1) 
比赛名称 

 

第 2届深圳福田象棋

青少年国际邀请赛 

第 8 届杨官璘杯全国象

棋公开赛(海外组) 

2018 年谢侠逊棋

王象棋国际邀请赛 
第 20 届亚洲象

棋锦标赛 

主办机构 中国象棋协会、福

田区委宣传部 

中国象棋协会、广东

省棋牌项目管理中

心、东莞市体育局 

上海市体育局、

浙江省体育局 

亚洲象棋联合会 

承办机构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

象棋协会 

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

府 

 中国象棋协会、

上海市体育局 

日期 29/7/2018 至 
31/7/2018 

3/9/2018 至 
7/9/2018 

22/10/2018 至 
23/10/2018 

25/10/2018 至 
29/10/2018 

地点 深圳   上海 

参赛人数 8 支队伍 56 人  附件_G 

新加坡 

代表名单 
比赛员： 

(1)罗凌轲 

(2)周劲程 

(3)黄凯鑫 

(4)王艺飞 

(5)李汉伟 

领队： 

欧木顺 

比赛员： 

(1)吴宗翰 

 

比赛员： 

(1)刘亿豪 

 

比赛员： 

(1)姚捷方 

(2)卢国龙 

(3)朱永吉 

(4)陈茗芳 

(5)周劲程 

领队兼比赛员： 

陈茂然 

成绩 新队排名第 6 吴宗翰得第 18 名 刘亿豪得第 5 名 附件_G 

备注 团体赛    
 

16. 国际赛事(2) 
比赛名称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象棋国

际交流赛 
2018 年福建省“石狮

杯”象棋国际邀请赛 

2018 亚洲象棋青少年公开赛 

主办机构 杭州棋院 石狮市体育总会 越南象棋联合会 

承办机构  石狮市体育总会  

赞助机构    

日期 30/10/2018 至 
31/10/2018 

28/11/2018 至 
30/11/2018 

15/12/2018 至 
21/12/2018 

地点 杭州棋院 福建 越南 

参赛人数 

 
总共 4 支队伍： 

1.新加坡象棋总会; 

2.宁波余姚象棋协会； 

3.分院象棋男队； 

4.分院象棋女队 

总共 8 支队伍 - 

新加坡 

代表名单 
(1) 姚捷方 

(2) 卢国龙 

(3) 朱永吉 

(4) 陈茗芳 

(5) 陈茂然 

(1) 周劲程 
(2) 陈中和 
(3) 林松宽 

(1) 周劲程 

(2) 罗凌轲 

(3) 钟旻翰 

(4) 李汉伟 

 

成绩 
 

新加坡队排名第 3 新加坡队排名第 8 周劲程得奖如下： 

(1) U16 组慢棋第 2 名； 

(2) 快棋第 2 名； 

(3) 特快棋第 4 名；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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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青年团 
原本由方韬负责，由于作弊事件导致他离职。理事会决定由陈添源等人继续开展活动。 

18. 推广与交流 
1. 2018 年 4 月 28~29 日,本会参与碧山民众俱乐部 20 周年庆典活动。负责人为欧木顺等人。 

2. 2018 年 8 月 2 日中国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体育局局长丁睿到本会参观。 

3. 2018 年 10 月 5 日傍晚会长林关浩、副会长欧木顺、副秘书长陈添源到中国白酒协会拜会云伟龙董事长。晚间,云总设

宴招待,本会名誉顾问曾士生也受邀出席,大家对推动本国的象艺活动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4. 2018 年 12 月 7 日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会长拿督斯里刘恭豪来访本会。刘先生亦是本会的名誉会长。 

5. 本会参与 2019 年 2 月 16 日碧山民众俱乐部举办的新春活动,负责人为王绍祖。 

6. 2019 年 3 月 14 日中国白协会特别对本会会长林关浩对推广象艺问题作了一个专访 

7. 2019 年 3 月 23 日方浩鉴医生到本会会晤会长林关浩。林会长特撰文《淳厚谦遜的方浩鉴》刊在本会网站和脸书。 
 

19. 热心机构、热心人士赞助芳名录 
S/No Date Name Amount Receipt No. Description 

1 13/4/2018 Char Yong (Dabu) Foundation $6,000 5880 捐款-2018 
2 13/4/2018 Ho Wai Cheong (何伟昌) $1,000 5882 捐款-2018 
3 4/6/2018 Sng Cheng Beng $5,000 IPC_03 捐款-2018 
4 2/7/2018 Qiao Bin $10,225 6028 捐款-2018 
5 19/8/2018 高骏深 $50 6055 捐款-2018 
6 25/8/2018 Global Training Services Pte Ltd $600 IPC_04 捐款-2018 
7 27/8/2018 Ho Wai Cheong (何伟昌） $1,600 6065 捐款-2018 
8 2/9/2018 孙敬亭 $3,000 6062 捐款-2018 
9 7/9/2018 Lim Guan Lee $1,000 6066 捐款-2018 

