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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各项全国赛竞赛规则 
 

1. 竞赛赛制： 个人赛，采积分加决赛一局制。 
 

2. 比赛用时： 采用电子棋钟： 

每方局时 45 分钟，每步加 30 秒。（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记录。） 
 

3. 采用棋规：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最新修订规则及亚洲象棋联合会象棋规例。 
 

4. 编排方式： 4.1 以等级分排序，由软件编排对阵。 

4.2 经六/七轮比赛后，名次排前的两位参赛选手于最后一轮进行决赛争冠，其

余参赛选手续于大队进行积分赛。 

4.3 先后手：决赛两位选手将先平衡双方先后手次数，若两者先手后次数一致，

则以排名在前者为先。（如甲选手为：后先后后先先，乙选手为：先后先先后

后，两者先后手一致，则以名次排前的甲选手为先手。） 

4.4 决赛时的慢棋弈和，则双方交换先后手，加赛一盘快棋；双方各有用时 15

分钟，每步加 5 秒，不计步数，超时者判负。若再和，则加赛最后一盘快棋。 

4.5 双方以抽签决定先后手之选择权。抽中者可以在快棋的决赛中选择先手或

后手。红方用时 15 钟，黑方用时 10 钟，每步加 5 秒，不计步数，超时者判

负。若和棋则以执后手者胜。（快棋赛选手无须记录，由棋证记录。若条件许

可，最好现场同时进行录影。） 

4.6 为了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在最后三轮（从第 5/6 轮开始）的比赛将不提前

公布比赛对阵表，对阵表于正式比赛前方公布。 

4.7 最后三轮的对阵在被认为有需要时，可经由裁判长、竞赛主任、主办单位

一位及两位当值的总会理事召开会议讨论，并有权对对阵作出适当的调整，参

赛者不得异议。 

4.8 裁判长可对台号位置作出适当的调整，有权限制赛员在比赛进行中的活动

范围，禁止比赛员越位观战。 
 

5. 和棋方法： 5.1 慢棋和棋规则：执行亚洲棋规的 50 回合（双方共走 100 步）之“自然限 

    着和棋”。若不是出现“将死”或“困毙”局面，可追算“50 回合自然限着和 

    棋”。 

5.2 快棋和棋规则：实行亚洲棋规的 50 回合（双方共走 100 步）之“自然限 

着和棋”。由选手提出要求“50 回合自然限着和棋”时开始起算，不得要求追

算。比赛员必须在己方用时提出要求，不得擅自按停棋钟，同时也要掌握好提

和时间，在提出和棋要求时若同时超时当输棋论。 

5.3 无论快或慢棋，凡局面出现“将死”或“困毙”则为输棋，不得要求追算。 

5.4 当甲方走出“将死”或“困毙”乙方一着后忘了按钟而导致甲方超时，按

超时判负论。 
 

6. 破同分法： 6.1 如果两者同分，则以胜者为胜。3 人或以上同分，不计互对分，采下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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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分计算： 

