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 男子组  1 

2019年合力杯 - 第十九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 男子组 
 
轮次: 1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黄学谦 中国香港 0.0 1.0:0.0 刘安生 中华台北 0.0 动态棋盘 

2 陈有发 马来西亚 0.0 0.0:1.0 冯家俊 中国香港 0.0 动态棋盘 

3 刘子健 菲律宾 0.0 1.0:0.0 沈毅豪 马来西亚 0.0 动态棋盘 

4 邓祥年 东马 0.0 0.0:1.0 庄宏明 菲律宾 0.0 动态棋盘 

5 苏俊豪 中国澳门 0.0 0.0:1.0 吴宗翰 新加坡 0.0 动态棋盘 

6 洪旭增 中华台北 0.0 0.0:1.0 赖理兄 越南 0.0 动态棋盘 

7 李锦欢 中国澳门 0.0 1.0:0.0 翁清海 印尼 0.0 动态棋盘 

8 庄力铭 汶莱 0.0 0.0:1.0 郑惟桐 中国 0.0 动态棋盘 

9 阮明日光 越南 0.0 1.0:0.0 陈思飞 泰国 0.0 动态棋盘 

10 所司和晴 日本 0.0 0.0:1.0 王天一 中国 0.0 动态棋盘 

11 卢国龙 新加坡 0.0 1.0:0.0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0 动态棋盘 

12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0 0.0:1.0 邱亮 柬埔寨 0.0 动态棋盘 

13 杨正双 缅甸 0.0 0.0:1.0 李文州 泰国 0.0 动态棋盘 

 
轮次: 2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郑惟桐 中国 1.0 0.5:0.5 黄学谦 中国香港 1.0 动态棋盘 

2 冯家俊 中国香港 1.0 0.0:1.0 阮明日光 越南 1.0 动态棋盘 

3 王天一 中国 1.0 0.5:0.5 刘子健 菲律宾 1.0 动态棋盘 

4 庄宏明 菲律宾 1.0 0.5:0.5 卢国龙 新加坡 1.0 动态棋盘 

5 赖理兄 越南 1.0 1.0:0.0 邱亮 柬埔寨 1.0 动态棋盘 

6 吴宗翰 新加坡 1.0 0.5:0.5 李锦欢 中国澳门 1.0 动态棋盘 

7 李文州 泰国 1.0 1.0:0.0 苏俊豪 中国澳门 0.0 动态棋盘 

8 翁清海 印尼 0.0 0.0:1.0 杨正双 缅甸 0.0 动态棋盘 

9 刘安生 中华台北 0.0 1.0:0.0 庄力铭 汶莱 0.0 动态棋盘 

10 陈思飞 泰国 0.0 0.0:1.0 陈有发 马来西亚 0.0 动态棋盘 

11 沈毅豪 马来西亚 0.0 1.0:0.0 所司和晴 日本 0.0 动态棋盘 

12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0 0.0:1.0 邓祥年 东马 0.0 动态棋盘 

13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0 0.0:1.0 洪旭增 中华台北 0.0 动态棋盘 

 
轮次: 3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阮明日光 越南 2.0 1.0:0.0 李文州 泰国 2.0 动态棋盘 

2 黄学谦 中国香港 1.5 0.5:0.5 赖理兄 越南 1.5 动态棋盘 

3 刘子健 菲律宾 1.5 1.0:0.0 吴宗翰 新加坡 1.5 动态棋盘 

4 李锦欢 中国澳门 1.5 0.5:0.5 庄宏明 菲律宾 1.5 动态棋盘 

5 卢国龙 新加坡 1.5 0.5:0.5 郑惟桐 中国 1.5 动态棋盘 

6 邱亮 柬埔寨 1.0 0.0:1.0 王天一 中国 1.5 动态棋盘 

7 邓祥年 东马 1.0 0.0:1.0 冯家俊 中国香港 1.0 动态棋盘 

8 杨正双 缅甸 1.0 0.0:1.0 沈毅豪 马来西亚 1.0 动态棋盘 

9 陈有发 马来西亚 1.0 0.5:0.5 刘安生 中华台北 1.0 动态棋盘 

10 洪旭增 中华台北 1.0 1.0:0.0 翁清海 印尼 0.0 黑方迟到判负 

11 苏俊豪 中国澳门 0.0 1.0:0.0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0 动态棋盘 

12 庄力铭 汶莱 0.0 0.5:0.5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0 动态棋盘 

13 所司和晴 日本 0.0 1.0:0.0 陈思飞 泰国 0.0 动态棋盘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1-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2-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3-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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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 4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王天一 中国 2.5 1.0:0.0 阮明日光 越南 3.0 动态棋盘 