10 15/9/2018 Ng Seng Khiang $600 IPC_05 捐款-2018 
11 26/9/2018 Tan Loy Jin $1,000 6095 捐款-2018 
12 28/9/2018 United Chinese Library $200 6096 捐款-2018 
13 28/9/2018 Singapore China Baijiu Pte Ltd $3,000 IPC_06 捐款-2018 
14 28/9/2018 Singapore China Baijiu Pte Ltd $1,200 IPC_07 捐款-2018 
15 28/9/2018 徐金发 $200 6101 捐款-2018 
16 28/9/2018 蔡厝港德惠象棋会 $200 6102 捐款-2018 
17 28/9/2018 林文生 $120 6103 捐款-2018 
18 28/9/2018 林文彦 $60 6104 捐款-2018 
19 28/9/2018 陈成贵 $120 6105 捐款-2018 
20 28/9/2018 卢传德 SPH $100 6106 捐款-2018 
21 28/9/2018 黄美贵 王傌忠 洪朝發 陈沅威 $240 6107 捐款-2018 
22 28/9/2018 陈正荣 $200 6108 捐款-2018 
23 28/9/2018 符瑛瑛 $410 6109 捐款-2018 
24 28/9/2018 余天亮 RM 600 6110 捐款-2018 
25 28/9/2018 蒋永光 $50 6111 捐款-2018 
26 28/9/2018 Tan Lim Motor Pte Ltd $1,000 6112 捐款-2018 
27 28/9/2018 吴沐澄 $50 6113 捐款-2018 
28 28/9/2018 林碧峰 $600 6114 捐款-2018 
29 28/9/2018 胡锦成 $200 6115 捐款-2018 
30 28/9/2018 刘思仪 $1,000 6116 捐款-2018 
31 29/9/2018 Au Bok Soon $1,500 IPC_08 捐款-2018 
32 29/9/2018 Phang Piow $1,000 6098 捐款-2018 
33 29/9/2018 Chua Cheng Chan $500 6099 捐款-2018 
34 29/9/2018 Lim Kwan How $1,000 6100 捐款-2018 
35 4/10/2018 Lee Sit Seng $2,000 IPC_09 捐款-2018 
36 26/10/2018 Dato Sri Lau Wei Kiong $1,000 6117 捐款-2018 
37 4/11/2018 L Y Hout $1,000 6143 捐款-2018 
38 29/9/2018 孙敬亭 $1,000 6202 捐款-2018 
39 29/9/2018 黄晓华 $1,000 6203 捐款-2018 
40 29/9/2018 吴天来 $100 6206 捐款-2018 
41 30/9/2018 Tang Kwee Kee $1,000 6207 捐款-2018 
42 28/9/2018 Leco Auto Pte Ltd $500 6244 捐款-2018 
43 16/11/2018 Sng Cheng Beng $4,000 6276 捐款-2018 
44 7/12/2018 Lau Kiing Ho $1,000 6332 捐款-2018 
45 8/12/2018 Global Training Services Pte Ltd $300 IPC_10 捐款-2018 
46 9/2/2019 Chan Soo Sen $2,500 6386 捐款-2019 
47 11/3/2019 Sng Cheng Beng $5,000 6462 捐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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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PC 更新 
2019 年 3 月,经 sport council 审核批准,新加坡象棋总会的 IPC (INSTITUTIONS OF PUBLIC CHARACTER)资

格获准延长三年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 

任何新加坡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向新加坡象棋总会捐款,每捐献 1,000 元可获得 2.5 倍即 2,500 元的减税

