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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马象棋总会 Persekutuan Persatuan Xiangqi Sarawak dan Sabah 
 

• 东马砂拉越与沙巴州的象棋组织 

马来西亚东部位于婆罗洲岛北部，领土包括砂拉越州、沙巴州和纳闽直辖区，简称为东马。东马与马来亚半

岛（即西马）遥遥相对，中间隔着南中国海。 

东马第一个象棋组织是砂拉越古晋象棋公会，成立于 1959 年。1964 年诗巫象棋公会成立。从 1973 年起，砂

拉越其他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先后组织象棋公会，以推广各地的象棋运动。 

在东马沙巴州，首个象棋团体是亚庇象棋公会，成立于 1973 年。接着，山打根象棋协会于 1975 年成立。两

年后，斗湖象棋公会成立。此后，沙巴州其他市镇先后成立了象棋团体，负起推广象棋运动的重任。 

 

• 砂拉越象棋联合会，沙巴象棋联合会先后成立 

由于砂拉越各市镇象棋活动日益发展，各棋会领导人均认为有必要组织全州性的象棋联合会。经过一段筹组

和申请的过程，1979 年 11 月 25 日砂拉越象棋联合会在民都鲁成立。 

沙巴州方面，各地棋会领导人经过商议后，积极进行筹组沙巴象棋联合会，申请过程顺利，于 1981 年 10 月

13 日获得沙巴象棋联合会注册准证，并于 1982 年 3 月 6 日举行成立典礼。 

至此，东马砂拉越和沙巴两州都组织了全州性的象棋组织。 

 

 马来西亚派东马队和西马队参加亚洲赛的缘由 

众所周知，亚洲许多国家都派一支队伍参加亚洲象棋大赛，而马来西亚却派东马队和西马队两支队伍参赛，

在此有必要说明缘由。 

早在 1968 年新加坡象棋总会主办首届东南亚象棋锦标赛，参加队伍为菲律宾，香港，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

亚槟城，雪兰莪，马六甲，古晋。其中马来西亚共有 4 队。 

1969 年，台北主办第二届东南亚象棋赛，邀请菲律宾，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琉球和马来西亚参赛。

当年，主办当局发予马来西亚两份报名表，表明可派两队参赛。西马雪兰莪州象棋公会将其中一份报名表寄

予古晋。于是，是届棋赛雪兰莪和古晋分别以西马队和东马队名义参赛。 

根据 1969 年第二届东南亚赛的受邀参赛队伍情况，1970 年香港，1972 年曼谷，1975 年马来西亚怡保，1976

年马尼拉及 1978 年马来西亚古晋主办的第 3 届至第 7 届亚洲赛，每届比赛马来西亚都派东马队和西马队共两

支队伍参赛，获得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认可。 

 

• 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促成筹组东马象棋总会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菲律宾陈罗平、香港吴晚成、新加坡简俊清等三人研究小组设立了“亚洲象棋运

动联络中心”，与亚洲各地棋会保持联系，笔者是该中心的东马联络人。 

1978 年 11 月，第 7 届亚洲象棋赛在东马古晋举行。当时，成立亚洲象棋联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亚洲各地

