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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香港打大賽於1873年首次上演，比香港賽馬會的成立年份早十一年。自此以後，除戰亂時期外，香港打大賽一直是香港
社交圈子及體壇重要盛事。香港打大賽為本地香港馬壇最著名的大賽，現時質素優良的四歲佳駟，均力求爭取這項「四歲
功名‧一生一次」的冠軍殊榮。
自1981年開始，香港打吡大賽只供四歲賽駒參加，多年來，此賽都是決定當屆四歲馬王者的重要賽事。一如其他地方的打吡
大賽，香港打吡大賽起源於英國，而首屆英國打吡大賽於1780年舉行。現時香港打吡大賽的總獎金，與全球其他打吡大賽相
比屬第二高，今年(2018年)寶馬香港打吡大賽的總獎金，高達一千八百萬港元，而香港賽馬於1971/1972年度馬季轉為職業化
時，香港打大賽的總獎金為三萬港元。
香港打吡大賽最初於2400米途程上演，其後賽事的途程曾多番變更，但由1977年起，賽事的途程曾保持1800米多年，到2000
年才改於2000米舉行，直至現在。寶馬於2013年成為此賽的冠名贊助商。
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多匹香港打吡大賽冠軍均曾在同一季度榮膺香港馬王，包括「足球」(1982年)、「同德」(1983年)
、「你知幾時」(1986年)、「翠河」(1991年)及「有性格」(1995年)，而在最近十年，表現傑出的打吡盟主「雄心威龍」
(2011年) 、「威爾頓」(2014年) 及「明月千里」(2016年)均在贏打吡的同一年登上香港馬王寶座。2017年，「佳龍駒」摘
下寶馬香港打吡大賽後，更成為歷來首匹包辦香港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三關賽事冠軍的佳駟，締創一項紀錄，其後牠亦榮膺
2016/2017年度馬季香港馬王。
自2000年以來，香港賽馬的水準不斷提升，而香港四歲賽駒的質素亦同步拾級而上。2005年香港打吡大賽冠軍「爪皇凌雨」
其後揚威2007年杜拜司馬經典賽，成為首匹能在海外攻下一級賽的香港打吡頭馬。2006年香港打吡大賽盟主「爆冷」之後兩
度在一級賽愛彼女皇盃摘桂 (2007年及2010年)，並在一級賽杜拜司馬經典賽中跑獲亞軍。較近期的有2013年打吡冠軍「事事
為王」，該駒在同年較後時間勝出一級賽浪琴表香港盃，揚威國際馬壇，而2014年勝出香港打吡大賽的「威爾頓」，其後再
於愛彼女皇盃及浪琴表香港盃兩項國際一級賽中增添頭馬進賬。至於2014年香港打吡大賽亞軍「步步友」，其後在該年度的
世界馬匹年終排名上，「步步友」更以127分的國際評分居並列第三位，成為歷來在此項排名所獲評分最高的香港賽駒。
香港賽馬自轉職業化以來，共有三匹雌馬曾摘下香港打吡大賽桂冠，牠們分別是1972年的「獲得好」、1976年的「確叻」及
2003年的「勝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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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冠軍
(自198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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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龍駒(澳)

4/126/閹

莫雷拉

約翰摩亞

洪祖杭

1 3/4

4/14

1.8F

好至黏地

2.02.88

2016

明月千里(紐)

4/126/閹

布文

約翰摩亞

程凱信

馬頭位

3/14

3.3F

好地

2.01.76

2015

戰利品(澳)

4/126/閹

潘頓

蔡約翰

霍廣行

3/4

12/14

4.8

好地

2.01.28

2014

威爾頓(愛)

4/126/閹

貝湯美

約翰摩亞

鄭強輝

1/2

10/14

1.9F

好地

2.02.04

2013

事事為王(英)

4/126/閹

韋達

高伯新

潘蘇通

1/2

3/13

1.8F

好至快地

2.01.84

2012

陽明飛飛(紐)

4/126/閹

韋達

蔡約翰

黃僑福先生及夫人

馬頸位

14/14

4.7

好地

2.04.41

2011

雄心威龍(紐)

4/126/閹

紀仁安

苗禮德

林培雄

3/4

14/14

2.3F

好地

2.01.50

2010

極品絲綢(紐)

4/126/閹

韋達

方嘉柏

Ranjan Tikam Mahtani

馬頭位

7/14

6.5

好地

2.03.59

2009

閒話一句(愛)

4/126/閹

白德民

約翰摩亞

07/08約翰摩亞練馬師賽
馬團體

1 1/2

9/14

1.4F

好地

2.02.50

2008

喜蓮福星(愛)

4/126/雄

高雅志

告東尼

胡家驊、胡家驄、胡家驃
與胡家雯

馬頸位

3/14

2.3F

好地

2.01.30

2007

活力金剛(紐)

4/126/閹

柏寶

蘇保羅

莊文龍

馬鼻位

4/14

11

好地

2.02.90

2006

爆冷(英)

4/126/閹

蘇銘倫

約翰摩亞

何鴻燊

1 3/4

10/14

1.9F

黏地

2.04.60

2005

爪皇凌雨(紐)

4/126/閹

杜鵬志

霍利時

周南與周漢文

2 3/4

6/14

3.0F

好至黏地

2.04.30

2004

幸運馬主(紐)

4/126/雄

高雅志

告東尼

梁啟徽先生及夫人

1 3/4

10/14

3.9

好至快地

2.02.60

2003

勝威旺(澳)

4/122/雌

巫斯義

大衛希斯

蔡惠宏醫生及夫人

1 1/2

2/14

2.5F

好地

2.03.60

2002

奧運精神(英)

4/126/閹

馬偉昌

愛倫

榮智健

3 1/2

11/14

2.8F

好地

2.05.10

2 1/4

13/14

4.8

黏地

2.03.10

2001

實業先鋒(愛)

4/126/閹

巫斯義

簡炳墀

胡斯諾、顏鏡興、鄧英漢
與江紹智

2000

勝利名駒(英)

4/126/閹

霍達

苗禮德

雷霆、劉志華與李義隆

1/2

3/14

5.2

好至快地

2.03.30

1999

聖利(紐)

4/126/閹

夏力信

愛倫

郭彰國先生及夫人

3 1/4

4/14

99

好至快地

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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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冠軍
(自198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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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告魯夫(英)

4/126/雄

李格力

賓康

梁挺生

5

12/13

1.6F

好地

1.47.70

1997

奔騰(英)

4/126/閹

馬佳善

愛倫

榮智健

1 1/4

8/13

3.3

好至快地

1.47.60

1996

先見之明(愛)

4/126/閹

靳能

岳敦

簡文樂

1/2

1/14

20

好至黏地

1.49.30

1995

有性格(紐)

4/126/閹

告東尼

約翰摩亞

黃榮柏

馬頸位

9/14

2.2F

好地

1.49.50

1994

一定威(紐)

4/126/閹

巫斯義

方嘉柏

何壽南

馬頸位

2/14

13

好地

1.49.50

1993

喜蓮之星(紐)

4/126/閹

李格力

賓康

胡寶星先生及夫人與張
惠慶

1/2

11/13

4.2F

好地

1.48.00

1992

生圖(愛)

4/126/閹

靳能

簡炳墀

譚榮芬

2

13/14

3.0F

好地

1.48.40

1991

翠河(愛)

4/126/閹

馬泰斯

許怡

夏佳理議員與張奧偉爵士

1

13/14

3.6F

好地

1.48.10

1990

有料到(愛)

4/126/閹

費柏龍

伍碧權

雷治強

1

3/12

16

大爛地

1.53.20

1989

威利高(愛)

4/126/閹

雷誠

簡炳墀

馬熙仁

1

6/14

29

快地

1.47.70

1988

青城(紐)

4/126/閹

告東尼

朱寶明

梁超麟與伍子材

1 1/2

1/14

7.8

好地

1.48.20

1987

新兩心知(英)

