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女子锦标赛成绩  1 

2019年合力杯 - 亚洲女子锦标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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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铿 菲律宾 0 1.0:0.0 彭邬玛 泰国 0 动态棋盘 

2 李雯宜 马来西亚 0 0.0:1.0 阮黄燕 越南 0 动态棋盘 

3 欧阳依一 中国香港 0 1.0:0.0 Cynthia Navela 印尼 0 动态棋盘 

4 余欣如 东马 0 0.5:0.5 陈幸琳 中国 0 动态棋盘 

5 陈茗芳 新加坡 0 0.5:0.5 彭柔安 中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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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黄燕 越南 1.0 0.0:1.0 王铿 菲律宾 1.0 动态棋盘 

2 陈幸琳 中国 0.5 0.5:0.5 欧阳依一 中国香港 0.5 动态棋盘 

3 彭柔安 中华台北 0.5 0.0:1.0 余欣如 东马 0.5 动态棋盘 

4 彭邬玛 泰国 0.0 1.0:0.0 陈茗芳 新加坡 0.5 动态棋盘 

5 Cynthia Navela 印尼 0.0 0.0:1.0 李雯宜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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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铿 菲律宾 2.0 1.0:0.0 欧阳依一 中国香港 1.5 动态棋盘 

2 余欣如 东马 1.5 0.0:1.0 阮黄燕 越南 1.0 动态棋盘 

3 李雯宜 马来西亚 1.0 0.0:1.0 陈幸琳 中国 1.0 动态棋盘 

4 彭柔安 中华台北 0.5 1.0:0.0 彭邬玛 泰国 1.0 动态棋盘 

5 陈茗芳 新加坡 0.5 1.0:0.0 Cynthia Navela 印尼 0.0 动态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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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幸琳 中国 2.0 0.5:0.5 王铿 菲律宾 3.0 动态棋盘 

2 阮黄燕 越南 2.0 1.0:0.0 陈茗芳 新加坡 1.5 动态棋盘 

3 欧阳依一 中国香港 1.5 1.0:0.0 余欣如 东马 1.5 动态棋盘 

4 李雯宜 马来西亚 1.0 0.0:1.0 彭柔安 中华台北 1.5 动态棋盘 

5 彭邬玛 泰国 1.0 0.0:1.0 Cynthia Nav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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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铿 菲律宾 3.5 0.5:0.5 彭柔安 中华台北 2.5 动态棋盘 

2 欧阳依一 中国香港 2.5 0.0:1.0 阮黄燕 越南 3.0 动态棋盘 

3 陈茗芳 新加坡 1.5 0.0:1.0 陈幸琳 中国 2.5 动态棋盘 

4 Cynthia Navela 印尼 1.0 0.0:1.0 余欣如 东马 1.5 动态棋盘 

5 彭邬玛 泰国 1.0 0.0:1.0 李雯宜 马来西亚 1.0 动态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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