扣除。 

21. 体育理事会拨款 
在 2018/2019 的财政年,体育理事会给于本会的拨款为 S$64,035 。详情如下： 

Date Chq no Payee Description Amt 

10-May-18 R180506 180000035 S'pore Sports Council - SSC Matching Grant 22,100.00 

11-Jun-18 18000038 - S'pore Sport Council 1,000.00 

21-Dec-18 180000101 R181208 S'pore Sports Council - SSC Matching Grant 40,935.00 

   Sub-Tot: 64,035.00 

22. 会顾问、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长阵容 
顾问团： 

  
  
  

张俰宾博士 名誉顾问 
曾士生 名誉顾问 
周文忠 会务顾问 
李亚丰 法律顾问 

 

永久名誉会长： 李文龙律师 BBM JP,  林源利 BBM, 梁木贵, 李锡森, 欧阳修章, 

何俊贤, 孙敬亭, 乔彬, 彭彪太平局绅, 云伟龙 
 

名誉会长： 拿督斯里刘恭豪,  刘思仪, 冯利发, 陈弈秋, 邬顺山 PBM,  

符祥安, 陈正荣, 洪宝兴 BBM 
 

23. 方韬作弊事件 
2018 年 6 月 18 日晚上棋赛进行第六轮时,有五位棋友吴宗翰、赵金山、林子冲、林超贤、刘亿豪亲到

会所向会长林关浩投诉方韬在 2018 年“孙文广杯”第 59 届个人锦标赛的甲级个人赛中,利用强大的

象棋软件进行作弊,一连胜出五轮比赛。当晚赛事结束后,会长林关浩、秘书长陈茂然和裁判长王兴南

约见以上五位投诉人及方韬进行对质。方韬当时无法解释为何所下的棋可以和软件几乎 100%相似,这

是世上没有一个棋人可以做的到。但是,他不愿多说,以下完棋很累为理由离开。由于方韬不合作的态

度,本会只能宣布取消方韬接下来的三场比赛资格。同时,我们展开更深入的调查,发现另外有两人协

助作弊。三人里应外合，通过高科技术电子产品配套,他们把软件的高超着法转发给方韬。 
 

方韬身为副赛务主任及青年团的主席,竟然进行有计划性的作弊,太令人失望和难过。如何对得起赞助

这次比赛的孙敬亭先生？如何对得起那五位比赛员？如何对得起新加坡象棋总会？为了名次和奖金，

背弃原则做儍事太不值得。 
 

理事会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对方韬采取处分如下： 

(1) 即日起禁止参加本会主办、联办或协办的比赛五年。 

(2) 解除本会副赛务主任和青年团主席职务。 

(3) 撤销象总青年队代表资格。 
 

方韬曾通知本会请辞以上职务。但对作弊事件仍持顽固的立场不愿认错，令人遗憾。 

我们也应该感谢以上五位棋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捍卫象总的尊严和权利。 

这次赛事，由于防范作弊措施做的不好，才让人有机可趁。在此，本会特向赞助人和比赛员道歉。 
 

本会对棋手不顾棋德，破坏体育精神利用软件作弊深恶痛绝。决心杜绝这种可耻的行为，大力整顿我

国棋风。对于任何作弊的棋手，本会绝不宽容，会施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 

一方面，今后我们将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督，防止作弊，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比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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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赛务的几个新措施 
为了避免“方韬事件”的重演，象总理事会将实施下列的措施： 

 在会所设置 CCTV； 

 严禁止比赛员携带电子仪器进入赛场 

 理事会考虑重大比赛不设直播，集中人手把对局输入并上载象总网； 

 在赛场装饰“通讯骚扰器”，意在防止比赛员采用高科技来作弊。 
 

25. 前会长呂罗抜和陈福来相继病逝 
棋友朱儒潛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病逝,前会长呂罗拔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病逝,前会长陈福来于 2019

年 3 月 1 日病逝。他们三位都曾对本会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逝世,是棋界的损失。本会除了赠送花圈

