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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象棋總會 Hong Kong Chinese Chess Association
在 1950 年以前，香港受華南棋風鼎盛影響，三四十年代已舉辦過多次盛大棋賽，廣東省棋壇四大天王黃松軒、盧輝、馮敬
如、李慶全及國內著名棋手謝俠遜、周德裕、羅天揚、林弈仙、方紹欽、林榮興、董文淵等相繼來港比賽，棋風盛極一時，
不過當年香港所有盛大比賽，大都由體育會或遊樂場或酒家舉辦，尚無棋會組織。
筆者幼嗜象棋，十七歲時在廣州參加全巿棋賽，倖獲冠軍，於 1949 年來港，初與楊官璘合居一室，董文淵南來，與朱銘源、
吳文英、楊官璘、李志海比賽，僅在大華酒家舉行，上海何順安於 1950 年來港與楊官璘及筆者比賽，亦由南華體育會主辦，
其後筆者經常在遊樂場擺設擂台，又在麗的呼聲電台廣播棋藝，在星島日報撰寫棋欄，漸與各界棋友結交，對於組織棋會
之願望，念茲在茲，未嘗稍懈，當時董文淵、何順安、楊官璘等已離港北上，筆者幸而獲得兩位熱愛棋藝的好友鄭桂芬
（酒業商會理事長）、黃彼得（律師）兩位支持，聯名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正式組織棋會，於 1952 年春獲社團註冊處批
准備案，本會正式宣告成立，中文定名為「港九國弈象棋會」，而英文則為 The Kowloon Chinese Chess Association (H.K.)，最
初之會址在九龍紅磡蕪湖街 65 號二樓。
本會成立初期，會員僅二十餘人而已，分推鄭桂芬為會長，黃彼得為主席，李志海為總幹事，吳文威為司庫，朱銘源、梁
利成（現任會長）、李潤成、胡焯榮、何本治、霍竹生、潘鴻、陳國風等為幹事，因鄭、黃兩位均為忙人，故招收會員及
一切會務均由筆者負責（筆者當時才二十三歲），本會會刊象棋風，由筆者與黃秋士（彼得）合編，第一期於 1952 年 4 月
1 日出版，內容有會務報告、各地棋訊、名手對局、佈局新譜、實用殘局等，免費贈予會友及寄往海外棋會棋友覽閱，以增
強各界聯絡，「象棋風」出版凡六期，因筆者應南洋各地邀請前往棋賽，無暇兼顧，故停止出版。棋會成立後，遷移至香
港中環租卑利街十四號二樓「酒業商會」內，每逢星期二、四晚開放，可供會員對弈之用，筆者亦每晚長駐與各會友切磋
聯絡，故港九棋友紛紛前來入會，每逢會期，均告座無虛席，飛車躍馬，甚為熱鬧。
1953 年 7 月，筆者應邀南遊，前往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及緬甸作巡迴表演，會務因而停頓，至 54 年三月由緬甸返港，
即與鄭會長及黃主席協商，進行積極擴展棋會組織，並請求棋界前輩歐陽長、吳晚成、勞立、雷法耀、何魯蔭、朱劍釗、
蘇天雄、黎子健、勞勉之、簡文孝、何鏡波、林中暖、江敦彥等協助，延攬各界熱心人仕及棋界名宿參與會務，並採用理
監事制，此計劃獲得良好反應，改制後之理監事會遂於 1954 年 4 月 1 日宣告成立，會長鄭桂芬、理事長歐陽長、副理事長
吳晚成、勞立（兼財務主任）、監事長雷法耀（雷乃美國華僑，夙已有「台山棋王」之稱，為棋壇名宿陳松順之開山師傅，
八十年代在美國三藩巿逝世），另理事六人，監事六人。
歐陽長主政四年，於 54 年秋間主辦「港澳棋王邀請賽」，在蓮香茶樓二、三、四樓公開舉行，雖茶資高至一元五角，仍然
絕早滿座，後至者站在各層樓梯觀戰，不得其門而入者尤眾，詢稱盛況，同年敦聘周埈年爵紳為名譽會長，蔡仲夔為會長，