4/126/閹

告東尼

吳志林

李醒發

短馬頭位

2/8

3.1

快地

1.49.10

1986

你知幾時(紐)

4/126/閹

鄭仲謀

簡炳墀

D C da Silva

2

2/11

6.6

好至黏地

1.49.20

1985

金中金(紐)

4/126/閹

劉伯恩

簡炳墀

盧時權

4

2/10

3.8

好至快地

1.50.10

* 只供四歲馬角逐，1992年獲升格為香港一級賽。自2017年開始成為一項條件限制賽。由2000年起，香港打吡的途程由之前的1800米改於2000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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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彩紀錄
(自1985起)

彩池

派彩

年份

馬匹

賠率

獨贏

$1,839.00

1999

聖利

183

位置

$375.00

1999

聖利 (冠軍)

183

聖利 (冠軍)

183

連贏

$18,872.50

1999
春風得意 (亞軍)

99

聖利 (冠軍)

183

春風得意 (亞軍)

99

聖利 (冠軍)

183

春風得意 (亞軍)

99

必全勝 (季軍)

7.3

戰利品 (冠軍)

4.8

直震撼 (亞軍)

12

醒目名駒(季軍)

155

戰利品 (冠軍)

4.8

直震撼 (亞軍)

12

醒目名駒(季軍)

155

喜蓮歡星 (殿軍)

25

戰利品 (冠軍)

4.8

直震撼 (亞軍)

12

醒目名駒(季軍)

155

喜蓮歡星 (殿軍)

25

位置連贏

三重彩

三T

四連環

四重彩

$2,912.50

$499,350

$11,200

$31,798

$599,147

1999

1999

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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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香港打吡大賽2017
2017年的寶馬香港打吡大賽，見證新紀錄一再產生。雖然以往從未有馬匹能連勝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全部三關賽事，但由約
翰摩亞訓練的「佳龍駒」，挾輕取香港經典一哩賽及香港經典盃之餘威而臨，力爭在打吡再下一城。此外，約翰摩亞於2016
年憑「明月千里」取得第五次香港打吡大賽的勝利，平了簡炳墀的紀錄，他當然希望「佳龍駒」能為他再創佳績，成為近年
來贏得香港打吡大賽次數最多的練馬師。
結果「佳龍駒」並未有令其擁躉失望，此駒在冠軍騎師莫雷拉胯下，於打吡中沿途貼欄居 前列位置。轉直路彎時，莫雷拉將
這匹1.8倍的大熱門移離內欄，並於四百米以勁勢上前，率先脫穎而出。接戰至二百五十米處，「佳龍駒」已拋離群駒，雖然
此際其最強對手「巴基之星」以佳勢追前展開挑戰，但「佳龍駒」仍能力拒來犯，最終過終點時「佳龍駒」以一又四分三馬
位之先擊敗「巴基之星」奪得錦標，而隨後三至六名的馬匹均為曾贏或之後能攻下一級賽的佳駟，分別是「美麗傳承」、
「四季旺」、「喜蓮彩星」及「鷹雄」。
莫雷拉賽後在沙田馬場馬匹亮相圈接受馬迷的歡呼喝采時說：

「這場勝利令我動容，因賽前我曾向每一個人說，香港打吡大賽是我一直最想贏的賽事，今天我終於做到，實在要感謝上主。在團隊各
人 - 包括約翰摩亞、馬房助理及馬主 - 的努力下，我獲得一匹狀態百分百的好馬參賽，對我來說，絕對是夢想成真。」

第六度贏打吡而刷新紀錄的練馬師約翰摩亞說：「『佳龍駒』確是質素非凡，出道以來進度一直良好，能夠扶搖直上，今日
牠終能完成四歲馬三冠的重要任務。莫雷拉今仗發揮出色，難得的是他可以令馬兒交出不俗的早段速度，因而即使在快步速
下亦能跟前，從而可早著先鞭。我會稱呼牠是我的王者，因為牠為我贏得打吡榮譽。現時我馬房又多了一匹馬王級佳駟，香
港現有一匹新星誕生，而此駒屬我旗下，令我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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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香港打吡大賽 2017
總獎金：18,000,000港元		

途程：2000米  		

場地：好至黏地			

頭馬時間：2分 02.88秒

級別：條件限制賽

名次

馬匹

馬齡

負磅

練馬師

騎師

檔位

頭馬距離

獨贏賠率

1

佳龍駒

4

126

約翰摩亞

莫雷拉

4

-

1.8F

2

巴基之星

4

126

告東尼

蘇兆輝

13

1.75

7.1

3

美麗傳承

4

126

約翰摩亞

潘頓

12

3.5

14

4

四季旺

4

126

沈集成

羅理雅

1

3.75

16

5

喜蓮彩星

4

126

約翰摩亞

韋達

14

5.5

65

6

鷹雄

4

126

約翰摩亞

貝湯美

10

6

15

7

哈蝦巴爸

4

126

蔡約翰

韋紀力

3

7.25

30

8

喜旺寶

4

126

約翰摩亞

莫雅

9

8

17

9

綫路勇駒

4

126

告東尼

柏寶

11

8.5

238

10

大雄圖

4

126

告東尼

巫斯義

8

9.5

8.9

11

達羅素

4

126

蔡約翰

布文

2

10

32

12

劍斷浪

4

126

蔡約翰

田泰安

6

10.25

191

13

赤兔寶駒

4

126

何良

郭能

5

11.25

16

14

明月青天

4

126

約翰摩亞

祈普敦

7

1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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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名父系血統
(自2008年起)
2016

2017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1

佳龍駒(澳)

STREET BOSS (美)

1

明月千里(紐)

TAVISTOCK (紐)

2

巴基之星(德)

SHAMARDAL (美)

2

凱旋生輝(紐)

小法寶SAVABEEL (澳)

3

美麗傳承(紐)

搖滾之路ROAD TO ROCK(澳)

3

威利加道(愛)

天文學家GALILEO (愛)

4

四季旺(澳)

夢幻隊長CAPTAIN SONADOR(澳)

4

代代為王(愛)

戲劇泰斗LOPE DE VEGA (愛)

2015

2014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1

戰利品(澳)

選擇CHOISIR (澳)

1

威爾頓(愛)

HOLY ROMAN EMPEROR (愛)

2

直震撼(法)

EARLY MARCH (英)

2

步步友(澳)

SHAMARDAL (美)

3

醒目名駒(澳)

NORTHERN METEOR (美)

3

信利多(愛)

SHAMARDAL (美)

4

喜蓮歡星(愛)

ZAMINDAR (美)

4

好靚仔(澳)

緊密穿梭HARD SPUN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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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名父系血統
(自1999年起)
2013

2012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1

事事為王(英)

DUBAWI (愛)

1

陽明飛飛(紐)

福城FALKIRK (紐)

2

安賞(愛)

DANEHILL DANCER (愛)

2

同個世界(英)

神鷹展翅HAWK WING (美)

3

大運財(愛)

精彩生活LE VIE DEI COLORI (英)

3

甜橙(美)

WAR FRONT (美)

4

勝哥兒(愛)

名畫家PEINTRE CELEBRE (美)

4

續領風騷(美)

街頭口號STREET CRY (愛)

2011

2010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1

雄心威龍(紐)

PINS (澳)

1

極品絲綢(紐)

DANEHILL DANCER (愛)

2

軍事攻略(愛)

聖雅XAAR (英)

2

威利旺旺(愛)

DANEHILL DANCER (愛)

3

一言為定(紐)

灌木叢HIGH CHAPARRAL (愛)

3

勇敢小子(澳)

迷城ELUSIVE CITY (美)

4

曬冷王(英)

德高望重MARK OF ESTEEM (愛)

4

締造美麗(紐)

哥蘭名駒GOLAN (愛)

2009

2008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名次

馬匹 (出生地)

父系

1

閒話一句(愛)

名畫家PEINTRE CELEBRE (美)

1

喜蓮福星(愛)

名畫家PEINTRE CELEBRE (美)

2

自由好(紐)

新光王SHINKO KING (愛)

