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曹岩磊 中国澳门 [0.0] 胜 吴多华 泰国 [0.0]
2 甘德彬 柬埔寨 [0.0] 负 郑惟桐 中国 [0.0]
3 汪洋北 越南 [0.0] 胜 江明庭 柬埔寨 [0.0]
4 段培超 缅甸 [0.0] 负 庄宏明 菲律宾 [0.0]
5 赵鑫鑫 中国 [0.0] 胜 刘子健 菲律宾 [0.0]
6 许志雄 泰国 [0.0] 和 李锦欢 中国澳门 [0.0]
7 陶国兴 越南 [0.0] 胜 所司和晴 日本 [0.0]
8 沈毅豪 东马 [0.0] 负 吴宗翰 新加坡 [0.0]
9 郑义霖 东马 [0.0] 胜 陈鼎品 印尼 [0.0]

10 庄力铭 汶莱 [0.0] 和 刘安生 中华台北 [0.0]
11 邱亮 柬埔寨 [0.0] 和 杨添任 马来西亚 [0.0]
12 胡敬斌 澳大利亚 [0.0] 和 邱冠杰 新加坡 [0.0]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赵鑫鑫 中国 [2.0] 和 曹岩磊 中国澳门 [2.0]
2 郑惟桐 中国 [2.0] 胜 陶国兴 越南 [2.0]
3 吴宗翰 新加坡 [2.0] 胜 汪洋北 越南 [2.0]
4 庄宏明 菲律宾 [2.0] 胜 郑义霖 东马 [2.0]
5 李锦欢 中国澳门 [1.0] 胜 庄力铭 汶莱 [1.0]
6 刘安生 中华台北 [1.0] 胜 胡敬斌 澳大利亚 [1.0]
7 邱冠杰 新加坡 [1.0] 负 邱亮 柬埔寨 [1.0]
8 杨添任 马来西亚 [1.0] 胜 许志雄 泰国 [1.0]
9 吴多华 泰国 [0.0] 负 刘子健 菲律宾 [0.0]

10 所司和晴 日本 [0.0] 和 甘德彬 柬埔寨 [0.0]
11 江明庭 柬埔寨 [0.0] 负 沈毅豪 东马 [0.0]
12 陈鼎品 印尼 [0.0] 和 段培超 缅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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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庄宏明 菲律宾 [4.0] 负 郑惟桐 中国 [4.0]
2 曹岩磊 中国澳门 [3.0] 胜 吴宗翰 新加坡 [4.0]
3 刘安生 中华台北 [3.0] 负 赵鑫鑫 中国 [3.0]
4 邱亮 柬埔寨 [3.0] 负 李锦欢 中国澳门 [3.0]
5 汪洋北 越南 [2.0] 胜 杨添任 马来西亚 [3.0]
6 刘子健 菲律宾 [2.0] 和 陶国兴 越南 [2.0]
7 郑义霖 东马 [2.0] 负 沈毅豪 东马 [2.0]
8 庄力铭 汶莱 [1.0] 负 邱冠杰 新加坡 [1.0]
9 甘德彬 柬埔寨 [1.0] 胜 陈鼎品 印尼 [1.0]

10 段培超 缅甸 [1.0] 负 所司和晴 日本 [1.0]
11 许志雄 泰国 [1.0] 负 胡敬斌 澳大利亚 [1.0]
12 江明庭 柬埔寨 [0.0] 负 吴多华 泰国 [0.0]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郑惟桐 中国 [6.0] 和 赵鑫鑫 中国 [5.0]
2 李锦欢 中国澳门 [5.0] 和 曹岩磊 中国澳门 [5.0]
3 沈毅豪 东马 [4.0] 胜 汪洋北 越南 [4.0]
4 吴宗翰 新加坡 [4.0] 和 庄宏明 菲律宾 [4.0]
5 陶国兴 越南 [3.0] 胜 甘德彬 柬埔寨 [3.0]
6 刘子健 菲律宾 [3.0] 和 刘安生 中华台北 [3.0]
7 所司和晴 日本 [3.0] 负 邱亮 柬埔寨 [3.0]
8 邱冠杰 新加坡 [3.0] 负 杨添任 马来西亚 [3.0]
9 胡敬斌 澳大利亚 [3.0] 胜 郑义霖 东马 [2.0]

