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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概覽

檔位 冠軍 亞軍 季軍

1 7 1 1

2 2 1 4

3 2 1 3

4 4 3 2

5 1 4 6

6 2 6 1

7 3 4 3

8 0 2 0

9 0 0 2

10 1 0 1

11 2 0 0

12 0 0 0

13 0 0 0

14 - - -

檔位數據
(自1995年起)

# 1995年出現平頭冠軍，自該年起，
沒有參賽馬由第十四檔出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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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概覽

渣打冠軍暨遮打盃的歷史，可追溯至1870年，當時此賽的名稱為冠軍錦標賽，比起在英國新市場舉行的首屆冠軍錦
標還要早七年。 

自1892年起擔任馬會創辦會員及馬會主席的遮打爵士，曾五度勝出此賽，他於1926年離世後，此賽曾易名為遮打盃，
以作紀念。其後於1955年起，賽事再易名為冠軍暨遮打盃。

戰後此賽曾安排在2012米的途程上舉行，直至1973年才改於2230米途程上演。1978年，此賽成為一項1800米賽事，
並於翌年改於沙田馬場舉行，途程不變。 

1991至1992年度馬季，三冠大賽在香港首度舉行，冠軍暨遮打盃亦成為三冠大賽的第三關亦即尾關賽事，並獲升格
為香港一級賽，途程則增至2200米，賽事的總獎金為二百萬港元。1995年，此賽途程進一步增至2400米，直至現在。
而1995年的一屆冠軍暨遮打盃，結果由一對約翰摩亞訓練的賽駒「有性格」及「開心人」平分春色，獲平頭冠軍。

香港賽馬會與渣打香港於2009年至2010年度馬季開展戰略性合作關係，由渣打冠名贊助冠軍暨遮打盃。2015年，此
賽獲升格為國際一級賽，並開放予海外賽駒參與角逐，賽事的總獎金亦增至一千萬港元。

曾勝出冠軍暨遮打盃的知名賽駒包括四屆此賽冠軍「翠河」(1991至1994年)、三匹此賽三屆冠軍「永勝」(1975至1977
年)、「祿怡」(1978年、1979年及1981年) 及「爆冷」(2006年、2007年及2009年)、以及「同德」、「原居民」、「爪皇凌
雨」、「加州萬里」和「將男」。 去年，「明月千里」以出色的表現輕取此賽。

賽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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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概覽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馬齡/負磅/性別 騎師 練馬師 馬主 頭馬距離 檔位 獨贏賠率 場地 頭馬時間