以表哀悼之外,会长林关浩、副会长欧木顺和秘书长陈茂然皆亲往吊唁。 
 

26. 各项赛事成绩附件 
26.1 附件_A 

名次 “孙文广杯”第 59 届(2018

年)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第 2 届新加坡象

棋总会会员赛 

首届全国青年象

棋个人公开赛 

第 7 届《图隆杯》

全国个人公开赛 

A 组 B 组 

冠军 姚捷方 赖永辉 林子冲 刘亿豪 李魁勉 

亚军 卢国龙 李永耀 刘亿豪 卢俊宇 朱永吉 

季军 朱永吉 刘怡辉 梁文杰 梁文杰 高青松 

殿军 荘锦明 王健智 赵金山 方韬  刘亿豪 

第 5 名 陈茂然 林志强 徐道嵘 周劲程 卢国龙 

第 6 名 陈中和 邓锦聪 李国华 陈中和 周劲程 

第 7 名 康德荣 林佳庆 林耀森 林松宽 罗凌轲 

第 8 名 梁文杰 钟旻翰 黄晓华 许永坤 黄晓华 

第 9 名 周劲程 刘怡宏 翁文龙 郑紫贤 张重义 

第 10 名 赵金山 叶德明 吴家乐 刘怡辉 赵金山 

第 11 名 陈添源 陈冠豪 卢国龙 黄俊杰 洪啟明 

第 12 名 吴家乐 翁文龙 蔡俊杰 卢志豪 徐朝晖 
 

26.2 附件_B 

名次 

“2018 年第 3 届

蔡厝港杯”国庆

象棋个人公开赛 

2018 首届狮城五

粮液“楚汉智

谋”象棋公开赛 

首届“擎天

杯”棋王争

霸赛 

第 15 届茶阳杯全国小学象棋

校际赛 

初小组 公开组 

冠军 刘亿豪 刘亿豪 刘亿豪 菩提学校 A 德行小学 A 

亚军 陈靖麟 卢国龙 卢国龙 德行小学 A 宏文学校 A 

季军 赵金山 李魁勉 康德荣 公教附小 A 菩提学校 A 

殿军 李永耀 朱永吉 林子冲 宏文学校 A 乐赛学校 

第 5 名 林子冲 康德荣 姚捷方 锦文小学 公教附小 A 

第 6 名 姚捷方 陈中和 朱永吉 菩提学校 C 菩提学校 B 

第 7 名 吴家乐 陈瞬焯 - 辅华小学 德行小学 D 

第 8 名 罗凌轲 邓锦聪 - 菩提学校 B 海星附小 

第 9 名 徐道嵘 黄伟充 - - - 

第 10 名 陈中和 蔡俊杰 - - - 

第 11 名 陈福全 魏榕陞 - - - 

第 12 名 王林  迟益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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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附件_C 

第 32 届“莱佛士杯”全国中学初院象棋团体赛 

名次 初级学院组 中学组 快棋赛 
优胜者 学府 

冠军  HCI_JC_A  HCI_HS_A  Dylan Ong Jun Jie HCI_JC 
亚军  RJC_A  HCI_HS_B  Luo Ling Ke HCI_JC 
季军  HCI_JC_B  RI_HS_A  Ng Kong Keat HCI_HS 
殿军  RJC_B  CHS  Yap Ti-An RI_HS 
第 5 名  VJC_B  CCHS (M)  Lu Yifan HCI_JC 
第 6 名  VJC_A  RI_HS_B  Chen Kangxiang RI_HS 
第 7 名  - -   Chew Jin Cheng HCI_HS 
第 8 名 -   -  Huang Zhizhou HCI_JC 
第 9 名 -   -  Lee Han Wei RJC 
第 10 名 -  -   Lai Tian Lang HCI_JC 

 

26.4 附件_D 

第十届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优胜者名单 

名次 青年组 U21 组 U16 组 U12 组 U9 组 

比赛员 比赛员 比赛员 比赛员 比赛员 
1 刘亿豪 陈荣安 周劲程 张恒尉 蒋庚恒 

2 梁华平 曾晨  陈义杰 植彦杰 王光超 

3 赵金山 罗凌轲 黄康捷 王康全 林正轩 

4 蔡俊杰 钟旻翰 王家陞 潘锦峰 卫俊智 

5 梁文杰 符式弘 叶世安 欧阳宇航 吴昱彤 

6 郑紫贤 黄俊杰 陈殷豪 黄有成 郑宇喆 

7 徐朝晖 卢志豪 陈康翔 董玮鑫 蔡颖恒 

8 陈添源 李汉伟 罗凌亚 庄奕扬 杨舒涵 

9 吴家乐 梁福源 贺越  朱悦翔 - 

10 李永耀 梁俊鸿 郑博远 朱靖楠 - 

11 罗进辉 邓国铭 李帅毅 郭杰峰 - 

12 许重荣 黄凯鑫 彭劲霖 黄正熙 - 

13 徐道嵘 陈良铭 陈启璇 张励新 - 

14 刘怡宏 董逸海 梁玮杰 陈家恩 - 

15 刘怡辉 杨志康 蔡督峰 林滔  - 

 