6.2 被判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包括不出席列队仪式。） 

6.3 从“对手分”，“中间对手分”、“胜局”三个方案抽出顺序比对，高者排前；

若相同则再顺序比对“后手得分”与“后手胜局”。（决赛人选与最终排名的抽

签方案不共用，各别进行。） 

6.4 顺序比较累积分和技术犯规。 

6.5 抽签决定。 
 

7. 选手需知： 7.1 参赛选手必须记录每步着法（慢棋）。 

7.2 连续 8 步（4 个回合）或累积 16 步漏记的一方，一经裁判员查实，可即刻

判负。 

7.3 服装规定：端庄整齐统一的队服或外套、短/长袖衬衫，除学生赛小学生着

校服外，严禁着短裤。除大会提供统一赛会制服，严禁穿 T 恤。（无论有或无

领均不可入场比赛。 

7.4 领队、参赛员若涉及赛前商议瓜分奖金或操控比赛成绩或其他舞弊行为，

一经查实将严厉惩罚，包括取消名次与禁赛。在调查期间，总会可禁止有关选

手者参加其它由总会主办的全国赛。 

7.5 参赛选手必须充分展现体育精神，凡出现敷衍了事之对局者，若涉及国家

队员则交由国家队委员会处理，亦可按照 7.4 之惩罚方法处理。 

7.5 比赛中若一方要离开座位，必须在行棋、按钟、记录、通知对手后方可离

座。当一人离座后，另一方必须留在座位直至对手回来，方可按照上述方式离

开。 

7.6 不得在赛场内吸烟、喝酒及手机通话。 

7.7 比赛员必须用自己的时间提问问题。发生争执时，应服从裁判之判决，不

得于当场纠缠。如果不满裁判员之判决，可以在比赛结束后提出书面申诉。 

7.8 在比赛结束前，不得在对方的记录纸上签名。一经本身签名认定棋局之结

果后，不得做出任何上诉。 
 

8. 竞赛/上诉：8.1 由总会委派裁判顾问，负责监督与全面推动比赛进行，确保 比赛遵照 

    总会所制定之竞赛规则完成。 

8.2 承办单位需负责裁判员与竞赛组人员，于赛前接受指导训练。 

8.3 承办单位需准备相关之竞赛器具与竞赛工作。 

8.4 于赛前设 5 人或 7 人小组为赛会仲裁委员会。 

8.5 上诉方式：棋手需在该轮赛后的 30 分钟内以书面连同 100 令吉按金提呈

给有关单位。上诉成功，按金方得予退回。 
 

9. 赛前会议： 赛前召开棋员或领队会议，宣布比赛流程，阐明竞赛规则以及开闭幕仪式 

等事项。会议不得更改总会所规定的各项竞赛细则。特刊或竞赛手册上的刊印

若有别于总会的规定，则以执行总会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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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竞赛细则中没有列明的项目，不得在领队会议中决定；需交由赛会仲裁委

员会开会讨论后进行补充临时竞赛条例。 
 

10. 会员会费： 所有会员单位均需于赛前缴清年费，否则不接受该会员单位报名参赛。 
 

11. 棋手注册： 取消州属棋手注册制度，惟所有参赛选手均拥有等级分帐号。 
 

12. 州属代表： 由参加第一项全国赛算起，选手在该年内（至 12 月 31 日），只能代表该州 

    参加全国赛。（可以以国家大师资格参加全国个人赛的选手不在此限） 

 

 

“象总杯”大马棋王锦标赛（6+1） 
 

1. 参赛资格： 1.1 特邀代表：年终等级分（活跃）的前 8 位棋手，规定条件：必须在棋王赛、 

    全国赛、全国团体赛中参赛率至少达 50%或以上。 

受邀者享有 500 令吉津贴，食宿自理，免报名费。 

1.2 当然代表：上年的棋王赛、全国赛之前 4 名、全国团体赛冠军队伍中 2 位

最高得分者；亚军队伍中 1 位最高得分者；青年赛冠军以及大专生赛冠军。 

1.3 每个会员单位可派一位州内顶尖棋手参赛，承办单位两位，如逢单数方可 

由协办单位派出一位候补。 

1.4 特邀与当然代表人选若重叠不予递补。 
 

2. 优胜奖励： 2.1 前 8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2.2 现金奖：冠军 5000 令吉、亚军 2500 令吉、季军 1200 令吉、第 4 名 800

令吉、第 5 名 600 令吉、第 6 名 300 令吉、第 7 与 8 名各 200 令吉。 

（500 令吉以上的奖金将在比赛结束后的七天后，经查明无误，方由总会财政

透过银行户口转予得奖者。所有得奖者必须提供自己的个人的银行户口资料，

不接受由第三者代理。） 
 

3.  参赛费用：报名费不得超过 100 令吉/人。 

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膳宿自理。 
 

4.  赛会名称：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XX 公会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相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大马棋王锦标赛。 
 

5.  总会赞助：RM18,000（一万捌仟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扣除现金奖后）将 

    在赛会完毕后的七天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6.  裁判与竞赛津贴： 提供工作人员食宿 及 

裁判长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主任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及竞赛员  三位 每天 R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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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7+1） 
 

