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度亚洲象棋联合会考铨委员会考铨报告 

 

一、考铨制度实施简况： 

象棋棋手、裁判员等级制是促进象棋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亚象联于 1988

年开始实施考铨制度，收到较好的效果。 

1、亚洲特级大师 44 人，（其中男 29 人、女 15 人），名单如下：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等级 性别 备注 

1 中国 赵国荣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 中国 柳大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3 中国 李来群 亚洲特级大师 男   

4 中国 胡荣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5 中国 徐天红 亚洲特级大师 男   

6 中国 吕  钦 亚洲特级大师 男   

7 中国香港 赵汝权 亚洲特级大师 男   

8 中华台北 林见志 亚洲特级大师 男   

9 中华台北 吴贵临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0 中华台北 马仲威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1 印尼 余仲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2 中国 许银川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3 马来西亚 黄运兴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4 中国澳门 陈天问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5 泰国 谢盖洲 亚洲特级大师 男 辞世 

16 中国澳门 李锦欢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7 马来西亚 李家庆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8 越南 郑亚生 亚洲特级大师 男   

19 中国 于幼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0 越南 张亚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1 中国香港 翁德强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2 澳大利亚 颜种旺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3 菲律宾 庄宏明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4 新加坡 黄俊铭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5 中国香港 梁达民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6 新加波 吴宗翰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7 中国 洪  智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8 越南 阮黄林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9 中国香港 陈振杰 亚洲特级大师 男 2012.10

亚洲男子特级大师数据：中国 9 人、中国香港 4 人、中华台北 3 人、中国澳门 2 人、越

南 3 人、新加坡 2 人、马来西亚 2 人、澳大利亚 1 人、菲律宾 1 人、印尼 1 人、泰国 1 人已

离世。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等级 性别 备注 

1 中国 谢思明 亚洲特级大师 女   



2 中国 胡明 亚洲特级大师 女   

3 东马 詹敏珠 亚洲特级大师 女   

4 中国 黄薇 亚洲特级大师 女   

5 新加坡 张心欢 亚洲特级大师 女   

6 越南 黎氏香 亚洲特级大师 女   

7 中华台北 刘虹秀 亚洲特级大师 女   

8 中国 伍霞 亚洲特级大师 女   

9 澳大利亚 常虹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0 中国 张国凤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1 中华台北 高懿屏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2 中国 赵冠芳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3 中国 王琳娜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4 越南 吴兰香 亚洲特级大师 女  

15 中国 陈丽淳 亚洲特级大师 女  

亚洲女子特级大师数据：中国 8 人、中华台北 2 人、越南 2 人、澳大利亚 1 人、东马 1

人、新加坡 1人。 

 

 

2、亚洲大师 98 人，男 83 人、女 15 人，名单如下：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等级 性别 备注 

