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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 
一.作賽方法 
比賽地點：台山商會中學（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0號）  

參賽資格：業餘棋手，按照自身最高棋力參與相應組別 

 

組別 參賽條件 比賽日期 
開賽時

間 
每方限時 

報名費 

會員 非會員 

公開組（A）  4段或以上 
12月14日（六） 上午

10:30 
60分鐘 $350 $450 

12月15日（日） 

一段至三段組（B） 1段至 3段 

12月15日（日） 上午 9:00 45分鐘 $250 $350 1 至 4 級組（C） 1至 4級 

5 至 9 級組（D） 5至 9級 

註：  
I.  本會學校/社區/康文署班可以會員價參加。  

II.  賽會有權按報名情況調整各分組方式而不另行通知。  

III.  賽程最終安排，敬請於比賽前一星期留意本會網頁、Facebook，或最新的電郵通知。 

 

二. 等級證明 
⚫ 賽員須依照自身最高棋力等級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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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段位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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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包括網上棋力）。 

⚫ 比賽委員會保留最終裁決權。 

 
註：虛報棋力──如賽員虛報或蓄意不按照棋力而參與比自身棋力為低的組別，一經證實： 

I. 相關賽員資格將被取消，所有報名費用概不發還； 

II. 若於賽後才被揭發，所得獎項及獎金（如有）將被追回，其參賽成績亦會被取消； 

III. 且未來兩年內會被禁止參加本會舉辦的比賽及取消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的資格。 

 

三. 境外比賽遴選權 
⚫ 本會將會參考是次公開賽成績委派賽員參加未來一年境外比賽。 

⚫ 只有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或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的人士才能代表香港作賽。  

⚫ 每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本賽冠亞軍均能選擇代表來屆韓國國務總理盃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或世界圍棋聯

盟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如前者不符合代表資格或放棄代表資格，將由名次後者替補。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Toi+Shan+Association+College,+10+Yuen+Chau+Kok+Rd,+Sha+Tin/@22.3808556,114.1981164,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0406518e09ee73:0xe91b57ec2dbbe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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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 
⚫ 各組冠亞季軍各得獎盃乙座。 

⚫ 公開組冠軍額外獲得獎金獎勵，分別為冠軍港幣 3,000元、亞軍 1,000元及季軍 500元。 

⚫ 第四至八名賽員均獲頒發獎牌乙個以示鼓勵。 

⚫ 合乎升級條件可申請中國圍棋協會(俗稱「中國棋院」)頒發的段位證書。 

⚫ 所有無人領取的獎勵會在比賽完成 45天後停止發放，並不設補領。 

 

各組優勝者獲頒授得的棋力證書： 

組別 公開組（A） 一段至三段組（B） 1至 4 級組（C） 5至 9 級組（D） 

棋力

證書 

冠軍獲頒 6段，其後

15%獲頒 5段。 

首兩名獲頒 4段，

其後 15%獲頒 3段。 

首 15%獲頒 

1段 

首 15%獲頒 

4級 
註：以四捨五入計算，如首 4.5 名棋手則獎勵首 5 名。若參賽人數少於 16 人則獎勵人數為原定一半。 

 

四. 參賽證書及團體獎 

所有參賽者如需申請參賽證明，費用為港幣 50 元正。（為避免浪費，報名時請填妥申請選項，不接

受賽後申請。無人領取的證明亦會在比賽完成後 30天銷毀。） 

 

五. 比賽規則 
賽  制：積分循環制 

計分方法：依次比較局分、對手分、比較減第一輪對手分、比較減第一及第二輪對手分、如此類推，

若仍無法判斷則以抽籤決定高下。 

比賽規則：採用中國數子法（黑方貼還 3¾子）。 

抽  籤：公開組(A) 於 12月 12日（星期四）晚上 8時在本會會址由裁判長監察下進行電腦抽籤，

其餘組別則不設現場抽籤。 

遲  到：賽員請於各輪比賽開始前 15分鐘到場，比賽開始即計時，每輪遲到 10分鐘作負。 

裁 決 權：比賽委員會對賽事有最終裁決權。大會不設上訴機制。 
註：賽員須於比賽當日攜同身份證明文件及報名收據，以備查核。 

 