26.5 附件_E 

2019 年第 11届新加坡棋友杯象棋团体赛 

名次 队名 领队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队员 4 队员 5 队员 6 
1 爱花买 梁永兴 许正豪 李魁勉 廖铭豪 叶献锋 林志强 吴炉坤 

2 碧山东 Z3 橙队 陈添华 林耀森 李国华 梁文杰 邓锦聪 - - 

3 狮城棋院 林子冲 吴宗翰 刘亿豪 林子冲 林超贤 李雯宜 龚敬文 

4 狮城国际队 赵金山 朱永吉 赵金山 梁华平 张重义 丁苡昕 关玉聪 

5 马西岭 165 象棋红

队 

陈添源 陈添源 洪启明 黄俊发 卓成国 冯业凯 郑晨曦 

6 蔡厝港象棋会青年

队 

洪邦堂 陈茗芳 徐嘉濠 范迪胜 刘俊玮 许安康 - 

7 哪里够你来？ 周劲程 周劲程 符式弘 罗凌轲 侯恺文 黄志洲  李易恒 

8 碧山东 Z3 青队 谢长君 吴家乐 徐朝晖 曾晨 刘家玮 郑凯文 - 

9 金声 B 刘怡宏 刘怡宏 郑建祥 戴文翔 张间荣 许重荣 郑智安 

10 蔡厝港象棋会红队 洪天瑞 洪天瑞  赖汉顺 李永耀  梁金财 江振计 吴得顺 

11 马西岭 165 象棋黑

队 

陈奏铭 宋伟明 郭锦聪 陈世昌 陈添顺 Bryan Tan 陈世强 

12 金声 A 郑紫贤 黄荣岳 郑紫贤 刘怡辉 莫秉伟 张顺喜 徐道嵘 

13 HCI HS_A 罗凌亚 罗凌亚 黄康捷 陈启璇 彭劲霖 - - 

14 T.M.C.P. 李华兴 杜义俊 卢志豪 郭正有 廖政旭 梁家豪 陆杰威 

15 我们不要垫底 吴祖愿 邓国铭 梁福源 吴立康 徐泉灶 钟旻翰 梁俊鸿 

16 小鹰队 梁玮杰 梁玮杰 陈康翔 叶世安 卢俊宇 欧阳宇航 - 

17 HCI HS_B 吴献丰 吴献丰 高寄荃 贺越 陈纬捷 陈睿阳 - 

18 波那维斯达 吴子文 吴子文 陈冠豪 潘满意 陈国栋 黄晓华 陈瞬焯 

19 HCI HS_C 廖文森 廖文森 王浩扬 郑博远 黄宇恒 - - 

20 小虎队 庄奕扬 庄奕扬 王康全 孙颖文 植彦杰 吴讯磊 - 

21 Hwa Chong Institution Dylan Ong Dylan Ong Ang Jing Neng Rong Kai Wong Yifei Chan Keifung - 

22 英华学生队 金元萧 马泽轩 王博谦 潘之尧 刘纵 杨俊腾 马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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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附件_F 

第 24届“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 

名次 U18 U16 U14 U12 U10 U8 女子 
冠军 王峻杰 金圣  张恒硕 张恒尉 蒋庚澄 张起硕 彭睿颖 

亚军 周劲程 吴献丰 朱靖楠 王康全 蒋庚恒 谢定恩 练芯妤 

季军 罗凌轲 罗凌亚 董玮鑫 植彦杰 蔡舒惠 曹隽喆 宋妙盈 

殿军 符式弘 陈殷豪 梁玮杰 潘锦峰 林永吉 黄瀚胜 李欣恩 

第 5 名 黄凯鑫 陈启璇 庄奕扬 黄有成 章仁宏 刘嘉荣 - 

第 6 名 钟伟明 王浩扬 朱悦翔 许宇贤 李骐全 冯译乐 - 

第 7 名 朱靖犀 叶世安 彭劲霖 陈卓鸿 杨秉澄 吕享泽 - 

第 8 名 陈康翔 廖文森 杜弘毅 梁宏恺 郭杰瀚 李胤榮 - 

第 9 名 - - - 郑宇盛 林致贤 陈柏霖 - 

第 10 名 - - - 吴讯磊 羅凱紀 周弘毅 - 
 

26.7 附件_G 

 第 20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成绩： 
（1） 男子团体共有 16 队，新加坡队得第 7 名。 