10 吴多华 泰国 [2.0] 胜 段培超 缅甸 [1.0]
11 陈鼎品 印尼 [1.0] 负 许志雄 泰国 [1.0]
12 庄力铭 汶莱 [1.0] 胜 江明庭 柬埔寨 [0.0]

第四轮成绩

第三轮成绩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曹岩磊 中国澳门 [6.0] 胜 郑惟桐 中国 [7.0]
2 赵鑫鑫 中国 [6.0] 胜 李锦欢 中国澳门 [6.0]
3 庄宏明 菲律宾 [5.0] 胜 沈毅豪 东马 [6.0]
4 杨添任 马来西亚 [5.0] 负 吴宗翰 新加坡 [5.0]
5 邱亮 柬埔寨 [5.0] 负 胡敬斌 澳大利亚 [5.0]
6 刘安生 中华台北 [4.0] 负 陶国兴 越南 [5.0]
7 汪洋北 越南 [4.0] 和 吴多华 泰国 [4.0]
8 邱冠杰 新加坡 [3.0] 负 刘子健 菲律宾 [4.0]
9 甘德彬 柬埔寨 [3.0] 负 庄力铭 汶莱 [3.0]

10 许志雄 泰国 [3.0] 胜 所司和晴 日本 [3.0]
11 郑义霖 东马 [2.0] 和 段培超 缅甸 [1.0]
12 江明庭 柬埔寨 [0.0] 负 陈鼎品 印尼 [1.0]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1 陶国兴 越南 [7.0] 负 曹岩磊 中国澳门 [8.0]
2 吴宗翰 新加坡 [7.0] 负 赵鑫鑫 中国 [8.0]
3 胡敬斌 澳大利亚 [7.0] 负 庄宏明 菲律宾 [7.0]
4 郑惟桐 中国 [7.0] 胜 李锦欢 中国澳门 [6.0]
5 沈毅豪 东马 [6.0] 负 刘子健 菲律宾 [6.0]
6 许志雄 泰国 [5.0] 负 汪洋北 越南 [5.0]
7 吴多华 泰国 [5.0] 胜 邱亮 柬埔寨 [5.0]
8 杨添任 马来西亚 [5.0] 胜 庄力铭 汶莱 [5.0]
9 甘德彬 柬埔寨 [3.0] 负 刘安生 中华台北 [4.0]

10 所司和晴 日本 [3.0] 负 郑义霖 东马 [3.0]
11 陈鼎品 印尼 [3.0] 负 邱冠杰 新加坡 [3.0]
12 段培超 缅甸 [2.0] 和 江明庭 柬埔寨 [0.0]

第五轮成绩

第六轮成绩



台号 姓名 单位 上轮 姓名 单位 上轮

2 刘子健 菲律宾 [8.0] 负 郑惟桐 中国 [9.0]
3 庄宏明 菲律宾 [9.0] 和 吴多华 泰国 [7.0]
4 汪洋北 越南 [7.0] 胜 胡敬斌 澳大利亚 [7.0]
5 陶国兴 越南 [7.0] 胜 吴宗翰 新加坡 [7.0]
6 刘安生 中华台北 [6.0] 负 杨添任 马来西亚 [7.0]
7 李锦欢 中国澳门 [6.0] 和 沈毅豪 东马 [6.0]
8 郑义霖 东马 [5.0] 胜 邱冠杰 新加坡 [5.0]
9 邱亮 柬埔寨 [5.0] 负 许志雄 泰国 [5.0]

10 庄力铭 汶莱 [5.0] 和 陈鼎品 印尼 [3.0]
11 段培超 缅甸 [3.0] 负 甘德彬 柬埔寨 [3.0]
12 江明庭 柬埔寨 [1.0] 负 所司和晴 日本 [3.0]

第七轮成绩

冠军战：中国澳门 曹岩磊 VS 中国 赵鑫鑫 （先后手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