2

喜聚寶(紐)

丹拿星DANASINGA (澳)

3

好先生(愛)

木星月亮MEDICEAN (英)

3

綠色駿威(紐)

CATBIRD (澳)

4

首飾奇寶(紐)

O'REILLY (紐)

4

勇將軍(澳)

力敵將軍GENERAL NEDIYM (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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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打吡大賽參賽練馬師

(自1986年起)

愛倫 (勝出次數：3)

賓康 (2)

郭靈華 (0)

24 次派馬出賽 : 3-3-1

16 次派馬出賽: 2-2-0

2 次派馬出賽  : 0-1-0

土星 (2004, 名次：10)

好好 (1999, 名次：5)

快達 (1988, 名次：2)

自家飛 (2003, 名次：2)

香港神駒 (1999, 名次：9)

多利名駒 (1987, 名次：7)

䯀駒 (2003, 名次：12)

輝煌星 (1999, 名次：10)

喜悅心聲(2003, 名次：14)

告魯夫 (1998, 名次：1)

告達理 (0)

奧運精神 (2002, 名次：1)

森泉 (1998, 名次：12)

5 次派馬出賽 : 0-0-1

凱明神駒 (2002, 名次：6)

多威 (1996, 名次：2)

綠色駿馬 (2005, 名次：5)

富源 (2002, 名次：9)

百看不厭 (1996. 名次：6)

電光火石 (2003, 名次：13)

特快名駒 (2001, 名次：7)

泰康 (1996, 名次：12)

世紀至威 (1998, 名次：5)

掌門 (2000, 名次：2)

得天獨厚 (1995, 名次：7)

老友記 (1994, 名次：3)

我來贏  (2000, 名次：7)

御蝦王  (1995, 名次：12)

銀箭 (1993, 名次：11)

聖利(1999, 名次：1)

喜蓮之星 (1993, 名次：1)

必全勝  (1999, 名次：3)

神州名駒 (1993, 名次：8)

告東尼 (2)

君子 (1999, 名次：11)

輕輕鬆鬆 (1992, 名次：2)

36 次派馬出賽 : 2-4-1

奔騰 (1997, 名次：1)

玉峽生輝 (1992, 名次：11)

巴基之星 (2017, 名次：2)

城市福將(1997, 名次：5)

智多寶 (1991, 名次：6)

綫路勇駒 (2017, 名次：9)

好運拍檔(1997, 名次：7)

喜蓮之光 (1991, 名次：8)

大雄圖 (2017, 名次：10)

妙手回春 (1997, 名次：11)

威利加道 (2016, 名次：3)

活力先生(1996, 名次：9)

陳毓麟 (0)

綠色勁駒 (2016, 名次：11)

聖捷 (1996, 名次：10)

4 次派馬出賽: 0-0-1

勁精神 (2016, 名次：14)

天潢(1995,名次：8)

必易勝 (1991, 名次：3)

美麗大師 (2015, 名次：6)

歡笑 (1994, 名次：2)

永同威 (1988, 名次：4)

期惑 (2015, 名次：7)

福星勇將 (1994, 名次：10)

新寶 (1988, 名次：6)

美麗之星(2014, 名次：8)

美好時光  (1994, 名次：11)

馬如飛 (1988, 名次：10)

牛精仔 (2014, 名次：14)

金銀城 (1994, 名次：13)

包裝之寶 (2013, 名次：7)
陳柏鴻  (0)

牛精大師 (2013, 名次：12)

歐金洪 (0)

4 次派馬出賽 : 0-0-0

威利旺旺 (2010, 名次：2)

2 次派馬出賽- 0-0-0

威利威 (1997, 名次：13)

締造美麗 (2010, 名次：4)

手袋之星(1990, 名次：7)

聲皷勁鳴 (1995, 名次：9)

快人快語 (2010, 名次：11)

鋼王(1989, 名次：13)

財運佳 (1994, 名次：7)

漂亮第一 (2009, 名次：10)

天嘉(1993, 名次：9)

喜蓮福星 (2008, 名次：1)

白理維 (0)

大將風範 (2008, 名次：6)

1 次派馬出賽: 0-0-0

鄭俊偉 (0)

永旺財 (2008, 名次：12)

心心 (1995, 名次：14)

2 次派馬出賽: 0-0-1

俊歡騰 (2007, 名次：2)

信利多 (2014, 名次：3)

好輝煌 (2007, 名次：13)

畫出傳奇 (2014, 名次：11)

開心 (2007, 名次：14)
喜利多 (2006, 名次：6)

張定邦 (0)

一定好 (2006, 名次：9)

1 次派馬出賽: 0-0-0

威利好好 (2006, 名次：10)

眼鏡之皇 (1993, 名次：5)

金碧明珠 (2005, 名次：2)
幸運馬主 (2004, 名次：1)

張學文 (0)

豪奪 (2004, 名次：8)

1 次派馬出賽 : 0-0-1

幸運之寶 (2004, 名次：13)

大團圓 (1988, 名次：3)

紅太陽 (2001, 名次：5)
加利寶 (2001, 名次：12)

朱寶明 (1)

1 次派馬出賽 : 1-0-0
青城 (1988, 名次：1)

億銘之駒 (2001, 名次：13)
財星 (2000, 名次：8)
駿仕 (1999, 名次：14)
電子領域 (1998, 名次：9)
神龍出海 (1997, 名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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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起)

霍利時 (1)

高伯新 (1)

何良 (0)

6 次派馬出賽: 1-0-1

8 次派馬出賽 : 1-1-1

9 次派馬出賽 : 0-0-2

勁趣 (2015, 名次：14)

代代為王 (2016, 名次：4)

赤兔寶駒 (2017, 名次：13)

甜橙 (2012, 名次：3)

直震撼 (2015, 名次：2)

火紅人 (2014, 名次：5)

智多飛 (2012, 名次：11)

大印銀紙 (2015, 名次：5)

俊鬥仕 (2011, 名次：11)

何方神聖 (2011, 名次：5)

王者無敵 (2015, 名次：13)

好先生 (2009, 名次：3)

利好 (2008, 名次：9)

威風猛將 (2014, 名次：6)

豪發 (2002, 名次：6)

爪皇凌雨 (2005, 名次：1)

事事為王 (2013, 名次：1)

名馬 (2000, 名次：6)

大運財 (2013, 名次：3)

欖球精英 (2000, 名次：11)

牽動美麗 (2012, 名次：10)

再創高峰 (1999, 名次：13)

方嘉柏 (1)

森林王子 (1998, 名次：3)

23 次派馬出賽 : 1-2-2
準備就緒 (2015, 名次：10)

賀賢 (0)

天合 (2014, 名次：10)

1 次派馬出賽 : 0-0-0

夏志信 (0)

勝哥兒 (2013, 名次：4)

勇將軍 (2008, 名次：4)

2 次派馬出賽 : 0-0-0
雀躍君子 (1993, 名次：12)

自由式 (2013, 名次：8)
一言為定  (2011, 名次：3)

大衛希斯 (1)

喜競寶寶 (2011, 名次：8)

25 次派馬出賽 : 1-1-4

智友 (2011, 名次：12)

好利多  (2004, 名次：3)

甘光達 (0)

極品絲綢 (2010, 名次：1)

貝多芬 (2004, 名次：5)

1 次派馬出賽  : 0-0-0

君子一言 (2010, 名次：6)

小小巫駒 (2004, 名次：11)

馬迷之寶 (1988, 名次：11)

美麗傳奇 (2010, 名次：8)

勝威旺 (2003, 名次：1)

喜盛龍(2010, 名次：12)

華山綠 (2003, 名次：3)

喜威寶  (2009, 名次：8)

喜蓮動力(2003, 名次：7)

勇者無敵 (2009, 名次：9)

赤道小子(2003, 名次：9)

喜聚寶 (2008, 名次：2)

超級無敵(2002, 名次：7)

綠色駿威 (2008, 名次：3)

紫貂(2002, 名次：8)

旺國手 (2008, 名次：8)