1. 参赛资格： 男子组：国家大师可自由报名。 

直属会员单位可以派出一位领队，至多四位男选手参加比赛。 

附属会员单位可以派出一位领队，至多二位男选手参加比赛。 

参赛棋员若遇单数，主办单位可多派一位选手以凑足双数进行比赛。 

女子组：每个直属会员会员单位可以派出至多四位女选手参加比赛。 

附属会员单位可以派至多二位女选手参加比赛。 

凡于州选拔赛中获得前四名的女选手在报名参加全国女子组赛不限年龄，若委

派第四名以外的女选手参赛则必需在 13 岁或以上。 

规定至少由 4 个会员单位派出总共不少于 7 位的女选手参加，否则取消比赛。

（赛制由竞赛组视参赛人数而订。） 
 

2. 优胜奖励： 男子组：前 12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3500 令吉、亚军 2000 令吉、季军 1000 令吉、第 4 名 600 令

吉、第 5 名 400 令吉、第 6 名 300 令吉、第 7 至 9 名各 200 令吉，第 10 至

12 名各 150 令吉。 

女子组：前 4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500 令吉、亚军 300 令吉、季军 200 令吉第 4 名 100 令吉。 

（500 令吉以上的奖金将在比赛结束后的七天后，经查明无误，方由总会财政

透过银行户口转予得奖者。所有得奖者必须提供自己的个人的银行户口资料，

不接受由第三者代理。） 
 

3. 参赛费用： 报名费不得超过 100 令吉/人。 

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膳宿自理。 
 

4. 赛会名称： 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XX 公会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相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马来西亚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5. 总会赞助： RM16,000（壹万陆仟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扣除现金奖后）将 

    在赛会完毕后的七天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6. 裁判与竞赛津贴： 提供工作人员食宿 及 

裁判长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主任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及竞赛员  三位 每天 R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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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象棋个人锦标赛（7+1） 
 

1. 参赛资格： 直属会员单位可以派出一位领队，至多四位男选手参加比赛。 

附属会员单位可以派出一位领队，至多二位男选手参加比赛。 

全国中小学生赛初中组冠、亚军得者与高中组冠、亚军得者。 

参赛选手若遇单数，主办单位可多派一位棋员以凑足双数进行比赛 
 

2. 优胜奖励： 前 12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1500 令吉、亚军 1000 令吉、季军 800 令吉、第 4 名 600 令吉、

第 5 名 400 令吉、第 6 名 300 令吉、第 7 与 9 名各 200 令吉，第 10 至 12 名

各 100 令吉。 
 

3. 参赛费用： 报名费不得超过 100 令吉/人。 

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膳宿自理。 
 

4.  赛会名称：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 象棋公会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有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马来西亚全国青年象棋个人锦标赛。 
 

5.  总会赞助：RM8,000。（捌仟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扣除现金奖后）将在赛 

    会完毕后的七天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全国大专生象棋个人锦标赛（7+1） 
 

1. 参赛资格：凡大马公民不论就读于国内或国外的在藉大专生或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 

报名者须呈上大专学院证书或学生证之副本，主办方将于赛前或赛后或接获投

诉后进行抽样检查或调查，若发现有造假者且证据确凿，将取消其参赛资格与

成绩；并将禁止其参加其他全国赛长达 3 年。 

不接受中六生报名。 

承办单位可保留一位候补棋员以便以凑足双数进行比赛。 

 

2. 优胜奖励： 前 12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1500 令吉、亚军 1000 令吉、季军 800 令吉、第 4 名 600 令吉、

第 5 名 400 令吉、第 6 名 300 令吉、第 7 与 9 名各 200 令吉，第 10 至 12 名

各 100 令吉。 

3. 参赛费用： 报名费不得超过 100 令吉/人。 

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膳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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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赛会名称：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 象棋公会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有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马来西亚全国大专生象棋个人锦标赛。 

5.  总会赞助：RM8,000。（捌仟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扣除现金奖后）将在赛 

