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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会及行政管理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理事会总共召开 10 次常月会议。 

 2019 年 5 月 17 日理事康德荣以个人理由请辞。 

 2019 年 6 月 1 日财政卓子耀以个人健康问题请辞财务工作，仍保留理事职务。理事会委仼副秘

书长徐乃隆兼任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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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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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1 日 2019 年 5 月 1 日 2018 年 5 月 1 日 

准会员 - 3 7 

少年会员 18 12 27 

基本会员 139 105 125 

象总会员名册请查看附件_D。 

 

4. 象棋课程 
4.1 象棋提升班 27/5/2019 至 1/6/2019 

本会聘请言穆江大师于 5 月 27 日在会所开象棋公开讲座(3 堂课: 27/5, 29/5 及 1/6）,入场免

费。 

4.2 乐龄象棋班 9/5/2019 至 17/7/2019 

2019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 17 日之间，每逢星期四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林关浩和徐金发到 Pacific 

Activity Centre 义务指导乐龄人士下棋。这项象棋课程是由本会名誉顾问张俰宾博士安排的。 

4.3 象棋教练班 24/6/2019 至 28/6/2019 

言穆江大师也为本会主持了一个象棋教练班，为期 5天的课程，一共有 6位学员报名参加。 

4.4 象棋指导员到学校授课 

接到公立培群学校的以上询问，并成功推荐陈吕凯到学校授课。 

4.5 从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象总会所一共开了 4 个象棋班，详情如下： 

序号 象棋课程 班数 学员人数 象棋指导员 

01 假期基础班(6 月份) 01 06 陈茂然 

02 基础至一级班 02 07 + 06 陈茂然 

03 象棋基础班 01 08 陈吕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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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棋艺讲座 
2019 – 2020 年棋艺讲座 

地点 ： 会所 

No 日期 时间 讲题 主讲人 

01 11/1/2020 3pm 第二届“燦鳳杯”象棋国际邀请赛棋

手自战回顾 

卢国龙、朱永吉和

卢俊宇 

02 3/11/2019 3pm “魔力红杯”第十六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的自战解说 
吴宗翰、姚捷方和

陈茗芳 

03 13/10/2019 3pm “合力杯”第十九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

赛暨 

第三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的自战解说 

卢国龙、朱永吉、

陈添源、吴家乐和

卢俊宇 

04 18/5/2019 3pm 名手对局欣赏 言穆江 

 

6. 网站和脸书 
网站自去年六月改革之后，与脸书共同对本会各项活动展开更好的报道。脸书目前成员有 775 。 

我们也开拓“面书页面”（Facebook Page）是专门为企业、品牌、名人、慈善事业和其他组织创

建的公共形象。 与个人资料不同，页面没有会员，外人是不能在象总 Facebook page 发布他们

的文章，只能给 “Comment"。 

 

7. 考铨报告 
1.1 晋级棋士名表： 

2019 年晋级棋手表 

获颁“象棋大师”荣衔 张重义 - - 

获颁“甲级”荣衔 陈添源 刘怡宏  

获颁“乙级”荣衔 李蒋发 梁福源 钟旻翰 

廖文森 邓锦聪 吴祖愿 

 

1.2 有计算等级分的赛事： 

No 比赛名称 参赛人数 晋级棋手 

1 “孙文广杯”第 60 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A）组 25 1 1 - 

2 “孙文广杯”第 60 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B）组 48 - - 5 

3 第 8 届《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公开赛 42 - 1 1 

 

8. 会所设备及维修： 
 会所棋桌已经换上了 20 副新制作的棋盘； 

 本会会所已安装了 4 台 CCTV； 

 会所也增添了音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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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内赛事(1) 
比赛名称 第 33 届“莱佛士杯”全

国中学初院象棋团体赛 
“曾士杯”首届“种族和谐

日”图形象棋个人公开赛 

“孙文广杯”第 60 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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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中国白酒有限公司 孙敬亭 孙敬亭 