原動力 (2001, 名次：2)

龍的風采 (2008, 名次：10)

喜蓮精神(2001, 名次：3)

神州六號 (2007, 名次：7)

高耀之星 (2001, 名次：8)

喜得法 (2006, 名次：2)

魅力之城(2001, 名次：14)

五五波 (2005, 名次：7)

喜蓮之駒(2000, 名次：3)

閃電 (2005, 名次：8)

勁歌 (2000, 名次：5)

開心精采 (2004, 名次：6)

勝感(2000, 名次：10)

星運爵士 (2004, 名次：9)

流行樂隊(2000, 名次：13)
福將 (2000, 拉停)

方祿麟 (1)

好跑得(1999, 名次：4)

12 次派馬出賽: 1-3-1

友誼錦標(1999, 名次：6)

力奇之星 (2003, 名次：6)

飛快勝(1999, 名次：7)

即時勝 (2003, 名次：8)

名利多 (1998, 名次：7)

安驊 (1998, 名次：2)

肯定叻 (1998, 名次：13)

名固良駒 (1996, 名次：7)

特區先鋒(1997, 名次：6)

一定威 (1994, 名次：1)

好運之星 (1996, 名次：13)

駿達 (1994, 名次：8)

添勝 (1992, 名次：10)

簡炳墀 (4)

26 次派馬出賽 : 4-0-2
丹山神駒 (2002, 名次：10)
實業先鋒 (2001, 名次：1)
紅辣椒 (2001, 名次：4)
實業家 (2000, 名次：4)
真先 (1998, 名次：6)
眼鏡特色 (1997, 名次：8)
神威金剛 (1995, 名次：10)
草原之星 (1995, 名次：13)
金如意 (1994, 名次：12)
高招數 (1994, 名次：14)
真威 (1993, 名次：4)
開心大少 (1993, 名次：6)
生圖 (1992, 名次：1)
猛龍船 (1991, 名次：4)
好成績 (1991, 名次：5)
金威 (1991, 名次：7)
高湖之星 (1991, 名次：10)
東方不敗 (1991, 名次：11)
電之寶(1990, 名次：3)
金鑰匙 (1990, 名次：4)

皇冠統帥 (1993, 名次：10)

許怡 (1)

嘉橋 (1992, 名次：4)

5 次派馬出賽 : 1-1-1

奇兵  (1989, 名次：5)

威利高 (1989, 名次：1)

嘉君寶(1995, 名次：5)

飛躍舞士 (1987, 名次：2)

金腰帶 (1987, 名次：5)

財來四方 (1995, 名次：11)

全運爵士 (1987, 名次：3)

你知幾時 (1986, 名次：1)

赤鬥士 (1993, 名次：2)

的確勁  (1986, 名次：2)

皇牌之王 (1986, 名次：3)

娛樂之皇(1992, 名次：3)

掌聲 (1986, 名次：8)

財得 (1990, 名次：11)

翠河 (1991, 名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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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紅飛 (0)

苗禮德 (2)

3 次派馬出賽  : 0-0-1

9 次派馬出賽: 2-0-1

星之皇 (1989, 名次：3)

睡德福 (2015, 名次：12)

金碧輝煌 (1989, 名次：11)

名駒 (2012, 名次：14)

時時富裕 (1986, 名次：5)

雄心威龍 (2011, 名次：1)
滿地寶 (2011, 名次：13)

蘭尼 (0)

真係寶 (2009, 名次：7)

5 次派馬出賽 : 0-0-0

百利旺 (2006, 名次：14)

百萬神駒 (1995, 名次：6)

獨步青雲 (2005, 名次：3)

鼎盛 (1994, 名次：6)

萬事勁 (2001, 名次：11)

聖袍德 (1992, 名次：7)

勝利名駒 (2000, 名次：1)

緊張大師 (1992, 名次：8)
香港之光 (1989, 名次：12)

約翰摩亞 (6)

60 次派馬出賽 : 6-5-2
李易達 (0)

佳龍駒 (2017, 名次：1)

5 次派馬出賽 : 0-0-0

美麗傳承 (2017, 名次：3)

羅馬 (2009, 名次：6)

喜蓮彩星 (2017, 名次：5)

皇仁飛駒 (2007, 名次：6)

鷹雄 (2017, 名次：6)

卓越歡騰 (2007, 名次：10)

喜旺寶 (2017, 名次：8)

狂野之聲 (2007, 名次：12)

明月青天  (2017, 名次：14)

芙蓉鎮 (2005, 名次：9)

明月千里 (2016, 名次：1)
凱旋生輝 (2016, 名次：2)

梁定華 (0)

喜蓮獎星(2016, 名次：5)

2 次派馬出賽: 0-0-0

摩高一丈(2016, 名次：10)

天目 (2000, 名次：12)

喜蓮歡星 (2015, 名次：4)

寶鼎名駒  (1996, 名次：4)

威爾頓 (2014, 名次：1)
步步友 (2014, 名次：2)

梁錫麟 (0)

風花雪月 (2014, 名次：7)

2 次派馬出賽 : 0-0-1

旅遊大哥 (2014, 名次：9)

原居民 (1997, 名次：3)

替天行道  (2013, 名次：5)

風雲群英 (1996, 名次：5)

醉必勝 (2013, 名次：9)
經濟達人 (2013, 名次：12)

羅國洲 (0)

5 次派馬出賽: 0-0-0
幸運之聲 (1991, 名次：9)
幸運之寶 (1989, 名次：6)
鑽之寶 (1989, 名次：7)
皇者風範 (1989, 名次：9)
綽綽有餘 (1986, 名次：11)
呂健威 (0)

3 次派馬出賽 : 0-0-0
終身美麗 (2006, 名次：5)
真奇妙 (2003, 名次：11)
鑽石月亮 (2002, 名次：12)
文家良 (0)

同個世界(2012, 名次：2)
續領風騷 (2012, 名次：4)
花月春風(2012, 名次：5)
軍事出擊 (2012, 名次：6)
多名利(2012, 名次：8)

(自1986年起)
爆炸 (2007, 名次：9)
爆冷 (2006, 名次：1)
新力升 (2006, 名次：4)
不老傳奇 (2005, 名次：10)
步步叻 (2005, 名次：11)
勁闖 (2004, 名次：2)
原野傳奇 (2004, 名次：4)
新力軍 (2002, 名次：5)
長勝燈 (1998, 名次：8)
我知幾時 (1997, 名次：12)
步步爽 (1996, 名次：8)
瀟洒勇士 (1996, 名次：11)
有性格 (1995, 名次：1)
馬英雄 (1995, 名次：3)
添姿采 (1992, 名次：6)
嘉惑 (1992, 名次：12)
全心 (1991, 名次：13)
馬到功成 (1990, 名次：5)
常山名駒 (1990, 名次：6)
凱旋燈 (1990, 名次：9)
玉面金龍 (1989, 名次：4)
鑽石先鋒 (1989, 名次：10)
步步勝 (1988, 名次：7)
意利高 (1988, 名次：12)
帝皇之光 (1987, 名次：4)
南山寶 (1987, 名次：8)
卓惑 (1986, 名次：6)
吳定強 (0)

3 次派馬出賽 : 0-1-0
電之星 (1995, 名次：2)
永順景 (1995, 名次：4)
建安 (1991, 名次：14)
吳志林 (1)

1 次派馬出賽: 1-0-0
新兩心知 (1987, 名次：1)

醒目精英(2012, 名次：13)
軍事攻略(2011, 名次：2)
曬冷王 (2011, 名次：4)
軍事行動(2011, 名次：6)
魔法幻影(2010, 名次：7)
卓爾非凡(2010, 名次：13)
閒話一句(2009, 名次：1)
君皇鷹  (2009, 名次：11)
爆燈(2008, 名次：11)
步步穩(2007, 名次：4)

3 次派馬出賽 : 0-0-0
寶樹勁盈 (2007, 名次：5)
駕進 (2006, 名次：7)
創佳績 (2006, 名次：平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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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碧權 (1)