1 新加坡 郑祥福 亚洲大师 男   

2 中国 陈孝坤 亚洲大师 男   

3 中国 徐天利 亚洲大师 男   

4 中国香港 曾益谦 亚洲大师 男 辞世 

5 中国香港 黄福 亚洲大师 男 辞世 

6 中国香港 杨俊华 亚洲大师 男   

7 中国香港 徐耀荣 亚洲大师 男 辞世 

8 中国香港 陈志文 亚洲大师 男   

9 中国香港 陈德泰 亚洲大师 男   

10 泰国 刘伯良 亚洲大师 男 辞世 

11 泰国 陈思飞 亚洲大师 男   

12 印尼 苏耿振 亚洲大师 男   

13 印尼 蔡德怀 亚洲大师 男   

14 马来西亚 何荣耀 亚洲大师 男 辞世 

15 马来西亚 黎金福 亚洲大师 男   

16 中国 王嘉良 亚洲大师 男   

17 中国 刘殿中 亚洲大师 男   

18 中国 阎文清 亚洲大师 男   

19 马来西亚 陈俊卫 亚洲大师 男   

20 马来西亚 陈捷裕 亚洲大师 男   

21 汶莱 陈国良 亚洲大师 男   

22 中国香港 陈灵辉 亚洲大师 男   

23 马来西亚 陈锦安 亚洲大师 男   



24 中国香港 杜永光 亚洲大师 男   

25 东马 许继光 亚洲大师 男   

26 东马 黄勇发 亚洲大师 男   

27 新加坡 李庆先 亚洲大师 男   

28 越南 梅青明 亚洲大师 男   

29 中国 苗永鹏 亚洲大师 男   

30 印度尼西亚 蔡志强 亚洲大师 男   

31 中国香港 黄志强 亚洲大师 男   

32 中国香港 李镜华 亚洲大师 男   

33 新加坡 康德荣 亚洲大师 男   

34 新加坡 赖亿祥 亚洲大师 男   

35 越南 范启源 亚洲大师 男   

36 中华台北 刘国华 亚洲大师 男   

37 东马 许刚明 亚洲大师 男   

38 中国 李智屏 亚洲大师 男   

39 中华台北 陈振国 亚洲大师 男   

40 中国香港 丁健全 亚洲大师 男   

41 中国 林宏敏 亚洲大师 男   

42 越南 陈文柠 亚洲大师 男  

43 越南 蒙世行 亚洲大师 男  

44 中国澳门 刘永德 亚洲大师 男  

45 中国 金波 亚洲大师 男  

46 中国 卜风波 亚洲大师 男  

47 日本 山崎秀夫 亚洲大师 男  

48 越南 陶国兴 亚洲大师 男  

49 印度尼西亚 唐保华 亚洲大师 男  

50 中国 蒋川 亚洲大师 男  

51 中华台北 林恩德 亚洲大师 男  

52 越南 赖俊英 亚洲大师 男  

53 泰国 马武廉 亚洲大师 男  

54 越南 陶高科 亚洲大师 男  

55 中国 汪  洋 亚洲大师 男  

56 东马 林利强 亚洲大师 男  

57 中国 万春林 亚洲大师 男  

58 中国 聂铁文 亚洲大师 男  

59 中国 孙勇征 亚洲大师 男  

60 中国 李鸿嘉 亚洲大师 男  

61 中国澳门 梁少文 亚洲大师 男  

62 马来西亚 颜增智 亚洲大师 男  

63 马来西亚 林国炎 亚洲大师 男  

64 东马 詹国武 亚洲大师 男 

2008 年获

得称号，

2012 年补



注上册 

65 中华台北 林世伟 亚洲大师 男  

66 菲律宾 蔡培青 亚洲大师 男  

67 中华台北 阮明昭 亚洲大师 男  

68 中国香港 黄学谦 亚洲大师 男  

69 中国 潘振波 亚洲大师 男  

70 中国香港 陈强安 亚洲大师 男  

71 中华台北 赵奕帆 亚洲大师 男  

72 中华台北 江中豪 亚洲大师 男  

73 中华台北 马正伦 亚洲大师 男  

74 印度尼西亚 尤泽标 亚洲大师 男  

75 越南 阮成保 亚洲大师 男  

76 柬埔寨 邱亮 亚洲大师 男  

77 中国澳门 杜光伟 亚洲大师 男  

78 澳大利亚 苏子雄 亚洲大师 男  

79 澳大利亚 张高扬 亚洲大师 男  

80 缅甸 蒋庆民 亚洲大师 男  

81 文莱 周荣安 亚洲大师 男  

82 新加坡 林耀森 亚洲大师 男  

83 东马 曾令威 亚洲大师 男 2012.10

亚洲男子大师数据：中国 17 人、中国香港 13 人（有 3 人已离世）、越南 8 人、中华台