日期 

 

18/5/2019 

 

21/7/2019 

 
7/6/2019 至 
21/6/2019 

3/6/2019 至 
18/6/2019 

地点 莱佛士书院 碧山民众俱乐部 会所 会所 

参赛人数 105 人 101 人 25 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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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队

伍； 

b.中学组=7 支队伍； 

c.快棋赛=44 人； 

 

 

a.公开组=44 人； 

b.U18 组=29 人； 

c.U12 组=28 人； 

 

 

晋级象棋大师：

张重义 

 

晋级甲级棋士：

陈添源 

晋级乙级棋

士： 

(1)李蒋发 

(2)梁福源 

(3)钟旻翰 

(4)廖文森 

(5)邓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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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内赛事(2) 
比赛名称 

 

2019 年蔡厝港国庆

象棋团体邀请赛 

第 2 届“楚汉智

谋” 象棋公开赛 

第 3届新加坡

象棋总会会员

赛 

第 16 届茶阳杯全

国小学象棋校际赛 

 

第 8 届《图隆杯》

全国个人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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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总 

联办机构 象总 新加坡中国白酒

有限公司及象总 

- 碧山民众俱乐部 - 

赞助机构

/  

赞助人 

- - - 茶阳(大埔)会馆 - 

日期 

 
13/7/2019 至 

14/7/2019 

19/10/2019 16/9/2019 6/11/2019 7/12/2019 至 
15/12/2019 

地点 

 
蔡厝港民众俱乐

部 

碧山民众俱乐部 会所 碧山民众俱乐部 会所 

参赛人数 

 
44 人 38 人 50 人 33 支队伍 42 人 

成绩 /排

名 
附件_B 附件_B 附件_B 附件_B 附件_C 

备注 参赛队伍： 

1. 武吉甘柏乐龄

象棋队； 

2. 逍遥象棋队； 

3. 蔡厝港德惠百

美象棋队； 

4. 马西岭象棋

队； 

5. 友義社象棋

队； 

6. 金声象棋队； 

7. 蔡厝港德惠象

棋黄队； 

8. 波那维斯达象

棋队； 

 

 乐龄奖： 

(1) 林耀森 

 

少年奖： 

(1) 周劲程 

(2) 郭杰峰 

(3) 植彦杰 

 

女子奖： 

(1) 曹钰琛 

 

通校组=16 队 

初小组=17 队 

 

晋级甲级棋士：

(1)刘怡宏 

 

晋级乙级棋士： 

(1)吴祖愿 

 

无级奖： 

(1)吴祖愿 

 

青年奖： 

(1)周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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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际赛事 
比赛名称 

 

第 31 届新马“象总

杯”暨“少年杯”象

棋对抗赛 

第 19届亚洲象棋个人锦

标赛暨第 3届亚洲象棋个

人公开赛 

第 16 届世界象棋锦

标赛 

2019 年【燦鳳盃】

象棋国际邀请赛 

主办机构 象总 亚洲象棋联合会 世界象棋联合会 中华台北象棋协会 

承办机构 -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 加拿大象棋联合会 - 

日期 25/5/2019 至 

26/5/2019 

25/9/2019 至 

29/9/2019 

7/10/2019 至 

11/10/2019 

19/11/2019 至 

22/11/2019 

地点 象总 吉隆坡 加拿大温哥华 桃园市 

新加坡 

代表名单 

成人组代表： 

吴宗翰、刘亿豪、朱永

吉和林子冲 

 

U18组代表： 

周劲程、罗凌轲、王俊

杰和黄凯鑫 

 

领队：孙敬亭 

锦标棋员： 

吴宗翰、卢国龙和陈茗芳

（女）； 

 

公开赛棋员： 

朱永吉、陈添源、卢俊宇和

吴家乐。 

 

领队：林关浩 

比赛员： 

吴宗翰、姚捷方和陈茗

芳（女） 

 

 

 

 

领队：翁文龙 

比赛员： 

(1) 卢国龙 

(2) 朱永吉 

(3) 卢俊宇 

 

 

 

领队：陈添源 

成绩 

 

成人组： 

14 比 18 马象总胜 

U18 组： 

11 比 21 马象总胜 

锦标赛：        

吴宗翰(8), 卢国龙(16)；  

陈茗芳(女子组第 8)；  

公开赛： 

吴家乐(21),陈添源(23), 

朱永吉(26)&卢俊宇(37).    