孫達志 (0)

施萬賦 (0)

17 次派馬出賽 : 1-2-1

1 次派馬出賽 : 0-0-1

1 次派馬出賽: 0-0-0

多利高 (2002, 名次：3)

冠軍廊 (2007, 名次：3)

凱旋至尊 (1988, 名次：13)

天之悅 (1994, 名次：4)

沈集成 (0)

蘇偉賢 (0)

星運威龍  (1994, 名次：9)

8 次派馬出賽 : 0-1-0

2 次派馬出賽 : 0-0-0

行運老友(1993, 名次：13)

四季旺 (2017, 名次：4)

軍勇戰神  (2016, 名次：13)

必勝福將(1992, 名次：5)

好靚仔 (2014, 名次：4)

精彩鬥士 (2015, 名次：11)

剛毅(1992, 名次：13)

總統之光  (2013, 名次：7)

上駿 (1992, 名次：14)

小橋流水(2011, 名次：14)

徐雨石 (0)

太平福將 (1991, 名次：2)

自由好 (2009, 名次：2)

1 次派馬出賽  : 0-0-0

有料到 (1990, 名次：1)

按得快 (2009, 名次：14)

華美之星(2013, 名次：11)

及時而出 (1990, 名次：2)

叻蝦王(2005, 名次：12)

太陽能 (1990, 名次：12)

凱駿(2005, 名次：13)

百勝不厭 (1998, 名次：4)

稱心滿意 (1989, 名次：14)

屈雅達 (0)

1 次派馬出賽 : 0-0-0

脫穎而出  (1988, 名次：5)

蔡約翰 (2)

天寶霸 (1988, 名次：8)

26 次派馬出賽: 2-1-1

贏得威 (1988, 名次：9)

哈蝦巴爸  (2017, 名次：7)

王兆旦 (0)

銀影 (1986, 名次：10)

達羅素 (2017, 名次：11)

5 次派馬出賽  : 0-0-0

劍斷浪 (2017, 名次：12)
蘇保羅 (1)

百勝駒(2002, 名次：4)

首飾太陽 (2016, 名次：7)

小子威威(1997. 名次：4)

5  次派馬出賽 : 1-0-0

東方快車(2016, 名次：9)

力活寶 (1996, 名次：14)

色彩傳奇 (2009, 名次：13)

戰利品 (2015, 名次：1)

優惠利率 (1986, 名次：7)

永不回望 (2008, 名次：5)

酷男 (2015, 名次：8)

飛虎山(1986, 名次：9)

活力金剛 (2007, 名次：1)

詠彩繽紛(2015, 名次：9)

自然好 (2006, 名次：平頭第11)

慣勝福星(2014, 名次：13)

黃汝安 (0)

跑得快 (2006, 名次：13)

安賞(2013, 名次：2)

6 次派馬出賽: 0-0-0

魅力知己  (2013, 名次：10)
岳敦 (1)

好爸爸(2006, 名次：8)

陽明飛飛 (2012, 名次：1)

勝機(1994, 名次：5)

16  次派馬出賽 : 1-4-0

驌龍 (2012, 名次：9)

威飛勝 (1991, 名次：12)

明德 (2004, 名次：14)

勇敢小子  (2010, 名次：3)

鴻興  (1990, 名次：8)

祝福 (2003, 名次：10)

陽明好好 (2010, 名次：10)

祝福(1989, 名次：8)

計得精彩 (2002, 名次：2)

賞惑(2010, 名次：14)

靚寶貝(1988, 名次：14)

好望角 (2002, 名次：14)

首飾奇寶 (2009, 名次：4)

好運氣氛 (2001, 名次：9)

再豐裕(2009, 名次：5)

王登平 (0)

偶像 (2001, 名次：10)

大腦 (2008, 名次：7)

4 次派馬出賽 : 0-0-2

功力高  (2000, 名次：9)

工程塑料 (2007, 名次：11)

威驊 (1997, 名次：9)

春風得意 (1999, 名次：2)

高智慧(2005, 名次：4)

松威 (1996, 名次：3)

察察為明(1999, 名次：8)

勁將軍(2005. 名次：6)

北地烈馬 (1993, 名次：3)

快嘉福 (1999, 名次：12)

自由武士 (2004, 名次：12)

依然勁 (1987, 名次：6)

勝利雄風 (1997, 名次：2)

心願 (2003, 名次：4)

先見之明 (1996, 名次：1)

駿河(2003, 名次：5)

馬特快 (1993, 名次：7)

神奇勇士(2002, 名次：11)

金果滿邸(1986, 名次：4)

馬萬靈 (1992, 名次：9)
幸運威龍 (1990, 名次：10)
心多 (1989, 名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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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烈  (0)

葉楚航(0)

姚本輝 (0)

1 次派馬出賽: 0-0-0

10次派馬出賽: 0-0-1

4 次派馬出賽 : 0-0-0

日月神駒(1998, 名次：10)

小米周 (2016, 名次：6)

有得威(2016, 名次：12)

隨心隨意(2014, 名次：12)

戶外名駒(2011, 名次：7)

胡森(0)

軍功 (2013, 名次：13)

正蝦王 (2002, 名次：13)

4 次派馬出賽 : 0-0-0

人人興旺 (2011, 名次：9)

萬事勝(1998, 名次：11)

金秋(2013, 名次：6)

好計劃 (2009, 名次：12)

經典皇牌 (2011, 名次：10)

璐悅 (2008. 名次：13)

容天鵬(0)

至勇威龍 (2010, 名次：5)

紙醉金迷 (2007, 名次：8)

2 次派馬出賽 : 0-0-1

非常好(2010, 名次：9)

銀太陽 (2006, 名次：3)

嘉應之友 (2016, 名次：8)

富盈(2005, 名次：14)

醒目名駒 (2015, 名次：3)

實業成功  (2004, 名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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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秉樂 (勝出次數：0)

布文 (1)

鄭仲謀 (1)

1 次策騎出賽 : 0-1-0

3 次策騎出賽 : 1-0-0

1 次策騎出賽 : 1-0-0

的確勁 (1986, 名次：2)

達羅素 (2017, 名次：11)

你知幾時 (1986, 名次：1)

明月千里 (2016, 名次：1)
賀蘭杜夫 (0)

喜蓮歡星 (2015, 名次：4)

2 次策騎出賽 : 0-0-1

鄭雨滇 (1)

5 次策騎出賽  : 0-0-0

靚寶貝 (1988, 名次：14)

白禮棟 (0)

軍功 (2013, 名次：13)

全運爵士 (1987, 名次：3)

2 次策騎出賽 : 0-1-0

小橋流水 (2011, 名次：14)

太平福將 (1991, 名次：2)

永旺財 (2008, 名次：12)

鴻興 (1990, 名次：8)

紙醉金迷 (2007, 名次：8)

安國倫 (0)

駕進 (2006, 名次：7)

5 次策騎出賽  : 0-0-1
嘉應之友 (2016, 名次：8)

白布朗 (0)

醒目名駒 (2015, 名次：3)

1 次策騎出賽: 0-0-0

卓利 (0)

威風猛將 (2014, 名次：6)

創佳績 (2006, 名次：12)

1 次策騎出賽 : 0-0-0

經濟達人 (2013, 名次：12)
智多飛 (2012, 名次：11)
伯嘉 (0)

智友 (2011, 名次：12)
卡爾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查汝誠 (0)

百勝駒 (2002, 名次：4)

2 次策騎出賽 : 0-0-0

4 次策騎出賽 : 0-0-0

萬事勁 (2001, 名次：11)

嘉惑 (1992, 名次：12)

郭能 (0)

全心 (1991, 名次：13)

4 次策騎出賽: 0-0-0

馬到功成 (1990, 名次：5)

赤兔寶駒 (2017, 名次：13)

錢健明 (0)

玉面金龍 (1989, 名次：4)

美麗大師 (2015, 名次：6)

4 次策騎出賽 : 0-1-1

風花雪月 (2014, 名次：7)