北 8人、马来西亚 8人（有 1人已离世）、印度尼西亚 5人、东马 5人、新加坡 5人、泰国 3

人（有 1 人已离世）、中国澳门 3 人、菲律宾 1 人、柬埔寨 1 人、日本 1 人、汶莱 2 人、澳

大利亚 2人、缅甸 1人。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等级 性别 备注 

1 中国 高华 亚洲大师 女   

2 中国香港 罗燕清 亚洲大师 女   

3 西马 陈莲彩 亚洲大师 女   

4 新加坡 陈白帆 亚洲大师 女   

5 中国 黎德玲 亚洲大师 女   

6 越南 阮氏红幸 亚洲大师 女   

7 中国香港 林嘉欣 亚洲大师 女   

8 中国 党国蕾 亚洲大师 女   

9 中国 金海英 亚洲大师 女   

10 越南 黄氏海平 亚洲大师 女   

11 越南 谭氏垂容 亚洲大师 女   

12 马来西亚 邱真珍 亚洲大师 女   

13 中国 唐丹 亚洲大师 女   

14 越南 阮黄燕 亚洲大师 女  

15 中华台北 李孟儒 亚洲大师 女  

亚洲女子大师数据：中国 5人、越南 4人、马来西亚 2人、新加坡 1人、中国香港 2人、

中华台北 1人。 



3、象棋亚洲特级裁判 26 人，均为男性，名单如下：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性别 等级 备注 

1 新加坡 庄德民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 新加坡 谭铭宪 男 亚洲特级裁判   

3 菲律宾 陈罗平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4 中国 陈松顺 男 亚洲特级裁判   

5 中国 董齐亮 男 亚洲特级裁判   

6 中国 刘国斌 男 亚洲特级裁判   

7 中国 季本涵 男 亚洲特级裁判   

8 中国香港 李志海 男 亚洲特级裁判   

9 中国香港 吴晚成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10 中国香港 梁利成 男 亚洲特级裁判   

11 新加坡 王兴南 男 亚洲特级裁判   

12 印尼 吴世和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13 印尼 陈大正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14 澳门 曾广琦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15 马来西亚 黄振文 男 亚洲特级裁判   

16 中华台北 林文超 男 亚洲特级裁判 辞世 

17 马来西亚 刘兴添 男 亚洲特级裁判   

18 中国 朱宝位 男 亚洲特级裁判   

19 东马 张拨魁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0 新加坡 陈团生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1 中华台北 林益世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2 中国 丁晓峰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3 中国 蔡伟林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4 马来西亚 陈学勤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5 东马 黄聪武 男 亚洲特级裁判  

26 新加坡 陈茂然 男 亚洲特级裁判   

亚洲特级裁判数据：中国 7人、新加坡 5人、中国香港 3人（有 1人已辞世）、中华台北

2人（有 1人已辞世）、印尼 2人（已辞世）、马来西亚 3人、澳门 1人（已辞世）、东马 2

人、菲律宾 1人（已辞世）。 

 