团体排名第 7 名; 

个人排名： 

吴宗翰(8)； 

姚捷方(21)； 

陈茗芳(6)；    

团体排名第 3名; 

 

 

备注 团体赛  团体赛 团体赛 

 

12. 青年团 
过去一年，主要组织各项棋艺讲座及本会 85 周年纪念其中一项与各地交流的友谊赛。 

13. 推广与交流 
a. 2019 年 6 月 21 日中囯连云港举办“亚太象棋合作发展论坛”，会长林关浩受邀代表亚洲象棋

联合会及新加坡象棋总会发表演说，介绍亚洲各地的象棋活动。 

b. 2019 年 9 月 4 日晩，本会林关浩、陈吕凯、梁文杰、陈添源四位受邀到杨厝港小学 (YIO CHU 

KANG PRIMARY SCHOOL)参与中秋节一个教小学生下棋的活动。 

c. 2019 年 9 月 15 日晚本会在会所举行中秋活动及第三届会员赛颁奖典礼。 

d. 2019 年 9 月 30 日晚本会会所举行一个“书法交流雅集”。出席的嘉宾有来自中国杭州棋类协

会主席及书法家张勇先生和夫人，书法家马双禄先生和夫人，书法家和诗词大师林锐彬先生，

书法家余保荣先生，雕塑家陈连山先生和夫人卢瑞美书法家，书法家黄翡玉女士，棋坛元老和

对联专家陈团生先生，王白安业余书法家率领多位书法爱好者参与活动，本会副会长欧木顺、

秘书长陈茂然、副赛务主任梁文杰、常务理事胡锦成、行政经理张玉霞等也到会参观，文人雅

士欢济一堂，为象总今年 11 月底庆祝 85 周年，献上珍贵墨宝祝福。林会长致欢迎词，感谢大

家的出席和支持。他特别感谢陈团生先生已经在雅集之前，花费心思，撰写了七副对联，令人

惊叹和感动。 

六位书法家共同为新加坡象棋总会八十五周年纪念题词祝贺。 

书法家： 马双禄 张勇 林锐彬 余保荣 黄翡玉 卢瑞美 

祝贺词： 承先啟后 春华秋实 源远流长 广结棋缘 橘梅争艳 钟意一生 
 

廿四字竟然无一字相同，却表达了对象总的共同感情和深爱，加上这种别开生面的书法艺术创

作，令人神往和赞美。 

大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雅聚”夜晚。 

e. 2019 年 10 月 4 日晩，中国白酒协会在福满楼邀请本会林关浩、欧木顺、林碧峰三位岀席“中

国国庆 70 周年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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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19 年 10 月 6 日晩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在欢喜楼举行 54 周年国庆暨 161 周年会庆，林关浩