森林王子 (1998, 名次：3)

多名利 (2012, 名次：8)

好運拍檔 (1997, 名次：7)

白德民 (1)

5 次策騎出賽 : 1-0-1

泰康 (1996, 名次：12)

聖捷 (1996, 名次：10)

魔法幻影 (2010, 名次：7)

高梵 (0)

閒話一句 (2009, 名次：1)

2 次策騎出賽 : 0-0-0

爆燈 (2008, 名次：11)

永同威 (1988, 名次：4)

徐君禮 (0)

步步穩 (2007, 名次：4)

金腰帶 (1987, 名次：5)

1 次策騎出賽 : 0-0-0

北地烈馬 (1993, 名次：3)

歡笑 (1994, 名次：2)

大將風範 (2008, 名次：6)
蔡明紹 (0)

貝湯美 (1)

4次策騎出賽 : 0-0-0

郭立基 (0)

3 次策騎出賽 : 1-0-0

勁精神 (2016, 名次：14)

2 次策騎出賽 : 0-0-0

鷹雄 (2017, 名次：6)

總統之光 (2013, 名次：7)

魅力知己 (2013, 名次：10)

喜蓮獎星 (2016, 名次：5)

牛精大師 (2012, 名次：12)

醒目精英 (2012, 名次：13)

威爾頓 (2014, 名次：1)

快人快語 (2010, 名次：11)

薄奇能 (0)

陳俊輝 (0)

1 次策騎出賽: 0-0-0

3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明月青天 (2017, 名次：14)

龍的風采 (2008, 名次：10)

必勝福將 (1992, 名次：5)

祈普敦 (0)

福將 (2000, 收停)
日月神駒 (1998, 名次：10)

陳柏鴻 (0)

3 次策騎出賽 : 0-0-0
手袋之星 (1990, 名次：7)
祝福 (1989, 名次：8)
馬如飛 (1988, 名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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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志 (2)

杜鵬志 (1)

戴勝 (0)

16 次策騎出賽 : 2-2-0

1 次策騎出賽 : 1-0-0

9 次策騎出賽 : 0-1-1

驌龍 (2012, 名次：9)

爪皇凌雨 (2005, 名次：1)

君子一言 (2010, 名次：6)

威利旺旺 (2010, 名次：2)

喜威寶 (2009, 名次：8)

漂亮第一 (2009, 名次：10)

戴圖理 (0)

神州六號 (2007, 名次：7)

喜蓮福星 (2008, 名次：1)

3 次策騎出賽 : 0-0-0

喜得法 (2006, 名次：2)

好輝煌 (2007, 名次：13)

締造美麗 (2010, 名次：4)

高智慧 (2005, 名次：4)

威利好好 (2006, 名次：10)

喜蓮動力 (2003, 名次：7)

自由武士 (2004, 名次：12)

金碧明珠 (2005, 名次：2)

富源 (2002, 名次：9)

心願 (2003, 名次：4)

幸運馬主 (2004, 名次：1)

紫貂 (2002, 名次：8)

喜悅心聲 (2003, 名次：14)

杜利萊 (0)

新力軍 (2002, 名次：5)

13 次策騎出賽 : 0-0-3

億銘之駒 (2001, 名次：13)

勁趣 (2015, 名次：14)

魏德禮 (0)

財星 (2000, 名次：8)

畫出傳奇 (2014, 名次：11)

1 次策騎出賽 : 0-0-0

香港神駒  (1999, 名次：9)

大運財 (2013, 名次：3)

百萬神駒(1995, 名次：6)

真先 (1998, 名次：6)

續領風騷 (2012, 名次：4)

瀟洒勇士 (1996, 名次：11)

經典皇牌 (2011, 名次：10)

易根 (0)

真威 (1993, 名次：4)

賞惑 (2010, 名次：14)

1 次策騎出賽 : 0-0-0

首飾奇寶 (2009, 名次：4)

紅太陽(2001, 名次：5)

喜蓮精神 (2002, 名次：3)

甘寶棠  (0)

綠色駿威 (2008, 名次：3)

1 次策騎出賽 : 0-0-0

冠軍廊 (2007, 名次：3)

范義龍 (0)

步步勝 (1988, 名次：7)

自然好 (2006, 名次：平頭11)

2 次策騎出賽 : 0-1-0

綠色駿馬 (2005, 名次：5)
谷士梨 (0)

牽動美麗 (2012, 名次：10)

電光火石 (2003, 名次：13)

掌門 (2000, 名次：2)

1 次策騎出賽 : 0-0-0

凱明神駒 (2002, 名次：6)

再創高峰 (1999, 名次：13)

范德保 (0)
都爾 (0)

2 次策騎出賽  : 0-0-0

告東尼 (3)

5 次策騎出賽: 0-1-1

睡德福 (2015, 名次：12)

8 次策騎出賽 : 3-0-1

一言為定 (2011, 名次：3)

利好(2008, 名次：8)

有性格 (1995, 名次：1)

勇者無敵 (2009, 名次：9)

老友記 (1994, 名次：3)

天目 (2000, 名次：12)

開心大少 (1993, 名次：6)

春風得意 (1999, 名次：2)

添勝 (1992, 名次：10)

8次策騎出賽 : 1-0-0

世紀至威 (1998, 名次：5)

跑得快 (2006, 名次：13)

金碧輝煌 (1989, 名次：11)

霍達(1)

五五波 (2005, 名次：7)

青城 (1988, 名次：1)

普萊西 (0)

新兩心知 (1987, 名次：1)

1 次策騎出賽 : 0-0-0

時時富裕 (1986, 名次：5)

駿河 (2003, 名次：5)

俊鬥仕 (2011, 名次：11)

特快名駒 (2001, 名次：7)

戴禮(0)

杜嘉達  (0)

輝煌星  (1999, 名次：1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1次策騎出賽: 0-0-0

萬事勝 (1998, 名次：11)

我知幾時 (1997, 名次：12)

帝皇之光 (1987, 名次：4)

蘇兆輝 (0)

鄧迪 (0)

2 次策騎出賽: 0-1-0

6 次策騎出賽 : 0-1-3

巴基之星 (2017, 名次：2)

心心 (1995, 名次：14)

安賞 (2013, 名次：2)

小米周 (2016, 名次：6)

駿達 (1994, 名次：8)

卓越歡騰 (2007, 名次：10)

皇冠統帥 (1993, 名次：10)

豪奪 (2004, 名次：8)

勝利名駒 (2000, 名次：1)

高慈 (0)

3 次策騎出賽: 0-0-0

銀太陽 (2006, 名次：3)
獨步青雲 (2005, 名次：3)
幸運之寶 (2004, 名次：13)
華山綠 (2003, 名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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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爾達 (0)

查爾尼 (0)

李易學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4 次策騎出賽 : 0-0-0

美麗傳奇 (2010, 名次：8)

百看不厭 (1996, 名次：6)

好運之星 (1996, 名次：13)

紀仁安 (1)

簡慧榆 (0)

行運老友 (1993, 名次：13)

1 次策騎出賽 : 1-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上駿 (1992, 名次：14)

雄心威龍 (2011, 名次：1)

君子 (1999, 名次：11)

韓敏 (0)

靳能 (2)

10次策騎出賽 : 2-1-0

1 次策騎出賽: 0-0-0

11 次策騎出賽 : 2-2-0

神奇勇士 (2002, 名次：11)

鑽石月亮 (2002, 名次：12)

明德 (2004, 名次：14)

豪發 (2001, 名次：6)

草原之星 (1995, 名次：13)

李格力 (2)

計得精彩 (2002, 名次：2)

勝感 (2000, 名次：10)

夏禮善 (0)

偶像 (2001, 名次：10)

好好 (1999, 名次：5)

1 次策騎出賽: 0-0-0

功力高 (2000, 名次：9)

告魯夫 (1998, 名次：1)

卓惑 (1986, 名次：6)

察察為明 (1999, 名次：8)

神龍出海 (1997, 名次：10)