蔡氏主持本會開設診所之贈醫施藥事宜（本會贈診所以惠及巿民為宗旨，聘有西醫及護士，醫藥費用收費特廉，至 95 年底
終因租金昂貴，醫護人員薪酬高企無法支持，歷四十二年而關閉，殊屬可惜），而會址亦遷至九龍彌敦道 745 號三樓，同時
又附設遊藝部，往後每年均舉辦全港單人棋賽、團體賽、名手賽等，成為香港推動棋藝之主導力量。1956 年首次主辦「港
台大賽」，邀請台灣最負盛名之白錦祥（號稱白也無敵）、廖天賜、吳莫榮（兩人有南吳北廖之稱）、江培生、李天華及
賴光樞等來港，在九龍總商會懸掛四大棋盤公開表演，消息哄動亞洲棋壇。
理監事會蟬聯兩屆，至 1958 年改選，公推吳晚成為理事長，歐陽長轉任監事長，勞立、朱劍釗為副理事長，另理事八人，
監事六人，除每年經常主辦公開賽外，更舉辦「校際棋賽」及「學生個人賽」，倡導青年參加此項正當康樂活動。又於
1962 年八月，與澳門國弈會（即今澳門象棋總會）協商簽訂每年舉辦一次埠際象棋賽，在澳港兩地輪值舉行，其間除 67 至
72 年一度中止外，至 78 年共舉行十屆，兩地棋友在棋藝交流中作出貢獻，友誼更為密切。
1968 年改選，擴大理監事名額，理事會 15 人，監事會 9 人，仍由吳晚成任理事長，何錦添、謝軾任副理事長，監事長歐陽
長，1968 年 8 月，新加坡象棋總會發動主辦「第一屆東南亞大棋賽」，此乃破天荒之棋壇盛事，本會自當贊同響應，派出
黃冠中及張百耑參加此賽事，並奪得團體冠軍。在未有中國隊參加之前，曾舉辦七屆賽事，第二屆在台北（1969 年），第
三屆在香港（1970 年定名為亞洲象棋賽），第四屆在曼谷（1972 年），第五屆在怡保（1975 年），第六屆在馬尼拉（1976
年），第七屆在古晉（1978 年），香港隊除在第五屆未有參加外，其餘六屆出師，奪得三冠三季，成績相當優異。1970 年，
吳晚成因病辭卸理事長職務，由何錦添接任，何君為藥劑師，為人純厚樸實，和藹可親，領導棋會六年，鞠躬盡瘁，公爾
忘私，深受棋界所欽佩，惜因病於 76 年 4 月病逝，本會痛失英才，良堪哀惜。
76 年 6 月本會改選理監事會，由梁利成擔任理事長，曾振邦、李志海為副，朱劍釗為監事長，另理事十人，監事八人，當
屆理事長為英國伯明翰大學生產工程碩士，63 年歸來，繼續為本會效力，梁於 76 年至 88 年，蟬聯理事長凡六屆，對象棋
發展影響深遠。茲列舉如下：
1. 1978 年 11 月 23 日，此乃「亞洲象棋會」誕生之紀念日，亦為中國象棋史上最光輝之日子，亞洲象棋聯合會在東
馬古晉宣告成立，因有中國及澳門參加亞洲棋壇活動，必須另行開創新面貌，故由「澳門象棋總會」於 1980 年主
辦之「亞洲象棋錦標賽」重新定為第一屆，此後每兩年舉辦一次，逢雙年舉行，而每逢單年則舉辦「亞洲城巿名
手賽」（現已改名為亞洲個人象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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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7 年 2 月，中國象棋隊領隊曾昭勝、賽員胡榮華、楊官璘、秘書董齊亮等前往菲律賓訪問，本會邀請該隊返國
前過港表演，此乃近三十年來首次有中國棋手來港比賽，棋會派出魯鍾能、趙汝權作賽，兩人剛於「第六屆亞洲
象棋賽」奪得體冠軍及個人冠軍、亞軍，故於灣仔修頓室內籃球場公開表演時，門票售至每張十元，兩晚仍絕早
滿座，情況熱烈，收入兩萬餘元，破有史以來象棋比賽能有如此美滿之收穫。
3. 1979 年，本會與「廣東省象棋協會」及「澳門象棋總會」商洽聯合主辦「省港澳埠際象棋賽」，每年輪值舉行，