    会完毕后的七天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 
 

1. 竞赛赛制： 团体赛，采积分决赛制（5+1），一局制。 
 

2. 比赛用时： 采用电子棋钟： 

每方局时 45 分钟，每步加 30 秒。（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记录。） 
 

3. 参赛资格： 团体赛： 

3.1 每个会员单位可以派出一位领队，三位选手、一位少年选手（18 岁或以下，

以比赛年份与出生年份相减）及一位候补选手组队参加比赛。 

3.2 参赛队伍若遇单数，承办/协办单位可多组一支队伍，凑足双数进行比赛。 

非华组个人赛： 

3.3 每个会员单位至多可派 4 位非华裔选手参赛。 

3.4 视参赛人数由竞赛及裁判组全权决定可采用之赛制进行比赛。 
 

4. 编排方式： 4.1 以队伍的三位代表棋手之等级分相加排序，高者排前，再由软件编排对阵。 

4.2 经五轮比赛后，排前的两支队伍于最后一轮进行决赛争冠，其余队伍续于

大队进行积分排名赛。 

4.3 领队可以自由调动前三台选手的比赛台位，惟必须于比赛前 30 分钟前将选

手台位排阵交到竞赛处。逾时将按照上一轮比赛的排阵处理。一旦竞赛处列出

对阵，不得更改或上诉。 

4.4 少年选手规定在第四台比赛。 

4.5 先手方的队伍为第 1 台与第 3 台先手；第 2 与第 4 台后手。 
 

5. 成绩计算： 5.1 场分：每一轮获胜的队伍得 1 分，和各获 0.5 分，负者 0 分。 

5.2 局分：每一台次之获胜者得 1 分，和各获 0.5 分，负者 0 分。 

5.3 场分高者列前，若两支队伍场分相同，则以胜者为胜。若三支队伍以上同

分，则按下列方法区分： 

5.4 有队员被判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包括不出席列队仪式。）再按以下顺

序对比：对手场分、总胜场、总局分、总胜局、累计分，多者列前。若以上均

同，则以抽签决定。 

5.5 最后一轮两支进行决赛的队伍如果决赛正赛和棋，则由领队派出一位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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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快棋比赛，代表名单交上竞赛组后不得更改。双方以抽签决定先后手，各

有用时 15 分钟，每步加 5 秒，不计步数，超时者判负。若再和，则加赛最后

一盘快棋。 

5.6 双方领队选派另外一位选手进行最后一盘快棋比赛，选手于开赛前以抽签

方式决定先后手之选择权。抽中者可以在最后一局快棋的决赛中选择先手或后

手。红方用时 15 钟，黑方用时 10 钟，每步加 5 秒，不计步数，超时者判负。

和棋则以执后手者胜。 

5.7 团体赛最佳表现棋手奖由得分最高的选手获得。若两人或以上同分，则以

该队伍之排名区分，排前者得之。 
 

6 优胜奖励： 团体赛：前 6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奖牌 5 个。 

现金奖：冠军 3000 令吉、亚军 2000 令吉、季军 1000 令吉、第 4 名 600 令

吉、第 5 名 500 令吉、第 6 名 400 令吉。 

非华裔组：前 4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500 令吉、亚军 300 令吉、季军 200 令吉、第 4 名 100 令吉 

团体赛最佳表现棋手：获奖杯 1 座，现金奖：500 令吉。 
 

7  赛程编排： 3 天，（不得编排一天超过 3 轮比赛。） 
 

 

8  参赛费用：报名费不得超过 300 令吉/队。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 

    膳宿自理。 
 

9  赛会名称：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 团体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有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马来西亚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 
 

10  总会赞助：RM15,000。（壹万伍仟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扣除现金奖后）将 

    在赛会完毕后的七天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11  裁判与竞赛津贴： 提供工作人员食宿 及 

裁判长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主任   一位 每天 RM 150.00 

裁判及竞赛员  三位 每天 R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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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1. 竞赛赛制： 1.1 个人赛，采积分决赛制（6+1 或 7+1），一局制。 

1.2  团体赛，由个人赛产生团体成绩。 
 

2. 比赛用时： 采用电子棋钟： 

2.1 高中组：每局双方各有 40 分钟。每步加 10 秒。（必须记录。） 

2.2  小学组：每局双方各有 30 分钟。每步加 10 秒. 
 