勝利雄風 (1997, 名次：2)

多威 (1996, 名次：2)

夏力信 (1)

先見之明 (1996, 名次：1)

御蝦王 (1995, 名次：12)

2 次策騎出賽 : 1-0-0

得天獨厚 (1995, 名次：7)

財運佳 (1994, 名次：7)

流行樂隊 (2000, 名次：13)

天之悅 (1994, 名次：4)

喜蓮之星 (1993, 名次：1)

聖利 (1999, 名次：1)

馬特快 (1993, 名次：7)
生圖 (1992, 名次：1)

1次策騎出賽: 1-0-0

何敬森 (0)

4 次策騎出賽: 0-0-0

雷誠 (1)

金仕芬 (0)

威利高 (1989, 名次：1)

玉峽生輝 (1992, 名次：11)

2 次策騎出賽 : 0-0-0

皇者風範 (1989, 名次：9)

高耀之星 (2001, 名次：8)

李森 (0)

脫穎而出 (1988, 名次：5)

飛快勝 (1999, 名次：7)

3 次策騎出賽 : 0-0-0
香港之光 (1989, 名次：12)

銀影 (1986, 名次：10)
黎海榮 (0)

凱旋至尊 (1988, 名次：13)

何澤堯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依然勁 (1987, 名次：6)

1 次策騎出賽: 0-0-0

戶外名駒 (2011, 名次：7)
勞愛德 (0)

綠色勁駒 (2016, 名次：11)
賴維銘 (0)

4 次策騎出賽 : 0-1-0

賀倫 (0)

3 次策騎出賽 : 0-1-0

花月春風 (2012, 名次：5)

2 次策騎出賽 : 0-0-1

土星 (2004, 名次：10)

軍事攻略 (2011, 名次：2)

松威 (1996, 名次：3)

自家飛 (2003, 名次：2)

喜盛龍 (2010, 名次：12)

聲皷勁鳴 (1995, 名次：9)

我來贏 (2000, 名次：7)

真係寶 (2009, 名次：7)

林嘉成 (0)

羅富全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飛虎山 (1986, 名次：9)

星運威龍 (1994, 名次：9)

稱心滿意 (1989, 名次：14)

劉同安 (0)

麥子直 (0)

1 次策騎出賽: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1

1 次策騎出賽: 0-0-0

威飛勝 (1991, 名次：12)

皇牌之王 (1986, 名次：3)

優惠利率(1986, 名次：7)

浩德 (0)

洪國興 (0)

艾法誠 (0)

2 次策騎出賽 : 0-0-0
東方不敗 (1991, 名次：11)
常山名駒 (1990, 名次：6)

馬安東 (0)

2 次策騎出賽: 0-0-0
原野傳奇 (2004, 名次：4)
䯀駒 (2003, 名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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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佳善 (1)

巫斯義 (3)

冼文諾 (0)

11 次策騎出賽: 1-1-2

23 次策騎出賽 : 3-2-1

1 次策騎出賽: 0-0-0

超級無敵 (2002, 名次：7)

大雄圖 (2017, 名次：10)

工程塑料 (2007, 名次：11)

喜蓮之駒 (2000, 名次：3)

有得威 (2016, 名次：12)

好跑得 (1999, 名次：4)

期惑 (2015, 名次：7)

蘇利雲 (0)

名利多 (1998, 名次：7)

美麗之星 (2014, 名次：8)

1 次策騎出賽 : 0-0-0

奔騰 (1997, 名次：1)

替天行道 (2013, 名次：5)

名固良駒 (1996, 名次：7)

活力先生 (1996, 名次：9)

包裝之寶 (2012, 名次：7)

天潢 (1995, 名次：8)

喜競寶寶 (2011, 名次：8)

福星勇將 (1994, 名次：10)

至勇威龍 (2010, 名次：5)

4 次策騎出賽  : 0-0-0

赤鬥士 (1993, 名次：2)

好計劃 (2009, 名次：12)

軍事行動  (2011, 名次：6)

娛樂之皇 (1992, 名次：3)

永不回望 (2008, 名次：5)

不老傳奇 (2005, 名次：10)

高湖之星 (1991, 名次：10)

俊歡騰 (2007, 名次：2)

小小巫駒 (2004, 名次：11)

終身美麗 (2006, 名次：5)

特區先鋒 (1997, 名次：6)

馬偉昌 (1)

芙蓉鎮 (2005, 名次：9)

6 次策騎出賽: 1-0-1

貝多芬 (2004, 名次：5)

醉必勝 (2013, 名次：9)

勝威旺 (2003, 名次：1)

甜橙 (2012, 名次：3)

丹山神駒 (2002, 名次：10)

何方神聖 (2011, 名次：5)

實業先鋒 (2001, 名次：1)

卓爾非凡 (2010, 名次：13)

實業家 (2000, 名次：4)

君皇鷹 (2009, 名次：11)

友誼錦標 (1999, 名次：6)

奧運精神 (2002, 名次：1)

步步爽 (1996, 名次：8)
馬英雄 (1995, 名次：3)

馬素爾 (0)

一定威 (1994, 名次：1)

4 次策騎出賽 : 0-0-0

輕輕鬆鬆 (1992, 名次：2)

財來四方 (1995, 名次：11)
勝機 (1994, 名次：5)

文羅 (0)

眼鏡之皇 (1993, 名次：5)

5 次策騎出賽  : 0-0-0

緊張大師 (1992, 名次：8)

快嘉福  (1999, 名次：12)
百勝不厭  (1998, 名次：4)

岳禮華 (0)

彭瑪 (0)

4 次策騎出賽: 0-1-0
幸運之寶 (1989, 名次：6)
快達 (1988, 名次：2)
多利名駒 (1987, 名次：7)
金果滿邸 (1986, 名次：4)
佩恩 (0)

2 次策騎出賽: 0-0-0
開心精采 (2004, 名次：6)
長勝燈 (1998, 名次：8)
柏兆雷 (0)

4 次策騎出賽 : 0-0-0
璐悅 (2008, 名次：13)

馬泰斯 (1)

風雲群英 (1996, 名次：5)

1 次策騎出賽 : 1-0-0

嘉君寶(1995, 名次：5)

翠河 (1991, 名次：1)

鼎盛 (1994, 名次：6)

麥道朗 (0)

馬輝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3 次策騎出賽  : 0-0-0

好靚仔 (2014, 名次：4)

幸運之聲 (1991, 名次：9)

2 次策騎出賽 : 1-0-0

太陽能  (1990, 名次：12)

喜蓮之光 (1991, 名次：8)

鑽之寶  (1989, 名次：7)

有料到 (1990, 名次：1)

莫雅 (0)

4 次策騎出賽 : 0-1-0

一定好 (2006, 名次：9)
實業成功 (2004, 名次：7)
加利寶  (2001, 名次：12)
費柏龍 (1)

柏葛 (0)

喜旺寶 (2017, 名次：8)

莫狄 (0)

首飾太陽 (2016, 名次：7)

1 次策騎出賽 : 0-0-0

3 次策騎出賽 : 0-0-0

直震撼 (2015, 名次：2)

魅力之城 (2001, 名次：14)

金銀城 (1994, 名次：13)
神州名駒 (1993, 名次：8)

金秋 (2013, 名次：6)
列高力 (0)
莫雷拉 (1)

2 次策騎出賽: 0-0-0

4 次策騎出賽: 1-1-1

狂野之聲 (2007, 名次：12)

佳龍駒 (2017, 名次：1)

肯定叻 (1998, 名次：13)

智多寶 (1991, 名次：6)

威利加道 (2016, 名次：3)
精彩鬥士 (2015, 名次：11)
步步友 (2014, 名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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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寶 (1)

羅達 (0)

史提芬 (0)

14 次策騎出賽 : 1-1-2

1 次策騎出賽: 0-0-0

1 次策騎出賽: 0-1-0

綫路勇駒 (2017, 名次：9)

步步叻 (2005, 名次：11)

電之星 (1995, 名次：2)