第一屆在廣州，次年香港，後年澳門，每隊職員四人，男賽員四人，女賽員二人共十人，首屆在廣州文化公園，
以大棋盤在中心台表演，觀眾數千人，堪稱盛況，該項賽事至今 2013 年已舉行三十二屆，廣東省隊技藝超群，多
獲冠軍，香港隊已有兩屆獲冠，成績差強人意。由於澳港兩地均缺女子好手，故已於多年前取消女子賽事，而職
員亦減少兩人。
4. 1979 年，本會獲得「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接受為准會員，並得資助主辦每年體育節棋賽，多年
來曾邀請北京、河北、杭州、四川、湖北、台北、曼谷、吉隆坡、高雄等隊及女大師單霞麗、林野、胡明、陳淑
蘭、高華、黃薇、汪霞萍暨天津黃少龍（電腦殘局擂台）等來港。
5. 1981 年夏，國家體委邀請港澳象棋界赴中國訪問，港澳棋會共商組成「港澳象棋界訪問團」，港澳棋會共派出十
九人成團，團長李志海（香港）、副團長曾廣琦（澳門）、顧問梁利成（梁謙讓李當團長），訪問團先後到北京、
上海、杭州及廣州各地，每到一處均蒙體委盛情款待，並由秘書長顧爾承親自帶領遊覽北京、上海、杭州、蘇州、
廣州各地古蹟勝地，全程航機及膳宿均由國家體委接待，隆情實深銘感，經此之訪問後，中港兩地交流密切，感
情更為融洽。
6. 1981 年，棋會派員訪問中國各地回港後，鑒於棋會名稱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感，「香港國弈會」雖屬文雅挺
秀，但未能直接表達象棋之真意，遂召開會員特別大會，通過英文為 Hong Kong Chinese Chess Association，而中文
名稱正名為「香港象棋總會」，並獲得社團註冊處註冊確定，此項工作，深獲全港棋界所嘉許及贊同。
7. 本會增聘會長加強實力，香港超級富豪霍英東博士，畢生愛好體育，曾捐中國、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之體育、文化、
公益事業超過十多億港元，其熱心慷慨已深受人所敬佩，他答允擔任本會之永遠名譽會長，此乃棋會之幸，亦棋
界之福澤。會長李時佑（現為永遠名譽會長）乃美國華僑，為港、美兩地之酒樓業鉅子，五十年代已在三藩巿創
立「美洲中國象棋會」，加入本會後擎天一柱，歷年擔任棋賽會主席、棋隊領隊，贊助不勝枚舉，尤以購置會址
居功至偉。會長李亮能為保濟丸藥廠東主，曾率領棋隊參加本會主辦之團體棋賽及前往星馬台灣各地比賽，後又
為本會主辦「嘉年華棋藝表演」之大會主席，對棋壇活動熱心支持，加入本會後被選為理事，更敦聘為會長。其
餘三位會長顏同珍、謝舜良、鍾子魁等均為本港商界名流，社會賢達，對本會多年支持不遺餘力。
8. 「亞洲象棋聯合會」成立後，為彌補各地棋壇久已存在之判例分歧，必須制定一份純一比賽規例，筆者蒙該會選
為裁判長，即於 1981 年草擬一份初稿，供給各會員團體作為參考研究，隨於澳門召開裁判會議，通過後於 1982
年出版「象棋比賽規例」，後雖經過兩次開會修定，所有大賽及網上棋賽均遵此例所進行。
9. 本會於 1976 年 9 月遷入灣仔天樂里九號兆豐大廈四樓 D 座為會址，歡迎會員及棋友前往弈棋研究，至 1982 年由
於業主加租過高，難於負荷，又遷往灣仔軒尼斯道 354 號昌業大廈十五樓，至 85 年二月底因租約期滿又遷出，由
於棋會毫無收入，僅靠熱心人仕贊助，年來棋會租金亦由梁利成、吳晚成、曾振邦、林定波、李志海等合力支持。
於是會長李時佑、蔡仲夔建議，組織有限公司籌集資金，購置樓宇租與棋會應用，此議獲得理監事一致贊同，由
霍英東、李時佑（兩位是大股東）、梁利成、林定波、曾振邦、顏同珍、李國章、李亮能、蔡仲夔、李志海、鍾