2017 明月千里(紐) 5/126/閹 布文 約翰摩亞 程凱信 3 1/7 3 好至快地 2.29.26

2016 將男 (英) 7/126/閹 郭能 告東尼 奔騰賽馬團體 短馬頭位 7/8 9.3 好至快地 2.26.18

2015 喜蓮巨星 (美) 5/126/閹 韋達 告東尼 胡家驊、胡家驄與胡家驃 短馬頭位 1/8 7.6 好至快地 2.27.52

2014 將男 (英) 5/126/閹 郭能 告東尼 奔騰賽馬團體 2 1/2 5/8 25 好至快地 2.28.11

2013 加州萬里 (美) 7/126/閹 蔡明紹 告東尼 梁欽聖 1 1/4 4/10 3.5 好至快地 2.26.46

2012 智多飛 (澳) 4/126/閹 馬偉昌 霍利時 06/07 霍利時練馬師賽馬團體 1 1/2 1/6 12 好至快地 2.30.84

2011 火龍駒 (法) 5/126/閹 白德民 約翰摩亞 洪祖杭 短馬頭位 3/8 1.9F 好至快地 2.28.34

2010 好先生 (愛) 5/126/雄 巫斯義 何良 史立德先生及夫人 1 1/4 7/7 8.9 軟地 2.38.49

2009 爆冷 (英) 7/126/閹 馬偉昌 約翰摩亞 何鴻燊 頸位 1/8 2.7 好至快地 2.27.34

2008 包裝大師 (紐) 5/126/閹 韋達 何良 李運強 1/2 2/10 12 好至快地 2.27.30

2007 爆冷 (英) 5/126/閹 靳能 約翰摩亞 何鴻燊 3 1/4 7/7 2.5 好至快地 2.24.60

2006 爆冷 (英) 4/126/閹 靳能 約翰摩亞 何鴻燊 3/4 6/9 3.4 黏至軟地 2.29.70

2005 爪皇凌雨 (紐) 4/126/閹 杜鵬志 霍利時 周漢文與周南遺產執行人 1/2 4/9 1.4F 好至快地 2.29.90

2004 風雲小子 (紐) 4/126/雄 戴勝 蔡約翰 黃煜坤 1/2 11/13 9 好至快地 2.28.10

2003 計得精彩 (法) 5/126/閹 柏寶 岳敦 胡世榮 1/2 10/13 20 好至快地 2.30.40

2002 豪情快勝 (法) 5/126/閹 韋達 愛倫 星期二會團體 2 1/4 11/11 4.1 軟地 2.35.00

2001 奔騰 (愛) 8/126/閹 高雅志 愛倫 榮智健 1/2 4/8 13 好至快地 2.28.10

2000 掌門 (愛) 4/126/閹 霍達 愛倫 榮智健 3/4 2/11 4.1 好至快地 2.27.40

1999 奔騰 (愛) 6/126/閹 冼毅力 愛倫 榮智健 頭位 6/6 4.8 好至快地 2.28.30

1998 原居民 (愛) 5/126/閹 馬佳善 愛倫 彭遠慶先生及夫人 1/2 7/7 1.2F 好至快地 2.31.40

1997 原居民 (愛) 4/126/閹 文羅 李立細 彭遠慶先生及夫人 2 3/4 3/6 10 好至黏地 2.28.20

1996 百勝威 (愛) 5/126/閹 馬佳善 愛倫 郭素姿 1 1/7 1.7F 快地 2.26.10

1995
有性格 4/126/閹 告東尼 約翰摩亞 黃榮柏

平頭
1/10 1.4F

好至黏地 2.30.60
開心人 5/126/閹 查汝誠 約翰摩亞 麥鏡開 4/10 8.3

1994 翠河 (愛) 7/126/閹 馬素爾 許怡 張奧偉爵士與夏佳理 4 1/4 1/8 1.0F 好地 2.16.00

1993 翠河 (愛) 6/126/閹 馬佳善 許怡 張奧偉爵士與夏佳理 1 3/4 5/6 1.3F 好至快地 2.15.80

1992 翠河 (愛) 5/126/閹 馬佳善 許怡 張奧偉爵士與夏佳理 3 11/11 1.2F 軟地 2.16.20

1991 翠河 (愛) 4/126/閹 馬泰斯 許怡 張奧偉爵士與夏佳理 4 10/12 1.6F 好至快地 1.48.50

1990 及時而出 (愛) 4/126/閹 戴利 伍碧權 盧成培 1 1/14 1.8F 軟地 1.51.30

1989 心多 (英) 4/126/雄 魯賓遜 岳敦 J L C Pearce 3 5/12 4.3 黏地 1.55.70

1988 鑽中寶 (紐) 6/126/雄 陳柏鴻 羅國洲 鄭裕彤 頭位 8/13 8.1 好至黏地 1.49.40

1987 飛躍舞士 (紐) 4/126/閹 雷誠 簡炳墀 林百欣 2 1/11 7.4 好地 1.49.10

1986 快樂八十 (英) 7/126/閹 何達 羅國洲 梁德基醫生 短馬頭位 5/13 24 黏地 1.51.20

1985 快樂八十 (英) 6/126/閹 摩加利 鄭棣池 梁德基醫生 1 3/4 8/8 4.8 軟地 1.51.40

 * 以往是公開賽，自1992年升格為香港一級賽，2015年再升為一級賽。          

 # 自1985起途程為1800米，1989年改為1900米，1990及1991年為1800m，1992年起為2200米，1995再改為2400米。

歷屆冠軍
(自198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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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獎金: 10,000,000港元 途程: 2400米 級別: 國際一級賽

場地: 好至快地 頭馬時間: 2分29.26秒

名次 馬匹 馬齡 負磅 練馬師 騎師 檔位 頭馬距離 獨贏賠率

1 明月千里 5 126 約翰摩亞 布文 1 - 3

2 將男 8 126 告東尼 郭能 5 3 9.1

3 鷹雄 4 126 約翰摩亞 莫雷拉 7 3 2.0F

4 喜蓮彩星 4 126 約翰摩亞 韋達 4 7 6.7

5 大雄圖 4 126 告東尼 蘇兆輝 3 7.5 9.1

6 (平頭) 威爾頓 7 126 約翰摩亞 祈普敦 6 11.5 74

6 (平頭) 精氣神 5 126 約翰摩亞 梁家俊 2 11.5 146

2015/16年度馬季香港馬王「明月千里」，於2016/17年度馬季踏入五歲後雖一度因傷
而遇上阻滯，但亦因而有機會休養生息，到季尾時份的渣打冠軍暨遮打盃中可再重
現威力。該屆渣打冠軍暨遮打盃參賽馬匹雖然不多，但實力強勁，包括兩屆此賽冠軍 
「將男」、以及另外三匹一級賽盟主包括「鷹雄」、「喜蓮彩星」及「威爾頓」。然而，即
使在強敵環伺下，「明月千里」仍能展示其級數，馬兒在布文胯下以三個馬位之先輕取
對手奪魁。「明月千里」亦憑此贏得牠在該年度馬季的第二項一級賽，早前牠曾攻下途
程2000米的香港金盃。

