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比賽章程(兒童組) #透過網路進行
比賽日期﹕

202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比賽時間﹕

兒童新苗甲組及兒童新苗乙組：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兒童甲組及兒童乙組：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對弈平台﹕

圍棋練功房 https://hk.weiqi.study
附註：如參賽者沒有圍棋練功房，本院將免費提供，賬號開通日期為報名翌日。（ZOOM 房
號、密碼及網上比賽對弈操作視頻將於 12 月 21 日發放給參賽者。）
附註：如比賽當日參賽者因自身問題（例如電腦及上網設備，不熟悉對弈平台運作等原因...）
而影響成績，責任自負。

參賽資格﹕

7-12 歲之本港居民。

參賽名額﹕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分組安排及
升級獎勵﹕

1. 兒童甲組：10-12 歲、1 級至 30 級。
冠軍定為 1 段（必須全勝，否則定為 1 級。）、亞軍 1 級、季軍 2 級。
2. 兒童乙組：7-9 歲、1 級至 30 級。
冠軍定為 1 級、亞軍 2 級、季軍 3 級。
3. 兒童新苗甲組：7-12 歲、23 級至 26 級。
冠軍定為 21 級、亞軍 22 級、季軍 23 級。（此組只限本院學生參加）
4. 兒童新苗乙組：7-12 歲、27 級至 30 級。
冠軍定為 25 級、亞軍 26 級、季軍 27 級。（此組只限本院學生參加）
## 註一：以比賽當日年齡為準 ## 註二：以上各組別均可越級挑戰。

銅鑼灣院
太子院
荔枝角院

香港銅鑼灣銅鑼道 19-23 號建康商業大廈 4 樓
九龍太子道西 150 至 152 號太子商業大廈 6 樓
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匯 2 樓 52 室

電話：2730 0068
電話：2730 0010
電話：2880 5005

WTS：5112 1403
WTS：5112 1467
WTS：6722 2901

獎項﹕

1. 獎盃及獎狀
所有組別：1－8 名可得奬盃乙座及名次奬狀，9－12 名可得優異奬狀。
2. 現金及獎學券
所有組別：冠軍獲贈價值 600 元之「香港兒童棋院」課程「獎學券」；亞軍獲贈價值 400 元
之課程「獎學券」；季軍獲贈價值 300 元之課程「獎學券」。

報名費用：

350 元正（非本院學生或非本院外派班學生 400 元正）

截止報名
日期：

比賽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3 時。
（逾期報名須多繳付$150 手續費，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

報名辦法：

請於以下網址進入 GOOGLE FORM，填妥報名表格，並上傳「入數記錄」
（入數記錄請清楚顯示入數帳號﹑繳費日期﹑費用）。
或填妥報名表格後，親臨棋院繳付費用。

入數方法：

可在匯豐銀行過數（戶口號碼：023-663545-838），或轉數快到以下其中
一個電話，銅鑼灣院 51121403、太子院 51121467、荔枝角院 67222901。

報名表格二維碼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MkwWfQtkJsf9bJxXkeUMNb
iS5n99_b3p5qI1Hvn7WG9w2jw/viewform?usp=sf_link
點擊以進入報名連接

銅鑼灣院
太子院
荔枝角院

香港銅鑼灣銅鑼道 19-23 號建康商業大廈 4 樓
九龍太子道西 150 至 152 號太子商業大廈 6 樓
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匯 2 樓 52 室

電話：2730 0068
電話：2730 0010
電話：2880 5005

WTS：5112 1403
WTS：5112 1467
WTS：6722 2901

第十九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參賽者須知(兒童組) #透過網路進行
比賽形式：

1.
2.
3.

所有組別比賽 5 輪。
每局每方限時 20 分鐘，不設讀秒，逾時判負。
兒童新苗甲乙組採用 13 路棋盤，兒童甲乙組採用 19 路棋盤，宣佈開賽後 10 分鐘未出
席判負。

賽制：

1.

採用瑞士積分循環制、中國數子法計算勝負，黑方需貼還三又四分三子，每局缺席當棄
權論。
裁判長之決定為最後判決，不設上訴。

2.
報名注意
事項：

1.
2.
3.
4.
5.

由於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如未能成功報名將獲退回報名費用。
報名一經作實，報名費恕不退還。
所有組別皆可越級挑戰。
參賽者於報名時請出示出生日期證明，例如學生手冊。
如有參賽者虛報年齡或棋力違規參賽，賽會有權取消該賽員之成績及參賽資格，報名費
用不予發還。

其他注意
事項：

1.

3.

有關惡劣天氣比賽安排：如比賽當日遇上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至上午七時仍未除下，當日比賽取消。賽事日期更調，請密切留意香港兒童棋院網頁通
告（網址：www.childgo.com）及本院 Facebook。
得獎者請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2 月 13 日期間，到本院銅鑼灣總院領取所得獎
項。
無人領取的所有獎項，2022 年 2 月 13 日後均不作保留。

1.

任何在實體比賽中不被接受的行為，在網路賽中同樣絕對不可採用。

2.

網上比賽
事項：

銅鑼灣院
太子院
荔枝角院

香港銅鑼灣銅鑼道 19-23 號建康商業大廈 4 樓
九龍太子道西 150 至 152 號太子商業大廈 6 樓
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匯 2 樓 52 室

電話：2730 0068
電話：2730 0010
電話：2880 5005

WTS：5112 1403
WTS：5112 1467
WTS：6722 2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