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象棋锦标赛历届成绩表（一） 
届别 年份 地点 组别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1 1980 澳门 男子团体 中国 泰国 西马 香港 
女子个人 谢思明(中国) 张心欢(新加坡) 陈彩莲(西马) 罗燕清(香港) 

2 1982 杭州 男子团体 中国 泰国 香港 新加坡 
女子个人 谢思明(中国) 张心欢(新加坡) 谭丽芳（澳门） 陈紫宜(菲律宾) 

3 1984 马尼拉 男子团体 中国 泰国 西马 香港 
女子个人 谢思明(中国) 张心欢(新加坡) 詹敏珠（东马） 杨猗碧(菲律宾) 

4 1986 香港 男子团体 中国 香港 印尼 西马 
女子个人 高华(中国) 张心欢(新加坡) 詹敏珠（东马） 谭丽芳(澳门) 

5 1988 新加坡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台北 泰国 西马 
女子个人 谢思明(中国) 张心欢(新加坡) 詹敏珠（东马） 欧阳天南(香港) 

6 1990 曼谷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台北 香港 西马 
女子团体 中国 新加坡 东马 中华台北 

7 1992 槟城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台北 泰国 西马 
女子团体 中国 新加坡 东马 中华台北 

8 1994 澳门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台北 澳门 
女子个人 胡明(中国) 黎氏香(越南) 刘虹秀(中华台北) 詹敏珠(东马) 
少年个人 陈富杰(中国) 团功义（越南） 黄颢颐（香港） 陈伟达(东马) 

9 1996 雅加达 
男子团体 中国 香港 中国台北 越南 
女子个人 伍霞(中国) 黎氏香(越南) 陈白帆（新加坡） 刘虹秀(中华台北) 
少年个人 王斌(中国) 陈俊鸣（东马） 宗室日新(越南) 周志荣(西马) 

10 1998 泰州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女子个人 王琳娜(中国) 詹敏珠（东马） 黄海平(越南) 洪黛欢(新加坡) 
少年个人 阮成保(越南) 洪智(中国) 江中豪(中华台北) 陈耀麟(香港) 

11 2000 古晋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澳门 古晋 
女子个人 高懿屏（中华台北） 黄薇(中国) 黎氏香（越南） 詹敏珠(东马) 
少年个人 朱琮思(中国) 邓九松龄(越南) 郭家铭（新加坡） 吴震熙(香港) 

12 2002 吉隆坡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北 新加坡 
女子个人 张国凤(中国) 常虹（澳大利亚） 吴兰香(越南) 姚海晶（日本） 
少年个人 赵鑫鑫(中国) 黄学谦(中国香港) 黄健汶（西马） 王成伟（东马） 



 

亚洲象棋锦标赛历届成绩表（二） 

届别 年份 地点 组别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13 2004 北京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台北 西马 
女子个人 党国蕾(中国) 高懿屏(中华台北) 黄氏海平(越南) 詹敏珠(东马) 
少年个人 王天一(中国) 王浩昌(中国香港) 阮大胜（越南） 阮大胜(越南) 杨添任(西马) 

14 2006 头顿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北 越南 
女子个人 赵冠芳(中国) 高懿屏(中华台北) 吴兰香(越南) 常虹(澳大利亚) 
少年个人 钟少鸿(中国) 唐浩文(中国香港) 黄俊阳(新加坡) 杨添任(马来西亚) 

15 2008 新加坡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 
女子个人 唐丹(中国) 吴兰香(越南) 詹敏珠（东马） 张桂敏(马来西亚) 
少年个人 郑惟桐(中国) 赖理兄(越南) 杨上民(中华台北) 刘勇尧(马来西亚) 

16 2010 美里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女子个人 王琳娜(中国) 阮黄燕(越南) 林嘉欣(中国香港) 陈茗芳(新加坡) 
少年个人 郑惟桐(中国) 斐青龙(越南) 陈永乐(中国香港) 廖铭豪(新加坡) 

17 2012 克拉克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女子个人 唐丹(中国) 吴兰香(越南) 苏盈盈(新加坡) 张桂敏(马来西亚) 
少年个人 李翰林(中国) 郑彦隆(中国香港) 阮明日新(越南) 陈靖麟(新加坡) 

18 2014 石狮市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澳门 中国石狮 
女子个人 唐丹(中国) 阮氏菲廉(越南) 余欣如（东马） 陈茗芳(新加坡) 
少年个人 徐崇峰(中国) 郑彦隆(中国香港) 何文进（越南） 游原硕(中华台北) 

19 2016 古晋 
男子团体 中国 越南 中国澳门 中国香港 
女子个人 陈幸琳(中国) 阮黄燕(越南) 林嘉欣(中国香港) 陈茗芳(新加坡) 
少年个人 郭凤达(中国) 游原硕(中华台北) 冯家俊(中国香港) 胡阮友惟(越南) 

20 2018 上海 
男子团体 中国 中国上海 菲律宾 中国澳门 
女子个人 陈丽淳（中国） 林嘉欣(中国香港) 黄氏海萍（越南） 王铿(菲律宾) 
少年个人 孙昕昊（中国） 方仕杰(马来西亚) 葛振衣(中华台北) 丁友法（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