与林碧峰代表本会出席。 

g. 2019 年 12 月 13 日晚本会在欢喜楼举行 85 周年会庆慰劳会，邀请曾士生、云伟龙、孙敬亭、陈

仰丰、何彩霞、及本会多位理事出席欢聚。 

h. 2019 年 12 月 15 日印度象棋协会创始人 Mr. Namdev Shirgaonkar 和他的夫人来狮城出席一个工作

会议时，特到新加坡象棋总会拜访。会长林关浩和秘书长陈茂然接待。Mr Namdev 也是亚洲象棋

联合会的常务理事。 

14. 体育理事会拨款 
在 2019/2020 的财政年，体育理事会给于本会的拨款为 S$28,100 。详情如下： 

Date Description Amt 
02-May-2019 SSC Matching Grant 8,800.00 

27-Nov-2019 SSC Matching Grant 16,800.00 

21-Feb-2020 SSC Matching Grant 2,500.00 

Total:  28,100.00 

15. 赛务新措施  

招标组织赛务启事 
本会为了在 2020 年更好地组织各项象棋赛事，理事会决定对外招聘专业组织棋赛公司，提供专业人

士如国际特级裁判、棋证、编排长、直播设备、整理比赛记录等。 

16. 新加坡象棋总会 85 周年纪念活动 

a. 85 周年纪念-宴会  

新加坡象棋总会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晚上假大巴窑欢喜楼举行成立 85 周年纪念晩宴。西北区市

长、武吉班让单选区国会议员亦是象总的名誉顾问张俰宾博士主持仪式，出席嘉宾有名誉顾问

曾士生、法律顾问林丽珠大律师、永久名誉会长孙敬亭、云伟龙、名誉会长陈弈秋、洪宝兴

BBM，及棋坛元老李志海、梁利成、季本涵大师、言穆江大师、柳大华特大、党斐大师及王斌

特大领导的南京团队、蔡世荣特大领导的福建团队、洪金龙领导的石狮团队、吴贵临特大领导

的高雄团队，本地各棋队、社团、媒体代表、理事们、会员们约 300 多位出席，场面极其热闹。

林关浩会长致词欢迎大家的光临，感谢象棋的天地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他也透露 2020 年有三大

计划。。第一每月举行一个小型的棋王争霸赛，年终来个“王中王” 决赛。第二在 5 月 29 日举

行“民歌之夜”筹款音乐晚会。第三由于明年 5月后他届满，理事会推荐孙敬亭竞选下届会长。 

张俰宾致词时提到 2022 年中囯杭州主办亚洲运动会，将把象棋列入正式竞赛项目，这是一个重

大的好消息。新加坡棋界应该争取这个机会派选手参加，为国争光。 

另一方面，他建议作为一个象棋总会，应该充份利用会所，开办“象棋入门”的课程。相信，

家长们会乐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棋会，参加有系统的象棋训练课程。 

随后，林会长连同张博士一起颁发“法律顾问”委任状予林丽珠大律师。当晚，也进行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竞标活动，即由林会长书写的一幅书法“天道酬勤”及孙敬亭捐献五张精美十元特

别号码珍藏钞票筹款，结果共筹得$7,200。(云伟龙以$2,000 标得书法。黄海庆以$3,200；云伟

龙以$2,000 各标得五张珍藏版十元钞。）大会也安排了卡拉 OK 节目，由黄海庆 PBM 、王兴南、

林关浩、何彩霞、许其明教授、陈仰丰、马双禄太太和张俰宾博士八人献唱，共筹得善款近三

万元。连同竞标及早先收到各方的捐款$18,000，象总筹到约$53,000，这是给新加坡象棋总会 85

周年纪念一个最好的礼物。 

筹会主席欧木顺也向各人致谢和祝酒。切生日蛋糕仪式之前，大会播放各国和地区棋会领导纷

纷献上祝贺视频或祝词，大家都为新加坡象总 85 岁生日深深的祝福。象总也赠每位来宾一本纪

念特刊和一副磁性小棋子。 

晚会在司仪林碧峰和名誉顾问曾士生献上美好的歌声中宣布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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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5 周年纪念-象棋团体交流赛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下午二点在会所举行了象棋团体交流赛。一共有 6 支队伍参赛，进行单循环临

时定台制，成绩如下： 

 
 

c. 85 周年纪念-论坛 

2019 年 12 月 1 日下午二点在会所举行新加坡象总 85 周年论坛。首先，言穆江大师通过投影放

映介绍新加坡历年出版过的各种棋书和棋刊。之后，由会长林关浩主持论坛。先后发言者有李

志海、黎修锦、陈弈秋、梁利成、季本涵、柳大华、党斐、刘兴添、吴贵临。 

大家对新加坡象总有很高的评价。认为 1968 年由新象总主办的第一届东南亚象棋锦标赛对十年

后 在东马古晋成立亚洲象棋联合会，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还有，1990 年由新主办第一届世界