六. 報名辦法 
⚫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在網上填妥報名表格。 
 

⚫ 填妥下列報名表格 及擕同 棋力證明，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繳付報名費：  

1. 現金 / 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圍棋協會有限公司」）；  

2. 銀行轉帳入數  (銀行戶口：渣打銀行 972-0-051791-8) 
註：完成後請以郵寄（切勿郵寄現金，並連回郵信封）或電郵提交付款收據。 

香港圍棋協會地址：九龍荔枝角瓊林街 82號陸佰中心 3樓 C至 D室   

電話：2893 9157 傳真：2838 8491 電郵：info@hkga.org.hk Facebook：hkga.org 

辦公時間：每日下午 2時至 10時（星期一休息。公眾假期除外。） 

截止報名日期：公開組(A) 為 2019年 12月 5日（星期四）晚上 8時正； 

  其餘組別 為 2019年 12月 8日(星期日)晚上 8時正 

------章程如有修改，將不作另行通知------ 

 

mailto:minfo@hkga.org.hk
http://www.hk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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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時間表 
 

（A）組比賽時間表(14/12)： 

 

時段 事項 

10：00 –10：30 賽員報到登記 

10：30 –12：30 第一輪比賽 

12：30 –13：30 午膳(須自行外出用膳) 

13：30 –15：30 第二輪比賽 

15：40 –17：40 第三輪比賽 

 

（A）組比賽時間表(15/12)： 

 

時段 事項 

10：00 –10：30 賽員報到登記 

10：30 –12：30 第四輪比賽 

12：30 –13：30 午膳(須自行外出用膳) 

13：30 –15：30 第五輪比賽 

15：40 –17：40 第六輪比賽 

18：30 –19：00 頒獎典禮 

 

（B）組、（C）組 及（D）組比賽時間表： 

 

時段 事項 

08：30 –09：00 賽員報到登記 

09：00 –10：30 第一輪比賽 

10：40 –12：10 第二輪比賽 

12：10 –13：10 午膳(須自行外出用膳) 

13：10 –14：40 第三輪比賽 

14：50 –16：20 第四輪比賽 

16：30 –18：00 第五輪比賽 

18：30 –19：00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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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日期（由職員填寫） 

     年     月     日 

第十九屆香港業餘圍棋公開賽 

報名表  
 

 

組別 棋力要求 

公開組 (Ａ)  4段或以上 

一段至三段組 (Ｂ)  1 至 3段 

1至 4 級組 (Ｃ)  1 至 4級 

5至 9 級組 (Ｄ)  5 至 9級 

註：請於適當內填上 

姓名：（中文）                          （ENG）                           性別：M / F 

 

棋力：＿＿ 段 / 級   棋力鑑定機構： 現就讀棋藝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棋協會員：是(編號：_____________) / 否      

申請參賽證書，費用為港幣 50元正（如需要，請，賽後 1個月內通知領取） 

 

香港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關係：____)  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電郵：                                     （本會將通過電郵向賽員發放比賽最新安排的消息） 

 

聲明 

⚫ 本人明白一旦繳交此報名表，即聲明身體健康並適合參加上述活動，亦確保遵從大會一切安排。 

⚫ 本人當如實申報棋力並按照規定參加相對組別，亦明白倘被發現虛報棋力，大會有權依照章程

所述或作出其他懲處。 

 賽員簽署：                         

* 家長同意書（未滿 18歲人士須由家長填寫此聲明） 

 

本人了解且同意敝子弟                 參加上述活動，定當敦促敞子弟遵守大會規定。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此表格所收集的資料，只供比賽報名之用。  

X     X X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