子魁、吳晚成，楊世安、鄭仕俊、黃崑華等合資成立「光信有限公司」合資購得九龍新填地街 249 至 253 號宏昌
商業大廈五樓 E,F 座，並以低廉租金租與棋會至今，解決會址問題。
10. 1986 年「北京棋院」與「上海象棋協會」暨「香港象棋總會」以增進感情、切磋棋藝為宗旨，協議聯合主辦「京
滬港埠際象棋賽」，首屆於 86 年秋在上海揭幕，次年在香港，後年在北京，每隊領隊一人，職員一人，賽員二人
共四人而已，三屆均在隆重和諧氣氛中圓滿結束，上海隊三戰皆捷，香港隊僅獲一屆第二名。
11. 1986 年 11 月，本會受「亞洲象棋聯合會」委託主辦「第四屆亞洲象棋賽」，敦聘霍英東為棋賽大會主席，並獲得
贊助大部份經費（香港巿政局亦有贊助），亞洲各地棋壇精英雲集香江，李時佑會長擔任香港隊領隊，在極力鼓
勵賽員合力演出，港隊表現空前成功，獲團體亞軍。
除上述功績外，並曾多次派棋隊參加國家體委主辦「七星杯象棋國際賽」及廣東省政協主辦之「天麗杯省港澳象棋賽」，
成績皆不俗，又曾舉辦全港公開女子棋賽，發掘女子棋藝好手如羅燕清（獲得女子國際大師稱號）、吳綺蓮、林雅芳、歐
陽天南等。
1988 年 4 月 27 日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會，梁利成堅辭理事長職位，並推薦林定波擔任，選舉委員會一致贊同，林再三
推辭，最後始答允承肩，第十九屆理事會宣告成立，副理事長有曾振邦、李志海、鄭守賢、李國章、鄭仕俊、監事長黃崑
華、副楊世安、周自達，另理監事共二十七人，敦聘霍英東為永遠名譽會長，會長有鄭桂芬（88 年 9 月去世）、歐陽長、
吳晚成（98 年去世）、蔡仲夔（99 年去世）、謝舜良、鍾子魁（88 年去世）、李亮能、王銘、梁利成。
王銘為中港名富商，亦為文人雅仕，商務之餘，時以寫畫賦詩為樂，深嗜圍棋及象棋，造詣亦高，且熱心支持棋壇，曾以
巨資贊助「世界象棋聯合會」及「亞洲象棋聯會會」為遠名譽主席及副會長，又贊助「中國象棋協會」主辦之 04 及 05 年全
國甲組聯賽及「香港象棋總會」主辦之「世界棋賽」及各項棋藝活動，深受棋界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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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波畢業於美國柏克萊大學，愛好象棋圍棋，回港後曾任國際棋會名譽會長，加入本會後初為理事，因熱心會務，亦捐
助「亞洲象棋聯合會」基金，受聘為永遠名譽會長。
1988 年 10 月 16 至 25 日，「中國象棋協會」在北京主辦「七星杯象棋國際邀請賽」，於比賽期間（10 月 19 日），集世界
各地棋會主持人，召開「世界象棋聯合會」籌備會議，商討組織「世界象棋聯合會」事宜，及委託「新加坡象棋總會」於
1990 年 3 月底在新加坡舉辦「第一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本會派王銘、林定波、李志海出席會議，並被選為籌備委員。
1990 年 4 月 18 日，會員大會改選第二十屆理監事會，經選舉委員會提名，一致選出理事長周自達、副林定波、曾振邦、李
志海、鄭守賢、李鏡華、監事長陳仲謀、副楊世安，另理監事共二十五人，名譽會長及會長如上屆。
周自達為商界奇才，謙謙君子，待人誠懇，既有能幹又具熱心，加入棋會廿多年，曾擔任棋隊領隊，亦親自參加棋賽，不
計勝負，自 90 年至 96 年，蟬聯理事長凡三屆，期間貢獻良多，尤以 93 年協助巿政局主辦「棋藝嘉年華」，盛況空前，深