棋界人士共同愿望的推动下，1978 年 11 月 23 日，亚洲象棋联合会在古晋成立。亚象联章程规定，一个国家

或地区只接纳一个象棋团体会员。当年，亚象联接纳西马象棋总会（后改名为马来西亚象棋总会）成为一个

会员单位。 

关于东马区能否继续组队参加亚洲杯象棋赛的问题，亚象联会议进行讨论，鉴于东马区推动象棋运动的热诚，

参加过历届亚洲象棋赛，更承担主办第 7 届亚洲象棋赛的重任。会议议决批准东马区继续组队参加亚洲杯象

棋赛。 

会议吁请东马区尽速组织象棋总会，然后以东马象棋总会名义申请加入亚象联。 

面临这种情况，东马象运领导人于 1982 年首次倡议筹组东马象棋总会，以便以东马区名义申请加入亚象联，

确保东马象棋队可以直接派队参加亚洲杯象棋赛。 

1984年砂拉越及沙巴象联会议接纳筹组东马象棋总会的建议,并即席成立筹委会，阵容如下：主席蔡明田、副

主席何伦赞（已故）、秘书黄聪武、财政林键华(以上为砂拉越代表),委员刘恭豪,陈木兴,卓志良(已故)、陈

则国(以上为沙巴代表)，由黄聪武、林键华负责起草章程，提呈砂拉越州社团注册官寻求批准。 

1986 年 9 月 17 日，东马象棋总会获准注册，同年 11 月 27 日在沙巴州山打根福州公会会议厅召开第一届代表

大会，选举第一届（1987-1988）理事，砂拉越熊重整（已故）荣任会长。1986 年 11 月 28 日，东马象棋总会

在山打根贵都酒楼举行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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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马象棋总会成为亚象联会员 

在刘恭豪、熊重整(已故)等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1986 年 12 月 5 日，东马象棋总会获接纳为亚象联会员。会

长熊重整(已故)、副会长刘恭豪当选亚象联常务理事,张拔魁、黄振荣、黄聪武和薛金光等人，分别受委为小

组委员。1988年亚象联第 6届会员大会敦聘林启化(已故)为永久名誉会长。刘恭豪、熊重整为名誉会长。 
 

• 加入世象联 

世界象棋联合会成立后，东马象棋总会立即加入成为会员单位之一。东马象棋总会代表刘恭豪荣任世象联副

主席。 
 

• 东马象棋总会的任务及组织系统 

东马象棋总会只有两个会员单位，即砂拉越象棋联合会和沙巴象棋联合会。东马象棋总会的领导工作由上述

两个联合会轮流担任，主要任务是以东马区名义派队参加亚洲象棋联合会和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的国际性大

赛。 
 

• 东马曾主办数次国际大赛 

东马曾主办过的国际大赛如下： 

A. 主办过 5 届婆罗洲杯象棋赛，（1982 砂拉越诗巫，1986 沙巴山打根，1988 砂拉越诗巫，1993 沙巴山打

根，1995 砂拉越民都鲁），参赛队伍为砂拉越、沙巴、汶莱。 

B. 1978 年砂拉越古晋主办第 7 届亚洲象棋赛。 

C. 1983 年砂拉越诗巫主办亚细安象棋邀请赛。 

D. 1990 年沙巴山打根主办亚细安象棋邀请赛。 

E. 1991 年沙巴山打根主办第 5 届亚洲城市象棋名手赛。 

F. 2000 年砂拉越古晋主办第 11 届亚洲杯象棋团体赛。 

G. 2010 年砂拉越美里主办第 16 届亚洲杯象棋团体赛。 

H. 2013 年砂拉越美里主办马新汶象棋队际赛。 
 

• 东马派队参加多次国际赛 

东马队参加了历届亚洲象棋团体赛、亚洲城市象棋名手赛、世界杯赛、陈罗平杯赛等大赛。东马队缺席 1982

年杭州第二届亚洲杯赛乃因未获政府当局批准赴会所致。 

2012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砂拉越象棋联合会组团赴北京与中国象棋协会交流。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

中国象棋协会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沙巴山打根、亚庇，续程抵砂拉越美里进行交流及举行表演赛。 
 

• 总结 

东马象棋总会在沙巴刘恭豪、砂拉越刘思仪及两州象运工作者的努力下，象棋运动日益发展，水平也逐步提

升，东马象棋总会将与时俱进，继续为推广象棋运动而努力！ 
 

附表一： 

东马象棋总会组织系统 
 

                          砂拉越象棋联合会  

东马象棋总会 

                          沙巴象棋联合会 
 

砂拉越象棋联合会 11 个会员单位如下： 

1. 古晋省象棋公会 

2. 成邦江省象棋公会 

3. 诗巫省象棋公会 

4. 美里省象棋公会 

5. 林梦省象棋公会 

6. 泗里街省象棋公会 

7. 三马拉汉省象棋公会 

8. 民都鲁省象棋公会 

9. 南兰象棋俱乐部 

10. 马拉端象棋俱乐部 

11. 巴南象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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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象棋联合会 7 个会员单位如下： 