旅遊大哥 (2014, 名次：9)

冼毅力 (0)

薛寶力 (0)

勝哥兒 (2013, 名次：4)

12 次策騎出賽 : 0-0-1

2 次策騎出賽 : 0-0-0

同個世界 (2012, 名次：2)

好先生 (2009, 名次：3)

天合 (2014, 名次：10)

人人興旺 (2011, 名次：9)

勇將軍 (2008, 名次：4)

非常好 (2010, 名次：9)

勇敢小子 (2010, 名次：3)

開心 (2007, 名次：14)

羅馬 (2009, 名次：6)

新力升 (2006, 名次：4)

史永邦 (0)

旺國手  (2008, 名次：8)

富盈 (2005, 名次：14)

4 次策騎出賽: 0-0-2

活力金剛 (2007, 名次：1)

即時勝 (2003, 名次：8)

永順景 (1995, 名次：4)

喜利多 (2006, 名次：6)

正蝦王 (2002, 名次：13)

美好時光 (1994, 名次：11)

叻蝦王 (2005, 名次：12)

欖球精英 (2000, 名次：11)

電之寶 (1990, 名次：3)

好利多 (2004, 名次：3)

駿仕 (1999, 名次：14)

星之皇 (1989, 名次：3)

赤道小子 (2003, 名次：9)

森泉 (1998, 名次：12)

準備就緒 (2015, 名次：10)

威利威 (1997, 名次：13)
潘頓 (1)

金如意 (1994, 名次：12)

7 次策騎出賽 : 1-1-2

田泰安 (0)

4 次策騎出賽 : 0-0-0
劍斷浪  (2017, 名次：12)

美麗傳承 (2017, 名次：3)

桑迪斯 (0)

凱旋生輝 (2016, 名次：2)

1 次策騎出賽: 0-0-0

酷男 (2015, 名次：8)

戰利品 (2015, 名次：1)

凱駿 (2005, 名次：13)

慣勝福星 (2014, 名次：13)

自由式 (2013, 名次：8)

史卓豐 (0)

湯寶森 (0)

曬冷王 (2012, 名次：4)

1 次策騎出賽: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色彩傳奇 (2009, 名次：13)

代代為王 (2016, 名次：4)

雀躍君子 (1993, 名次：12)

昆霑誠 (0)

史科菲 (0)

唐敏生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0-0-0

2 次策騎出賽 : 0-0-0

名馬  (2000, 名次：6)

百利旺 (2006, 名次：14)

金威 (1991, 名次：7)

羅理雅 (0)

薛恩 (0)

2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戴利 (0)

四季旺(2017, 名次：4)

摩高一丈 (2016, 名次：10)

4 次策騎出賽 : 0-0-0

東方快車 (2016, 名次：9)

信利多 (2014, 名次：3)

金鑰匙 (1990, 名次：4)

詠彩繽紛(2015, 名次：9)

天嘉 (1993, 名次：9)
蘇銘倫 (1)

添姿采 (1992, 名次：6)

列特 (0)

7 次策騎出賽: 1-2-0

好成績 (1991, 名次：5)

1 次策騎出賽: 0-0-0

王者無敵 (2015, 名次：13)

凱旋燈 (1990, 名次：9)

剛毅(1992, 名次：13)

火紅人 (2014, 名次：5)
自由好 (2009, 名次：2)

丁冠豪 (0)

李寶利 (0)

喜聚寶 (2008, 名次：2)

4 次策騎出賽 : 0-0-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爆炸  (2007, 名次：9)

紅辣椒 (2001, 名次：4)

名駒(2012, 名次：14)

爆冷 (2006, 名次：1)

眼鏡特色 (1997, 名次：8)

力奇之星 (2003, 名次：6)

神威金剛 (1995, 名次：10)

魯賓遜 (0)

高招數 (1994, 名次：14)

5 次策騎出賽: 0-1-1

史卓棟 (0)

原居民 (1997, 名次：3)

1 次策騎出賽: 0-0-0

馬萬靈 (1992, 名次：9)

小子威威 (1997, 名次：4)

幸運威龍 (1990, 名次：10)
心多 (1989, 名次：2)
贏得威 (1988, 名次：9)

23

2017 / 2018 年度賽事概覽

香港打吡大賽參賽騎師

(自1986年起)

曾超祺  (0)

韋達 (3)

胡活士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20 次策騎出賽 : 3-1-1

8 次策騎出賽 : 0-1-1

妙手回春 (1997, 名次：11)

喜蓮彩星 (2017, 名次：5)

多利高 (2002, 名次：3)

軍勇戰神 (2016, 名次：13)

安驊  (1998, 名次：2)

謝展鵠 (0)

大印銀紙 (2015, 名次：5)

聖袍德 (1992, 名次：7)

4次策騎出賽: 0-0-1

隨心隨意 (2014, 名次：12)

猛龍船 (1991, 名次：4)

力活寶 (1996, 名次：14)

事事為王 (2013, 名次：1)

財得 (1990, 名次：11)

銀箭 (1993, 名次：11)

陽明飛飛 (2012, 名次：1)

奇兵 (1989, 名次：5)

嘉橋 (1992, 名次：4)

滿地寶 (2011, 名次：13)

意利高 (1988, 名次：12)

必易勝 (1991, 名次：3)

極品絲綢 (2010, 名次：1)

掌聲 (1986, 名次：8)

再豐裕  (2009, 名次：5)
謝偉豪(0)

大腦(2008, 名次：7)

楊明綸 (0)

2次策騎出賽 : 0-0-0

寶樹勁盈 (2007, 名次：5)

1 次策騎出賽: 0-0-0

建安 (1991, 名次：14)

好爸爸 (2006, 名次：8)

牛精仔 (2014, 名次：14)

天寶霸 (1988, 名次：8)

勁將軍 (2005, 名次：6)
勁闖 (2004, 名次：2)

徐貴良 (0)

4 次策騎出賽 : 0-1-0
及時而出 (1990, 名次：2)
鋼王 (1989, 名次：13)
新寶 (1988, 名次：6)
綽綽有餘 (1986, 名次：11)
范雲斯  (0)

1 次策騎出賽 : 0-1-0
飛躍舞士 (1987, 名次：2)
華卓良 (0)

2 次策騎出賽 : 0-0-1
鑽石先鋒 (1989, 名次：10)
大團圓 (1988, 名次：3)

祝福 (2003, 名次：10)
好望角 (2002, 名次：14)
好運氣氛 (2001, 名次：9)
勁歌(2000, 名次：5)
必全勝 (1999, 名次：3)
電子領域  (1998, 名次：9)

嚴顯強 (0)

1 次策騎出賽: 0-0-0
威驊(1997, 名次：9)
葉楚航 (0)

1 次策騎出賽: 0-0-0
馬迷之寶 (1988, 名次：11)

韋紀力 (0)

9 次策騎出賽 : 0-1-0
哈蝦巴爸 (2017, 名次：7)
華美之星 (2013, 名次：11)
軍事出擊 (2012, 名次：6)
陽明好好 (2010, 名次：10)
皇仁飛駒 (2007, 名次：6)
閃電 (2005, 名次：8)
星運爵士 (2004, 名次：9)
真奇妙 (2003, 名次：11)
原動力 (2001, 名次：2)
韋利信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南山寶 (1987, 名次：8)
韋健仕 (0)

1 次策騎出賽 : 0-0-0
按得快(2009, 名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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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馬數目最多練馬師及騎師
(自1971年起)

頭馬數目最多騎師

頭馬數目最多練馬師

告東尼

4

約翰摩亞

6

巫斯義

3

簡炳墀

5

韋達

3

愛倫

3

鄭棣池

2

賓康

2

高雅志

2

布朗

2

魏德禮

2

鄭棣池

2

靳能

2

朱寶明

2

李格力

2

告東尼

2

摩加利

2

苗禮德

2

畢奇

2

佐治摩亞

2

蔡約翰

2

蘇芬諾夫

2

25

2017 / 2018 年度賽事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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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