獲棋界贊賞，又於 91 年 9 月組隊赴中國昆明參加「第二屆世界象棋錦標賽」，並由周自達、王銘、林定波、李志海、梁利
成、李鏡華參加「世界象棋聯合會」籌備會議，議決「世界象棋聯合會」於 93 年 4 月在北京成立，並舉行「第三屆世界象
棋錦標賽」。
93 年 3 月底本會派隊赴北京參加「第三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時，世界各國棋界人仕雲集，「世界象棋聯合會」於 4 月初宣
告成立，象棋發展達致高峯，此乃海內外每一象棋愛好者之佳音，亦為象棋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之一頁。
95 年 9 月在新加坡舉行「第四屆世界象棋錦標賽」，香港亦派隊參賽，「世界象棋聯合會」亦召開會員大會，本港代表被
選入執委會者達五人，計為世象聯主席霍英東、副主席王銘及林定波、學務主任梁利成、副財務李志海。
1996 年 4 月會員大會選舉第二十三屆理監事會，周自達辭理事長職，眾望所歸力懇劉高第擔任，劉在無法推辭下，答允承
擔重任，副理事長有曾振邦、李志海（兼秘書長）、李鏡華、陳仲謀、監事長梁秉志、副賴羅平，另理監事共三十人，名
譽會長霍英東、會長吳晚成、王銘、李時佑、黄泗、顏同珍、林定波、周自達、陳允亨、李國章、麥致榮（商界名流）。
黃泗在棋界極具盛名，凡省港澳三地主辦棋賽，必熱烈招待各地棋隊，棋友遇有困難更熱心幫助，深得棋界所敬仰，且曾
自組「新科象棋隊」參加「中華台北象棋協會」主辦之「中山杯象棋國際賽」奪得冠軍，又個人出巨資主辦多屆「嘉寶杯
廣東上海埠際賽」，又捐助「世界象棋聯合會」美金五萬元，受聘為永遠名譽主席，聘為會長理所當然。
李國章曾任本會副理事長及財務主任，歷任埠際棋賽領隊，廿多年為會辛勞，對棋會殫精竭力，亦當騁為會長。
陳允亨曾任本會監事長，在首次「中港象棋大比賽」任港隊領隊，並與象棋界熱心人仕馮如馨及友好組織「金剛鑽象棋
隊」，參加本港團體賽及埠際賽，並領隊訪問新、馬、泰及中國各地，出錢出力，亦應尊為會長。
劉高第為印刷業鉅子，加入棋會近廿年，對會務貢獻良多，尤其是贊助各項活動經費龐大，又出版棋譜「香江象棋」一書，
獨資印刷由黃樹楷主編，每期篇幅過百頁，提倡棋藝不遺餘力，本會得此領導人材，實為棋界之幸。
96 年本會再度出版會刊，定名為「象棋月報」，由陳德泰任總編輯，劉高第任督印人，全部費用均由劉個人贊助，曾出版
十期。
「世界象棋聯合會」委託本會於 97 年主辦「第五屆世界象棋錦標賽」，97 回歸，在香港舉行，實具相當意義，但一旦肩承
重任，實在誠惶誠恐，幸得巿政局相助，又得名譽會長霍英東贊助棋賽獎金三十萬港元，會長王銘、黃泗、李時佑、理事
長劉高第大力捐助，梁利成、曾振邦、賴羅平、李鏡華、陳文興、顏同珍、周自達、梁秉志、陳仲謀、雷鈺垣等亦捐獻協
助，在九龍公園比賽，參加者來自世界各地共二十八棋隊，男、女子賽員近百人，其中非華裔者亦有二十五人，在熱烈氣
氛下完成賽事。
理監事會蟬聯至 2000 年改選，劉理事長以業務纏身無暇兼顧，堅辭職務，經選舉委員會多次商討後，一致推舉李亮能會長
出任理事長，李氏曾任香港足球總會主席，對於聯絡社團及政府部門、奧林匹克委員會均有經驗，李答允擔任理事長後積
極推展會務，曾主辦「香港象棋總會」五十周年慶典及主辦「第八屆世界象棋錦標賽」（2003 年），並敦聘「香港業餘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擔任棋賽大會主席，因霍英東於九十年代後期己淡出體育界，哲嗣霍震霆受到全港