3. 参赛资格： 3.1 领队 1 人 

3.2 高中组：每个会员单位可以派出最多 2 位学生参赛。（18 岁或以下） 

3.3 初中组：每个会员单位可以派出最多 2 位学生参赛。（15 岁或以下） 

3.4 小学组：每个会员单位可以派出最多 3 位小学生参赛。（12 岁或以） 

3.5 各组若遇参赛员为单数，承办单位可多派一人，凑足双数进行比赛，惟其

参赛者成绩只限于个人排名。 

3.6 不允许向其他会员单位借比赛员。一经查实，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并交由纪

律组进行处分。 

3.7 不允许停学超过 1 学年者报名参赛。 

3.8 参赛单位必需为参赛员购买意外保险。 
 

4. 编排方式： 4.1 由领队代表抽签，决定棋员编号，不排除同州相对。 

4.2 高中组与初中组采用 6+1 积分决赛制。 

4.3 小学组采用 7+1 积分决赛制。 

4.4 经六或七轮比赛后，名次排前的两位参赛员于最后一轮进行决赛争冠，其

余参赛员续于大队进行积分赛。 

4.5 决赛两位棋员将先平衡双方先后手次数，若两者先手后一致，则以排名在

前者为先。 

4.6 决赛时的慢棋弈和，则加赛一盘快棋决定胜负。 

4.7 双方以抽签决定先后手之选择权。抽中者可以在快棋的决赛中选择先手或

后手。红方用时 15 钟，黑方用时 10 钟，每步加 5 秒，不计步数，超时者判

负。和棋则以执后手者胜。 
 

5 破同分法： 5.1 如果两者同分，则胜者为胜。（3 人或以上同分，不计互对分，采下例破同 

    分计算。） 

5.2 被判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包括不出席列队仪式。） 

5.3 从“对手分”，“中间对手分”、“胜局”三个方案抽出顺序比对，高者排前；

若相同则再顺序比对“后手得分”与“后手胜局”。（筛定决赛人选与最终排名

的抽签方案不共用，各别进行。） 

5.4 顺序比较累积分和技术犯规。 

5.5 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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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团体成绩计算：取各组成绩最佳之单位代表参赛员的名次相加（即高中组

1 位、初中组 1 位以及小学组 1 位），分数低者排前。 
 

6 优胜奖励： 6.1 团体赛：前 6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奖牌 7 个。 

现金奖：冠军 600 令吉、亚军 500 令吉、季军 400 令吉、第 4 名各 200

令吉、第 5-6 名各 100 令吉。 

6.2 高中组：前 8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500 令吉、亚军 400 令吉、季军 300 令吉、第 4 名 200 令

吉，第 5-6 名各 120 令吉、第 7-8 名各 80 令吉。 

6.3 初中组：前 8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400 令吉、亚军 300 令吉、季军 200 令吉、第 4 名 150 令

吉，第 5-6 名各 100 令吉、第 7-8 名各 60 令吉。 

6.4 小学组：前 12 名的优胜者各获奖杯一座。 

现金奖：冠军 300 令吉、亚军 200 令吉、季军 150 令吉、第 4 名 100 令

吉，第 5-8 名各 80 令吉、第 9-12 名各 50 令吉。 
 

7  赛程编排： 3 天，（不得编排一天超过 3 轮比赛。） 
  

8  参赛费用：报名费不得超过 300 令吉/队。承办单位有权收取延迟报名之手续费。交通与 

    膳宿自理。 
 

9 赛会名称： 赛会名称规范如下：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办，XX 象棋公会承办，XX 团体协办。 

如果承办单位征得企业或团体或热心人士赞助超过总会之赞助费，可以有关名

字冠名：“XX 杯”第 XX 届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13.总会赞助： RM10,000。（壹万令吉）。若无其他因素，总会的拨款将在赛会完毕后的七天

后汇入申办表里所注明的相关银行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