1. 亚庇象棋公会 

2. 山打根象棋协会 

3. 斗湖象棋公会 

4. 保佛象棋公会 

5. 根地咬象棋公会 

6. 兵南邦象棋公会 

7. 必打丹象棋公会 

 

附表二： 

东马象棋总会历届理事名表: 

职位 
第一届 

1987-1988 
第二届 

1989-1990 
第三届 

1991-1992 
第四届 

1993-1994 
第五届 

1995-1996 
第六届 

1997-1998 
第七届 

1999-2000 
第八届 

2001-2002 

名誉会长 
上议员张晓卿, 

林启化,许如衡 - - - 林启化 林启化 - - 

顾问 黄念松,卓志良 熊重整 刘恭豪 熊重整 刘恭豪 - 刘恭豪 - 

会长 熊重整 刘恭豪 熊重整 刘恭豪 黄念松 刘恭豪 方文祥局绅 刘恭豪 

副会长 刘恭豪 何伦赞 黄振荣 黄念松 郑友惠 黄念松 郑友惠 张鹤岑 

秘书长 张拔魁 黄振荣 黄聪武 黄振荣 杨胜贻 陈木兴 张拔魁 陈木兴 

副秘书长 黄振荣 张拔魁 陈木兴 黄聪武 黄振荣 杨胜贻 陈木兴 曾舜安 

财政 薛金光 陈则国 官纪礼 谢鹤涛 黄龙狮 陈锦居 林键华 黄振荣 

副财政 刘复庆 黄聪武 谢鹤涛 黄祥罗 陈木兴 黄龙狮 陈锦居 黄龙狮 

公关 黄毓国 陈章川 曾舜安 陈则国 黄聪武 郑友惠 张鹤岑 林忠来 

副公关 陈则国 薛金光 叶立化 曾舜安 曾煜基 黄聪武 林忠来 沈绍晋 

委员 许兴蒲,谢鹤涛 谢鹤涛,黄毓国 黄祥罗,刘复庆 陈木兴,张昌峻 沈绍晋,刘复庆 刘复庆,沈绍晋 沈绍晋,刘复庆 郑友惠,王美华 

查账 黄祥罗 刘复庆 郑自勉 甄运来 黄高英会计师 甄运来 吴锦堂 陈瑞兴 

 

职位 
第九届 

2003-2004 
第十届 

2005-2006 
第十一届 
2007-2008 

第十二届 
2009-2010 

第十三届 
2011-2012 

第十四届 
2013-2014 

  

名誉会长 - - - - - -   

顾问 刘恭豪 - 刘恭豪 - 刘恭豪 -   

会长 刘思仪 刘恭豪 刘思仪 刘恭豪 刘思仪 刘恭豪   

副会长 郑友惠 刘思仪 郑友惠 刘思仪 郑友惠 刘思仪   

秘书长 刘德贵 邓慧君 刘德贵 邓慧君 谢增河 邓慧君   

副秘书长 邓慧君 刘德贵 邓慧君 刘德贵 邓慧君 谢增河   

财政 曾舜安 陈星华 林利强 陈星华 王振能 陈星华   

副财政 陈星华 曾舜安 陈星华 曾舜安 陈星华 王振能   

公关 林利强 曾国良 黄顺增 曾国良 吴俚葙 郑友惠   

副公关 曾国良 林利强 曾国良 林利强 司徒植 刘利伟   

委员 林乃存,邓国庆 郑友惠,林乃存 蔡伟达,刘复庆 郑友惠,林乃存 刘利伟,梁国谊 司徒植,曾令威   

查账 - - - - - -   

 

文稿：黄聪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