體育界擁戴為領袖，「世界象棋聯合會」選為主席，「亞洲象棋聯合會」選為會長，凡有開會及棋賽，必往支持及宴請全
體理事及棋隊領導，先後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東馬、印尼、越南、法國、澳門、北京、上海、泰州等地，深得棋界贊
揚。「第八屆世界象棋錦標賽」共有二十六隊參加，經費除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外，李時佑、黃泗、王銘、顏同
珍、李亮能、梁利成、陳仲謀各會長均大力支持，方得完成賽事。

亚象联各会员介绍

李亮能擔任兩屆理事長，2004 年棋會改選，李亮能事忙不再擔任，會員大會一致通過進選黃泗會長承肩重任，黃泗自擔任
本會會長後，鼎力支持各項棋藝活動，世界賽亦曾捐助巨資，並曾帶領港隊赴印尼獲得亞洲賽亞軍，熱心棋運為人所敬仰，
黃泗出任理事長至現在已歷五屆，現「香港象棋總會」理監事（第三十屆）共二十九人，計有副理事長李志海、李鏡華
（兼策劃主任）、黃樹楷（兼推廣主任）、何偉全（兼司庫）、賴羅平及理事黃嘉寶（兼理事長助理）、徐秉魁（兼秘
書）、陳德泰（兼賽務主任）、何榮傑（兼總務主任）、吳效曾（兼副總務主任）、翁國禮（兼副賽務主任）、黃學謙
（兼副司庫）、陳志豪（兼副秘書）、譚景洋（兼副賽務主任）、陳振杰（兼副賽務主任）、李亮能、陳秉權、陳俊鴻、
沈俊強、黃學華、蘇秉湛、任淑梅、雷雄才、監事陳志文、陳國風、雷鈺垣、李錦添、趙汝權。永遠榮譽會長霍震霆、永
遠名譽會長李時佑、會長梁利成、王銘、黃泗、陳浩波、林國才、朱卓洲、會務顧問曾振邦、陳文興、陳仲謀、徐美賦、
法律顧問何偉全。
新會長林國才、朱卓洲均為香港酒樓業鉅商，社會名流，加入本會後，熱心贊助棋藝活動。「第三十二屆省港澳埠際象棋
賽」，林國才會長贊助大部份經費，使棋賽圓滿成功。
陳浩波會長熱愛象棋，為社會賢達，亦為台山商會名譽會長，加入本會十年捐獻良多，數年前帶領港隊參加「第二十七屆
省港澳埠際象棋賽」，在極力鼓勵下，港隊奪得冠軍，功不可沒。
黃泗接任理事長後，即收回會址自用（前因經費問題，曾租出以補貼開支），又於 2005 年親領棋隊赴法國巴黎參加「第八
屆世界象棋錦標賽」，獲得良好成績，棋會每年主辦之全港單人賽、團體賽、學生賽、體育節棋賽及省港澳埠際賽等，必
親臨主持，出錢出力，深為棋界所敬佩。
本會多年來派出參加比賽的棋手均多有良好成績，現已獲得「亞洲象棋聯合會」考銓組宣示有稱號者有：象棋特級大師趙
汝權、翁德強、梁達民、陳振杰，象棋國際大師曾益謙（已故）、黃福（已故）、楊俊華、徐耀榮、陳志文、陳德泰、杜
永光、陳靈輝、黃志強、李鏡華、丁健全、陳強安、黃學謙、羅燕清（女）。
而「世界象棋聯合會」亦頒佈國際大師，香港有黃學謙、梁達民，特級國際大師香港趙汝權。
亞聯會宣示特級裁判，香港有李志海、吳晚成（已故）、梁利成，國際裁判：黃樹楷、陳德泰、張百耑、陳世生、黎子健、
鄭仕俊（已故）。
筆者十五歲開始浪跡穗港棋壇，五、六十年代遍歷星、馬、菲、泰、越、緬、台灣各地，枰場逐鹿，已厭倦比賽生涯，其
後退而寫作（出版棋譜十餘本，並港、星、馬、越、台各地報章撰寫棋稿）、廣播（曾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檳城各
地電台、電視台宣揚棋藝），更為推廣棋藝而作工兵，轉瞬已數十寒暑，目睹「亞洲象棋聯合會」與「世界象棋聯合會」
相繼成立，棋風吹遍大地，私心竊慰，幸而「香港象棋總會」多年來勵精圖治，更有英名領導人，各理監事同心協力，會
長極力支持，深盼今後能蓬勃發展，獲得美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