轮次 对垒队伍 姚捷方 卢国龙 朱永吉 成绩 
1 中国澳门 姚捷方(1)先和李锦欢 卢国龙(2)后负曹岩磊 朱永吉(3)先和梁智豪 负 

2 澳大利亚 姚捷方(3)后胜胡敬斌 卢国龙(2)先和刘逸民 朱永吉(1)后和于文彬 胜 

3 东马 姚捷方(1)先和邓祥年 卢国龙(3)先胜郑义霖 朱永吉(2)后负沈毅豪 和 

4 菲律宾 姚捷方(1)后负刘子健 卢国龙(3)后负蔡世荣 朱永吉(2)先和庄宏明 负 

5 日本 姚捷方(2)先胜徐光亚 卢国龙(3)后胜所司和晴 朱永吉(1)后胜田中笃 胜 

6 柬埔寨 姚捷方(2)后胜王文贤 卢国龙(1)先胜邱亮 朱永吉(3)先和范思善 胜 

  3 胜 2 和 1 负 3 胜 1 和 2 负 1 胜 4 和 1 负  

 

（2） 女子个人共有 12 位比赛员，新加坡代表为陈茗芳，排名第 9 名。 

（3） 少年个人共有 9 位比赛员，新加坡代表为周劲程得第 5 名。 
轮次 陈茗芳 周劲程 

1 先手负澳大利亚常虹 先手胜缅甸匡家卓 

2 后手胜泰国素丽达 先手胜越南丁友法 

3 先手胜马来西亚张桂敏  后手负马来西亚方仕杰 

4 后手负中国陈丽淳 先手负中国孙昕昊 

5 先手负中华台北孙慧淳 后手胜中国澳门李銘恩 
 2 胜 3 负 3 胜 2 负 

 

26.8 附件_H 

准会员：(3 人)  符勇文, 张重义, 李仁光  

 少年会员： 

(12 人) 

郑博远, 周劲程, 廖文森, 施翊辛, 梁玮杰, 陈康翔, 黄凯鑫, 王辉恩, 陈俊豪, 

植彦杰, 吕享泽, 曾晨 
 

基本会员： 

(105 人) 

吴天来, 吴宗翰, 吴家乐, 吴得顺, 吴志勇, 吴沐澄, 吴祖愿, 刘亿豪, 刘富强, 

刘怡辉, 刘文强, 卓子耀, 卢国龙, 卢志豪, 吕瑞展, 姚捷方, 孙敬亭, 孙进坤, 

宋成华, 康德荣, 廖文杰, 张玉辉, 张茗景, 徐乃隆, 徐朝晖, 徐金发, 朱永吉, 

李华兴, 李国华, 李钦如, 李鸿泉, 杜義俊, 杜耀宗, 林关浩, 林奕寰, 林子冲, 

林添发, 林碧峰, 林美珠, 林耀森, 梁志基, 梁文杰, 欧木顺, 沈来福, 洪桂燕, 

洪泉发, 王健智, 王兴南, 王白安, 王福源, 王绍祖, 甘汉偉, 符策权, 罗耀明, 

羅逢星, 翁德龙, 翁文龙, 苏添福, 莊锦明, 萧煜权, 蒋永光, 蔡俊杰, 蔡金明, 

许乾亿, 谢长君, 赖天财, 赵金山, 辛舜加, 邓维英, 邓锦聪, 郑健祥, 郑嘉礼, 

郑基祥, 郭志强, 黄俊阳, 黄晓华, 黎德义, 刘伟烈, 汪靖轩, 郭文达, 郭昱荣, 

陈世昌, 陈中和, 陈先准, 陈冠豪, 陈吕凯, 陈团生, 陈国栋, 陈弈秋, 陈杰荣, 

陈添源, 陈瞬焯, 陈礼仁, 陈福全, 陈茂然, 陈茗芳, 陈连山, 陈雍妮, 黄伟睿, 

欧阳修章, 刘乐, 张舜, 方韬, Ariel Isabelle , (陈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