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 

 
 天后總院：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 3 號地下 

 荃灣分院：荃灣南豐中心 23 樓 2301A-7A 室 

將軍澳分院：將軍澳坑口南豐廣場 1 樓 B128 舖 

 佐敦分院：佐敦炮台街 59 號地下 6 號舖 

 
 

電話：2187-2677        Whatsapp：6826-1657 

電話：2615-2777        Whatsapp：5287-5271 

電話：2615-2799        Whatsapp：5287-5270 

電話：2187-2677        Whatsapp：6826-1657 

 
傳真：2187-2341                    電郵：info@ccad.com.hk                     網址：www.ccad.com.hk 

2022國際圍棋快棋挑戰賽 
 

日期 組別 參賽資格 每組上限 每方限時 比賽時間 # 棋盤 報名費 

2022/1/29 
(六) 

晉段精英 1 級至 10 級 16 20 分鐘 19:30 – 22:30 19 

會員$200 

 
非會員$300 

高級 11 級至 15 級 16 20 分鐘 19:30 – 22:30 19 

中級 16 級至 20 級 16 20 分鐘 19:30 – 22:30 19 

初級 21 級至 25 級 16 15 分鐘 19:30 – 21:50 13 

入門 26 級至 27 級 16 15 分鐘 19:30 – 21:50 13 

吃子王 28 級或以下 16 10 分鐘 19:30 – 21:00  9 

以上時間均為香港時間(UST+8)，其他地區參考時間：英國 11:30-14:30，紐約 06:30-10:30。 

 

宗旨 

透過比賽讓本地及海外的學生交流切磋，互相學習。 

 

地點 

弈客少兒圍棋平台(網上平台)，以比賽專用帳戶作賽。 

比賽帳號及教學將於比賽前兩天發放。 

 

賽制 

以瑞士制編配對手，比賽不論勝負均下４局（吃子王６局），每局勝方 2 分，負方 0 分，和棋各 1 分； 

採用《中國圍棋競賽規則(2002 版)》，分先對局：黑貼還 3.75 子。 

授子對局：（不適用於吃子王，入門，初級組）差１級授１子，授 2 子或以上對局不計貼還，改為貼還授

子數目的一半（如授 3 子，黑方終局要還 1.5 子）。 

19 路棋盤：最多９子 

13 路棋盤：最多４子 

9 路棋盤：不設讓子，先提 3 子勝。若無人取得３子則和棋。 

如人數不足，該組別比賽將會取消；或與相鄰組別合併，參賽者不得異議。 

 

等級證明 

賽員須依照自身最高棋力等級報名，非本中心會員須在報名時須出示有效的棋力證明，包括所有圍棋機構

發出的棋力證書或書面證明。 

（例子：棋手甲於 A 棋院為 16 級，B 棋院為 10 級，須以 B 棋院的等級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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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1. 各組冠、亞及季軍均獲發獎盃乙座，冠軍更可獲得學券：$500；第 4 至第 8 名獎牌乙面； 

2. 每組人數上限的首 50%，均獲得獎狀乙份； 

3. 其他參賽者，將獲勇鬥獎狀乙張，以示鼓勵。 

4.  成績優異者按下表升級/段：（最高只升至參加組別的頂級後，再高出 1 級） 

吃子王(28 級或以下) 初級入門(21-27 級) 高中級(11-20 級) 晉段精英(1-10 級) 

4-６勝升 2 級，2-3 勝升 1 級 ４勝升 2 級，2-3 勝升 1 級 4 勝升 2 級，3 勝升 1 級 

5. 晉段精英組、高級組三甲可以優惠價($200/堂)，參加由圍棋九冠王陳乃申訓練計劃。 

6. 其他參賽者亦可以半價($250)預約本院老師，進行一對一的評級指導對弈。 

 

因疫情關係不設頒獎禮，所有獎項可於 2022 年 2 月 7 日（一）起親臨本中心領取，未能親臨者亦歡迎使用其他快遞

到付服務。 

 

報名辦法 

填妥下列報名表格，親臨遞交或郵寄至本中心(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 3 號)。 

(非本中心會員報名時須提交最高的棋力證明或棋力證書副本) 

1. 親臨遞交； 

2. 轉數快 / 銀行轉帳 

銀行户口：HSBC 652-594474-838  轉數快FPS 電話號碼：6826 1657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Development Centre Ltd / 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完成付款後請將付款記錄寫上賽員姓名及組別，連同報名表格一併回傳給至WhatsApp 
6826 1657作確認 

 
3. 郵寄報名表及支票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 3 號  

支票抬頭：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只接受支票。支票背後請寫上賽員姓名及組別，與報名表格一併寄回 

 

繳費後恕不退款，亦不設留位。 
所有報名以完成繳費為準，額滿即止。歡迎各方棋手參加切磋。 

 

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擁有比賽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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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須知 
 

1. 賽員須於賽事開始前 10 分鐘進入比賽對局。逾 10 分鐘未就座者，該輪賽事作棄權論。 

2. 為保護賽員眼睛健康，每輪對局中，設有5-10分鐘的休息時間。 

3. 賽事採用瑞士積分制或單循環制，賽員必須完成所有輪次的賽事。 

4. 連續兩輪賽事缺席者，整個賽事作棄權論。 

5. 如中途退出比賽必須通知賽會，且提供合理的理由，否則整個賽事作棄權論。 

6. 棄權者將失去比賽資格，其比賽名次及所獲獎項亦會由他人遞補。 

7. 得獎者或需出示學校手冊、學生證或成績表等年級證明正本或副本以核實資格。 

8. （網上適用）當已完成圍地後，請使用「放棄著手」，雙方均放棄著手，系統會自動數子裁決。如遇不合當

行為，請使用「呼叫裁判」作出投訴。 

9. （網上適用）成績排名以中國圍棋競賽規則中總得分計算，公式如下： 

總得分 = 個人積分＋｛[對手積分總和 ÷ （比賽最高積分者得分 ÷  2)]  −  輪次數目｝ 

10. 禁止事項，網絡比賽敬請自重： 

10.1. 賽員蓄意參加比自身棋力為低的組別 

10.2. 使用 AI 作弊 

10.3. 作虛假、協議行棋、非本人下棋等違反競賽精神的行為 

一經證實：將被取消資格，所有報名費用概不發還；若於賽後才被揭發，所得獎項將被褫奪 

11. （網上適用）若平台系統出現問題，受影響棋局由裁判長裁定結果。 

12. （網上適用）若其中一方因網絡或電腦出現問題，而未能完成對局，裁判將會依以下方式裁定勝負： 

出現問題一方 棋局已肯定獲勝 棋局領先或相當 棋局落後 

結果 判勝 判和 判負 

如賽制上有任何更改，將於比賽當日公佈，恕不作另行通知。 

判決權：賽員如有任何不當行為，裁判會按嚴重情度處理，嚴重者將可被取消比賽資格。 

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擁有比賽最終決定權。 
 

 

2022 國際圍棋快棋挑戰賽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 / 非會員)           會員編號（選填）：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賽組別*：吃子王 / 入門 / 初級 / 中級 / 高級 / 晉段精英  棋力︰______                 級 / 段    

*請圈出報名組別       (非本中心會員報名時須附上最高棋力證明) 

就讀學校(中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外賽員請留下能以 WhatsApp 通訊的電話號碼） 
 

 

<職員填寫>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