約翰摩亞賽後表示：「牠已回復最佳狀態。這一仗對牠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考驗，而牠
最終能夠以輕鬆姿態取勝。這絕對是級數的表現。今仗的賽事形勢對各駒都公平，而
布文能令『明月千里』沿途保持良好的節奏。致勝的最主要關鍵，就是牠除去眼罩上
陣。」

布文承認，賽前他對於「明月千里」能否應付2400米途程確有疑慮，他說：「雖然我覺
得2400米或許較此駒的最佳途程為長，但今天牠的表現顯示，只要牠能夠放鬆來跑，
便能夠應付此程。牠今天確能在除去眼罩下保持走勢輕鬆，並取得冠軍。今仗的領放
馬沿途保持正常步速，這有助『明月千里』發揮。牠上仗角逐愛彼女皇盃時的情況卻不
同，當時的步速很慢，以致牠傾向搶口。」。

這一屆的渣打冠軍暨遮打盃，亦成為了另一匹約翰摩亞馬房前香港馬王「威爾頓」的告
別戰，結果這匹2013/14年度香港馬王沿途居後，尾隨而回。總結「威爾頓」在港賽績，
合共上陣三十二次，贏得十場頭馬，包括所有沙田的主要2000米賽事，累積總獎金達
六千三百萬港元。

渣打冠軍暨遮打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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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喜蓮巨星 (美) WAR FRONT (美)

亞軍 多名利 (愛) CACIQUE (愛)

季軍 喜蓮歡星 (愛) ZAMINDAR (美)

殿軍 將男 (英) 狄倫 DYLAN THOMAS (愛)

2015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明月千里(紐) TAVISTOCK (紐)

亞軍 將男 (英) 狄倫 DYLAN THOMAS (愛)

季軍 鷹雄 (澳) MORE THAN READY (美)

殿軍 喜蓮彩星 (法) 空軍統帥 AIR CHIEF MARSHAL(愛)

2017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加州萬里 (美) HIGHEST HONOR (法)

亞軍 威利加數 (愛) AUSSIE RULES (美)

季軍 多名利 (愛) CACIQUE (愛)

殿軍 魔法幻影 (德) 德爾圖良TERTULLIAN (美)

2013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火龍駒 (法) 名畫家PEINTRE CELEBRE (美)

亞軍 好先生 (愛) 木星月亮MEDICEAN (英)

季軍 爆冷 (英) 馬足MARJU (愛)

殿軍 一言為定 (紐) 灌木叢HIGH CHAPARRAL (愛)

2011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爆冷 (英) 馬足MARJU (愛)

亞軍 自由好 (紐) 新光王SHINKO KING (愛)

季軍 閒話一句 (愛) 名畫家PEINTRE CELEBRE (美)

殿軍 好先生 (愛) 木星月亮MEDICEAN (英)

2009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將男 (英) 狄倫DYLAN THOMAS (愛)

亞軍 信利多 (愛) SHAMARDAL (美)

季軍 加州萬里 (美) HIGHEST HONOR (法)

殿軍 格哥兒 (法) CHICHICASTENANGO (法)

2014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智多飛 (澳) 拿高ENCOSTA DE LAGO (澳)

亞軍 雄心威龍 (紐) PINS (澳)

季軍 多名利 (愛) CACIQUE (愛)

殿軍 魔法幻影 (德) 德爾圖良TERTULLIAN (美)

2012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好先生 (愛) 木星月亮MEDICEAN (英)

亞軍 威利旺旺 (愛) DANEHILL DANCER (愛)

季軍 爆冷 (英) 馬足MARJU (愛)

殿軍 包裝大師 (紐) 沙鏢ZABEEL (紐)

2010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包裝大師 (紐) 沙鏢ZABEEL (紐)

亞軍 爆冷 (英) 馬足MARJU (愛)

季軍 旺國手 (紐) O'REILLY (紐)

殿軍 爆炸 (法) 宣戰者SENDAWAR (愛)

2008

年份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冠軍 將男 (英) 狄倫 DYLAN THOMAS (愛)

亞軍 凱旋生輝 (紐) 小法寶SAVABEEL (澳)

季軍 明月千里(紐) TAVISTOCK (紐)

殿軍 威爾頓 (愛) HOLY ROMAN EMPEROR (愛)

2016

前四名父系血統
(自2008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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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查詢

賽馬公共事務

甘銘心先生

公共事務高級經理(賽馬事務)
電郵: patrick.cummings@hkjc.org.hk
電話: +852 2966 8977

楊銘豪先生

公共事務經理(賽事執行)
電郵: larry.mh.yeung@hkjc.org.hk
電話: +852 2966 7696

曾燕琼小姐

公共事務經理(賽馬市務)
電郵: julia.yk.tsang@hkjc.org.hk
電話: +852 2966 7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