4、象棋亚洲裁判员 59 人，男性 56 人、女性 3人，名单如下： 

序号 代表国家-地区 姓名 性别 等级 备注 

1 中国 程明松 男 亚洲裁判员   

2 中国 韩宽 男 亚洲裁判员   

3 中国 陈柏祥 男 亚洲裁判员   

4 中国 马佩良 男 亚洲裁判员   

5 中国 卫淼坤 男 亚洲裁判员   

6 中国 瞿云汉 男 亚洲裁判员   

7 中国 金启昌 男 亚洲裁判员 辞世 

8 中国 陈瑞权 男 亚洲裁判员   

9 中国 韩国庆 男 亚洲裁判员   



10 中国 王孔兴 男 亚洲裁判员   

11 中国 梁如栋 男 亚洲裁判员   

12 中国香港 黎子建 男 亚洲裁判员   

13 中国香港 郑仕俊 男 亚洲裁判员 辞世 

14 中国澳门 杨焯光 男 亚洲裁判员   

15 中国澳门 莫启桐 男 亚洲裁判员   

16 新加坡 张棣刚 男 亚洲裁判员 辞世 

17 新加坡 王英再 男 亚洲裁判员   

18 新加坡 唐智灵 男 亚洲裁判员   

19 新加坡 林关浩 男 亚洲裁判员   

20 东马 陈瑞华 男 亚洲裁判员   

21 东马 黄振荣 男 亚洲裁判员   

22 中国 尚承敏 男 亚洲裁判员   

23 中国 张家庭 男 亚洲裁判员   

24 中国 黄蔼霖 男 亚洲裁判员   

25 中国 陈则恭 男 亚洲裁判员   

26 中国 杜永江 男 亚洲裁判员   

27 中国 李仕谦 男 亚洲裁判员   

28 中国 刘道平 男 亚洲裁判员 辞世 

29 中国 陈国伟 男 亚洲裁判员   

30 中华台北 姜维宙 男 亚洲裁判员   

31 中华台北 陈石生 男 亚洲裁判员   

32 印尼 唐华骏 男 亚洲裁判员   

33 泰国 陈思飞 男 亚洲裁判员   

34 泰国 李汉斌 男 亚洲裁判员 辞世 

35 泰国 余德明 男 亚洲裁判员   

36 马来西亚 沈炳泉 男 亚洲裁判员   

37 马来西亚 李顺发 男 亚洲裁判员   

38 中国 栾晓峰 男 亚洲裁判员   

39 中国 唐峻伟 男 亚洲裁判员   

40 东马 林利强 男 亚洲裁判员   

41 马来西亚 陈贻亮 男 亚洲裁判员   

42 马来西亚 李远方 男 亚洲裁判员   

43 中国香港 黄树楷 男 亚洲裁判员   

44 中国香港 陈德泰 男 亚洲裁判员   

45 中国澳门 许仲泉 男 亚洲裁判员   

46 中国 赵文山 男 亚洲裁判员   

47 中国香港 张百耑 男 亚洲裁判员   

48 中国香港 陈世生 男 亚洲裁判员   

49 东马 陈育民 男 亚洲裁判员   

50 中国澳门 夏德民 男 亚洲裁判员   

51 印度尼西亚 张敬和 男 亚洲裁判员   

52 印度尼西亚 李丕江 男 亚洲裁判员   



53 中国 陆秀珍 女 亚洲裁判员   

54 中国 殳芳云 女 亚洲裁判员   

55 澳大利亚 常虹 女 亚洲裁判员   

56 中华台北 李慕台 男 亚洲裁判员  

57 中华台北 张建杰 男 亚洲裁判员  

58 中国香港 张家鸿 男 亚洲裁判员  

59 东马 俞希钟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0 马来西亚 谢琼高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1 马来西亚 李周华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2 菲律宾 陈辉煌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3 菲律宾 林再添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4 菲律宾 洪家川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65 菲律宾 邱光锭 男 亚洲裁判员 2012.10 

亚洲裁判员数据：中国 24 人（有 2人已辞世）、中国香港 7人（有 1人已辞世）、

马来西亚 7人、东马 4人、中国澳门 4人、新加坡 4人（有 1人已辞世）、印尼 3人、

泰国 3人（有 1人已辞世）、中华台北 4人、澳大利亚 1人、菲律宾 4人。 

 

5、获得象棋亚洲特级大师的序分 60 人，男 52 人、女 8人，名单如下： 

序

号 

代表国家

-地区 
姓名 性别 比赛名称 出场率 胜率 备注 

1 中国 高华 女 1986 年第四届“亚洲杯”赛 100.0% 95.0%   

2 中国香港 陈志文 男 1986 年第四届“亚洲杯”赛 100.0% 84.0%   

3 马来西亚 陈锦安 男 1988 年第五届“亚洲杯”赛 100.0% 78.0%   

4 中国 黎德玲 女 1992 年第七届“亚洲杯”赛 100.0% 87.0%   

5 马来西亚 陈捷裕 男 1992 年第七届“亚洲杯”赛 71.0% 70.0%   

6 中国 欧阳琦琳 女 1993 年第六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86.0%   

7 中国 刘殿中 男 1993 年第六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5.0%   

8 中国 苗永鹏 男 1996 年第八届“亚洲杯”赛 75.0% 83.0%   

9 中国香港 黄志强 男 1996 年第九届“亚洲杯”赛 100.0% 86.0%   

10 越南 范启源 男 1996 年第九届“亚洲杯”赛 81.8% 72.0%   

11 中国 李智屏 男 1997 年第八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1.4%   

12 越南 梅青明 男 1998 年第十届“亚洲杯”赛 75.0% 77.8%   

13 越南 陈文柠 男 1998 年第十届“亚洲杯”赛 75.0% 94.4%   

14 越南 蒙世行 男 1998 年第十届“亚洲杯”赛 75.0% 77.8%   

15 中国 林宏敏 男 1998 年第十届“亚洲杯”赛 83.3% 85.0%   

16 中国 万春林 男 1998 年第十届“亚洲杯”赛 91.7% 86.4%   

17 中国 金波 男 1999 年第九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8.6%   

18 中国 卜凤波 男 1999 年第九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1.4%   

19 中国 庄玉庭 男 2000 年第 11 届“亚洲杯”赛 100.0% 90.0%   

20 中国 聂铁文 男 2001 年第十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85.7%   

21 中华台北 陈镇国 男 2002 年第 12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22 
印度尼西