杯象棋锦标赛，也促进了 1993 年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世界象棋联合会。大家认为新加坡这次举

行 85 周年庆活动非常精彩，也热烈祝贺象总会务发展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 

 

d. 85 周年纪念-双人蒙目赛表演 

2019 年 12 月 1 日下午五点在会所举行别开生面的双人蒙目表演赛。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柳大华和

徒弟党斐大师联手蒙目与本地六名青年棋手（周劲程、梁福源、陈茗芳、钟伟明、廖文森及钟

旻翰），取得六比零全胜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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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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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本会前副会长黄再主先生病逝 
十月初，棋坛元老黄再主先生不幸病逝，享年 88 岁。黄先生生前担任过本会副会长多年，对推动本

地的象棋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棋坛的一大损失。 

10 月 7 日中午，本会林关浩会长亲到灵堂致敬，以及向黄先生的家人表达深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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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各项赛事成绩附件 

附件_A 

比赛名称 

 
“孙文广杯”第 60 届

(2019 年)全国象棋个人

锦标赛 

“曾士杯”首届“种族和谐日”图形象棋个人

公开赛 

名次 A 组 B 组 公开组 U18 U12 

冠军 张重义 李蒋发 Alvin Woo Lim Jun An David Chik 
亚军 吴宗翰 梁福源 Low Yi Hao Chew Jin Cheng Wong Kang Quan 
季军 姚捷方 钟旻翰 Tan Yu Huat Luo Ling Ke Goh Xun Lei Jeroen 
殿军 卢国龙 廖文森 Yeoh Thean Jern Foo Shi Hong Ling Zhi Xian 
第 5 名 林子冲 刘顺成 Truong Trong Nghia Ethan Widjaja Cao Junzhe 
第 6 名 刘亿豪 邓锦聪 Law Kok Leong Chong Yik Yang Koh Yee Hean 
第 7 名 朱永吉 陈荣安 Leow Meen Kit Zhu Yuexiang Chua Tze Yu Kevan 
第 8 名 陈添源 李雯宜 Loh Jun Yu Huang Kaixin Lim Jun Heng Jayden 
第 9 名 罗凌轲 黄康捷 Tan Jing Ling Zheng Boyuan Lau Zheng Yuan Gavin 
第 10 名 陈茗芳 王艺飞 Koh Yongkun Jeremy Neo Lee Rui Yang Damien 
第 11 名 卢俊宇 卢志豪 Chow Kim Sun Lee Han Wei Liu Binrui 
第 12 名 吴家乐 徐泉灶 Liew Yi Hong Jin Sheng Seng Shern Ley 

 

附件_B 

  

 名次 
  

 

2019 年蔡厝港国庆象棋

团体邀请赛 

第 3 届新

加坡象棋总

会会员赛 

第 2 届“楚汉

智谋” 象棋

公开赛 

第 16 届茶阳杯全国小学

象棋校际赛 

初小组 公开组 

冠军 波那维斯达象棋队 刘亿豪 刘亿豪 菩提学校 A 宏文学校 A 

亚军 蔡厝港德惠百美象棋队 卢国龙 杨添任 公教附小 A 树群小学 

季军 金声象棋队 李国华 林耀森 辅华小学 海星附小 

殿军 逍遥象棋队 林耀森 赵金山 德行小学 B 德行小学 A 

第 5 名 友義社象棋队 吴家乐 廖文杰 公教附小 B 乐赛学校 

第 6 名 蔡厝港德惠象棋黄队 张重义 李国华 菩提学校 D 菩提学校 B 

第 7 名 马西岭象棋队 赵金山 康德荣 菩提学校 B 德行小学 D 

第 8 名 武吉甘柏乐龄象棋队 杨添任 卢俊宇 南华小学 菩提学校 A 

第 9 名 - 周劲程 徐道嵘 - - 

第 10 名 - 郑凯文 姚捷方 - - 

第 11 名 - 郑紫贤 陈添源 - - 

第 12 名 - 徐道嵘 施由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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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_C 