2 赖理兄 越南 2.5 0.0:1.0 刘子健 菲律宾 2.5 动态棋盘 

3 沈毅豪 马来西亚 2.0 0.0:1.0 黄学谦 中国香港 2.0 动态棋盘 

4 冯家俊 中国香港 2.0 0.5:0.5 卢国龙 新加坡 2.0 动态棋盘 

5 庄宏明 菲律宾 2.0 1.0:0.0 洪旭增 中华台北 2.0 动态棋盘 

6 李文州 泰国 2.0 0.5:0.5 李锦欢 中国澳门 2.0 动态棋盘 

7 郑惟桐 中国 2.0 1.0:0.0 刘安生 中华台北 1.5 动态棋盘 

8 吴宗翰 新加坡 1.5 0.5:0.5 陈有发 马来西亚 1.5 动态棋盘 

9 杨正双 缅甸 1.0 0.5:0.5 苏俊豪 中国澳门 1.0 动态棋盘 

10 邱亮 柬埔寨 1.0 0.5:0.5 邓祥年 东马 1.0 动态棋盘 

11 庄力铭 汶莱 0.5 0.0:1.0 所司和晴 日本 1.0 无记录 

12 陈思飞 泰国 0.0 1.0:0.0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5 动态棋盘 

13 翁清海 印尼 0.0 0.5:0.5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0 动态棋盘 

 
轮次: 5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黄学谦 中国香港 3.0 0.5:0.5 王天一 中国 3.5 动态棋盘 

2 刘子健 菲律宾 3.5 1.0:0.0 庄宏明 菲律宾 3.0 动态棋盘 

3 阮明日光 越南 3.0 0.0:1.0 郑惟桐 中国 3.0 动态棋盘 

4 李锦欢 中国澳门 2.5 0.0:1.0 冯家俊 中国香港 2.5 动态棋盘 

5 卢国龙 新加坡 2.5 0.5:0.5 赖理兄 越南 2.5 动态棋盘 

6 陈有发 马来西亚 2.0 1.0:0.0 李文州 泰国 2.5 无记录 

7 洪旭增 中华台北 2.0 0.0:1.0 沈毅豪 马来西亚 2.0 动态棋盘 

8 所司和晴 日本 2.0 0.0:1.0 吴宗翰 新加坡 2.0 动态棋盘 

9 苏俊豪 中国澳门 1.5 1.0:0.0 邱亮 柬埔寨 1.5 动态棋盘 

10 刘安生 中华台北 1.5 1.0:0.0 杨正双 缅甸 1.5 动态棋盘 

11 邓祥年 东马 1.5 0.5:0.5 陈思飞 泰国 1.0 动态棋盘 

12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5 0.0:1.0 翁清海 印尼 0.5 动态棋盘 

13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5 0.0:1.0 庄力铭 汶莱 0.5 动态棋盘 

 
轮次: 6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郑惟桐 中国 4.0 1.0:0.0 刘子健 菲律宾 4.5 动态棋盘 

2 王天一 中国 4.0 1.0:0.0 冯家俊 中国香港 3.5 动态棋盘 

3 吴宗翰 新加坡 3.0 0.5:0.5 黄学谦 中国香港 3.5 动态棋盘 

4 庄宏明 菲律宾 3.0 0.0:1.0 阮明日光 越南 3.0 动态棋盘 

5 赖理兄 越南 3.0 1.0:0.0 陈有发 马来西亚 3.0 动态棋盘 

6 沈毅豪 马来西亚 3.0 1.0:0.0 卢国龙 新加坡 3.0 动态棋盘 

7 李锦欢 中国澳门 2.5 1.0:0.0 苏俊豪 中国澳门 2.5 动态棋盘 

8 李文州 泰国 2.5 1.0:0.0 刘安生 中华台北 2.5 动态棋盘 

9 所司和晴 日本 2.0 0.5:0.5 邓祥年 东马 2.0 动态棋盘 

10 邱亮 柬埔寨 1.5 0.5:0.5 洪旭增 中华台北 2.0 动态棋盘 

11 陈思飞 泰国 1.5 1.0:0.0 杨正双 缅甸 1.5 动态棋盘 

12 翁清海 印尼 1.5 0.0:1.0 庄力铭 汶莱 1.5 动态棋盘 

13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0.5 1.0:0.0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5 动态棋盘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4-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5-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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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 7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王天一 中国 5.0 0.0:1.0 郑惟桐 中国 5.0 动态棋盘 

2 刘子健 菲律宾 4.5 0.5:0.5 黄学谦 中国香港 4.0 动态棋盘 

3 阮明日光 越南 4.0 1.0:0.0 赖理兄 越南 4.0 动态棋盘 

4 沈毅豪 马来西亚 4.0 0.5:0.5 李锦欢 中国澳门 3.5 动态棋盘 

5 冯家俊 中国香港 3.5 1.0:0.0 李文州 泰国 3.5 动态棋盘 

6 卢国龙 新加坡 3.0 0.0:1.0 吴宗翰 新加坡 3.5 动态棋盘 

7 陈有发 马来西亚 3.0 0.0:1.0 庄宏明 菲律宾 3.0 动态棋盘 

8 苏俊豪 中国澳门 2.5 0.0:1.0 所司和晴 日本 2.5 动态棋盘 

9 庄力铭 汶莱 2.5 0.5:0.5 陈思飞 泰国 2.5 动态棋盘 

10 刘安生 中华台北 2.5 0.5:0.5 邱亮 柬埔寨 2.0 动态棋盘 

11 邓祥年 东马 2.5 1.0:0.0 翁清海 印尼 1.5 动态棋盘 

12 洪旭增 中华台北 2.5 1.0:0.0 Gregorio Narendra 印尼 1.5 动态棋盘 

13 杨正双 缅甸 1.5 1.0:0.0 余穗康 澳大利亚 0.5 动态棋盘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男R7-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