亚 
唐保华 男 2002 年第 12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23 中国 蒋川 男 2003 年第 11 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1.4%   

24 中华台北 林恩德 男 2003 年第 11 届亚洲名手邀请赛 100.0% 71.4%   

25 越南 陶高科 男 2004 年第 13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26 中国 万春林 男 2004 年第 13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5.7% 75.0%   

27 中国 谢靖 男 2004 年第 13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100.0%   

28 中国 党国蕾 女 2004 年第 13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92.9%   

29 中国 孙勇征 男 2005 年第 12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78.57%   

30 中国 金海英 女 2005 年第 12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100.0%   

31 越南 黄氏海平 男 2005 年第 12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83.3%   

32 中国 陈富杰 男 2006 年第 14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3.3%   

33 中国 李鸿嘉 男 2006 年第 14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3.3%   

34 中国澳门 梁少文 男 2006 年第 14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35 马来西亚 颜赠智 男 2006 年第 14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5.7% 75.0%   

36 泰国 马武廉 男 2006 年第 14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37 中国 潘振波 男 2007 年第 13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85.7%   

38 越南 谭氏垂容 男 2007 年第 13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75.0%   

39 中国 孙勇征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3%

待国内名

次符合标

准后申报

特级大师

40 中国 谢靖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8.6% 同上 

41 日本 山崎秀夫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85.7%   

42 中华台北 江中豪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8.6%   

43 
印度尼西

亚 
尤泽标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2%   

44 越南 阮成保 男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5.7% 83.3%   

45 中国 唐丹 女 2008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91.1%   

46 中国 刘欢 女 2009 年第 14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93.7%   

47 越南 阮黄燕 女 2010 年第 16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87.5%  

48 中国 汪  洋 男 2010 年第 16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92.8%   

49 缅甸 蒋庆民 男 2010 年第 16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4%   

50 文莱 周荣安 男 2010 年第 16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75.0%  

51 越南 裴扬珍 男 
2011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

标赛 
100.0% 71.4%  

52 中国 王跃飞 男 
2011 年第 15 届亚洲象棋个人锦

标赛 
100.0% 78.6%  

53 中国香港 黄文伟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75.0% 2012.10

54 中国香港 黄学谦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75.0% 2012.10

55 中国 王跃飞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9.0%

已取得两次

亚洲特级大

师序分，待



 

6、获得象棋亚洲大师的序分 10 人，男 9人、女 1人，名单如下： 

 
 

 
亚象联考铨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国内成绩达

条件后，可

申报亚洲特

级大师称号

56 中国 王天一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75.0% 2012.10

57 中华台北 刘国华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83.0% 2012.10

58 
印度尼西

亚 
蔡志强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0% 2012.10

59 中国澳门 曹岩磊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71.0% 2012.10

60 越南 宗室新日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83.0% 2012.10

序

号 

代表-国家 

地区 
姓名 

性

别 
比赛名称 出场率 胜率 备注 

1 中华台北 杨启明 男 2000 年第 11 届“亚洲杯”赛 100.0% 60.0%  

2 越南 阮陈杜宁 男 2009 年第 14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64.2%  

3 越南 陈正心 男 2009 年第 14 届亚洲个人锦标赛 100.0% 64.2%  

4 中华台北 王元邦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75.0%  

5 新加坡 黄俊阳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67.0% 2012.10

6 泰国 吴多华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64.0% 2012.10

7 马来西亚 陈有发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67.0% 2012.10

8 菲律宾 陈培进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86.0% 67.0% 2012.10

9 缅甸 黄必富 男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64.0% 2012.10

10 新加坡 苏盈盈 女 2012 年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00.0% 67.0% 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