第 33 届“莱佛士杯”全国中学初级院象棋团体赛 
第 8届《图隆杯》

全国个人公开赛 

名次 初级学院组 中学组 快棋赛优胜者 优胜者 

冠军 NP Team A HCI_HS Team B  Chew Jin Cheng(HCI) 林子冲 

亚军 HCI_JC Team A HCI_HS Team A  Ng Kong Keat(HCI) 吴家乐 

季军 RI_JC RI_HS Team A  Ng Jia Le(SP) 陈添源 

殿军 SP Team A RI_HS Team B  Luo Lingke(HCI) 姚捷方 

第 5 名 - -  Huang Kaixin(HCI) 卢国龙 

第 6 名 - -  Ong Hao Yang(HCI) 刘怡宏 

第 7 名 - -  Foo Shi Hong(HCI) 朱永吉 

第 8 名 - -  Tan Qi Xuan(HCI) 蔡俊杰 

第 9 名 - -  Wang Yifei(HCI) - 

第 10 名 -  -   Ethan Widjaja(HCI) -  
 

附件_D 

少年会员：           
吕享泽 周劲程 廖文森 彭劲霖 戴光宇 戴净慧 施翊辛 

梁玮杰 梁锐 王康全 蔡劭阳 蔡舒惠 许杰恩 连培皓 

连浚皓 郑海峰 陈康祥 陈建凯       

基本会员：           
刘亿豪 尹修良 李金发 欧木顺 翁文龙 郭志强 陈荣安 

刘怡宏 康德荣 李钦如 洪啟明 胡锦成 郭昱荣 陈连山 

刘怡辉 廖文杰 李锡森 洪泉发 苏添福 郭杰峰 陈雍妮 

刘文强 张玉辉 李雯宜 洪雎霓 萧煜权 钟旻翰 陈靖麟 

刘荣扬 张舜 李鸿泉 洪顺利 蒋永光 陈世昌 颜隽洪 

卓子耀 张茗景 杜義俊 王兴南 蔡俊杰 陈东良 骆锦源 

卢俊宇 张重义 杜耀宗 王林 蔡捷伟 陈中和 魏志偉 

卢国龙 徐乃隆 杨添任 王永铭 蔡金明 陈允明 黄伟睿 

吕瑞展 徐道嵘 林义蒙 王焕松 许乾亿 陈冠豪 黄俊阳 

吕良益 徐金发 林俊兴 王白安 许文勋 陈吕凯 黄凯鑫 

吴品毅 施由炳 林关浩 王福源 谢长君 陈团生 黄文境 

吴宗翰 曹钰琛 林奕寰 王绍祖 赖天财 陈国栋 黄晓华 

吴家乐 朱永吉 林子冲 王辉恩 赵澹宁 陈康翔 黎德义 

吴得顺 李仁光 林碧峰 符勇文 赵金山 陈弈秋 孙敬亭 

吴志勇 李华兴 林耀森 符式弘 邓维英 陈永胜 孙进坤 

吴沐澄 李国华 林谨萱 符策权 邓锦聪 陈添源 孙颖文 

吴珊珊 李志贤 梁关飞 罗凌轲 郑健祥 陈瞬焯   

吴祖愿 李永耀 梁志基 罗耀明 郑博远 陈福全   

吴鸿生 李汉伟 梁文杰 罗进辉 郑基祥 陈茂然   

宋成华 李蒋发 梁福源 羅逢星 郑紫贤 陈茗芳   
Mohamed Haja 
Rahumathulla 

M. 

Nguyen Phuoc 
Linh Thao 

NHI BUI   

 

20. 疫情蔓延，本会停止各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