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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倫   

1: 0-0-0   

沙比奧 1997 女皇盃 第5名 

   

   

安國倫   

3: 0-0-0   

天才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爪皇豪火 2013 女皇盃 第10名 

卡達聖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4名 

   

   

阿沙哈   

1: 0-0-0   

滑翔 1996 女皇盃 第9名 

   

   

巴蓮達   

1: 0-0-0   

消息 1999 女皇盃 第11名 

   

   

百士德   

1: 0-0-0   

多利收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白德民 (2冠) 

10: 2-2-1   

爆冷 2011 女皇盃 第5名 

軍事攻略 2011 冠軍一哩賽 冠軍 

閒話一句 2010 女皇盃 第6名 

步步穩 2010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爆冷 2009 女皇盃 亞軍 

閒話一句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爆冷 2008 女皇盃 季軍 

勝利飛駒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爆炸 2007 女皇盃 第9名 

勝利飛駒 2007 冠軍一哩賽 亞軍 

   

   

貝湯美 (3冠) 

11: 3-0-4   

新力風 2017 主席短途獎 季軍 

喜蓮獎星 2017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威爾頓 2017 女皇盃 第8名 

駿馬名駒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尚多湖 2016 主席短途獎 冠軍 

威爾頓 2016 女皇盃 第5名 

花月春風 2015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喜蓮歡星 2015 女皇盃 第8名 

花月春風 2014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威爾頓 2014 女皇盃 冠軍 

軍事出擊 2013 女皇盃 冠軍 

   

   

布朗潘   

1: 0-0-0   

雲雀 2006 女皇盃 第12名 

   

   

龐利萊   

1: 0-0-0   

辣手女郎 2002 女皇盃 第9名 

   

   

薄奇能   

1: 0-0-0   

時尚風采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布文 (2冠)   

7: 2-0-1   

幸運如意 2017 主席短途獎 冠軍 

縱橫大地 2017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明月千里 2017 女皇盃 季軍 

明月千里 2016 女皇盃 冠軍 

紅色禮物 2015 女皇盃 第11名 

火紅人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同個世界 2014 女皇盃 第7名 

   

   

白布朗   

1: 0-0-0   

芙蓉鎮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白博萊   

1: 0-0-0   

緩衝之計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4名 

   

   

郭能 (1冠)   

9: 1-1-2   

幸福指數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5名 

將男 2017 女皇盃 第4名 

美麗大師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龍城勇將 2016 主席短途獎 季軍 

將男 2016 女皇盃 季軍 

駿馬名駒 2015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將男 2015 女皇盃 冠軍 

將男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包裝博士 2014 女皇盃 第6名 

   

   

賈善達   

1: 0-0-0   

天降大任 1996 女皇盃 第5名 

   

   

蔡明紹   

9: 0-3-1   

美麗之星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幸福指數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3名 

加州萬里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喜蓮標緻 2013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加州萬里 2013 女皇盃 亞軍 

締造美麗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加州萬里 2012 女皇盃 第5名 

加州萬里 2011 女皇盃 亞軍 

締造美麗 2010 冠軍一哩賽 季軍 

   

鄭雨滇   

1: 0-0-0   

綠色駿馬 2006 女皇盃 第8名 

   

   

千葉津代士   

1: 0-0-0   

大宇宙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查汝誠   

2: 0-0-1   

開心人 1996 女皇盃 第12名 

開心人 1995 女皇盃 季軍 

   

   

錢健明   

2: 0-0-1   

高見 2004 女皇盃 季軍 

瀟洒勇士 1997 女皇盃 第12名 

   

   

蔡鎮威   

1: 0-0-0   

北地烈馬 1995 女皇盃 第11名 

   

   

郭立基   

2: 0-0-0   

新力勁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魔法幻影 2012 女皇盃 第7名 

   

   

祈普敦   

1: 0-0-0   

飛來猛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7名 

   

   

高雅志   

20: 0-3-2   

精彩日子 2012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威利旺旺 2010 女皇盃 第7名 

再領風騷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絕塵 2009 女皇盃 第9名 

再領風騷 2009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喜蓮福星 2008 女皇盃 第8名 

俊歡騰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小武士 2007 女皇盃 第4名 

精英大師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金碧明珠 2006 女皇盃 第9名 

精英大師 2005 冠軍一哩賽 亞軍 

金碧明珠 2005 女皇盃 季軍 

幸運馬主 2004 女皇盃 第6名 

高山名望 2003 女皇盃 第9名 

原居民 2002 女皇盃 季軍 

電子麒麟 2001 女皇盃 第4名 

歡騰 2000 女皇盃 第8名 

必全勝 1999 女皇盃 第8名 

百勝威 1998 女皇盃 第10名 

有性格 1996 女皇盃 拉停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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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詩燕   

1: 0-0-0   

詞滙集 2000 女皇盃 第10名 

   

   

告東尼   

1: 0-0-0   

有性格 1995 女皇盃 第5名 

   

   

戴禮   

1: 0-0-0   

吸引力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蘇兆輝   

3: 0-1-0   

巴基之星 2017 女皇盃 亞軍 

詩詞歌賦 2013 女皇盃 第4名 

非洲傳說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杜鵬志 (1冠) 

5: 1-1-1   

民族英雄 2014 女皇盃 季軍 

瑰麗珍寶 2013 女皇盃 第8名 

爪皇凌雨 2007 女皇盃 亞軍 

祝福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爪皇凌雨 2005 女皇盃 冠軍 

   

   

杜滿萊   

1: 0-0-1   

榮進閃耀 2013 女皇盃 季軍 

   

   

戴圖理 (1冠) 

9: 1-0-2   

亞歷山大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占卜 2006 女皇盃 季軍 

威武神駒 2002 女皇盃 第5名 

信必勝 2001 女皇盃 第12名 

醒目掃描 2000 女皇盃 第6名 

清澈 1999 女皇盃 第6名 

星之鎮 1998 女皇盃 第6名 

美好年華 1997 女皇盃 季軍 

奧發布萊 1996 女皇盃 冠軍 

   

   

杜利萊 (1冠) 

19: 1-1-0   

驌龍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神聖衛士 2014 女皇盃 第9名 

大運財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魔法幻影 2013 女皇盃 第9名 

君子一言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3名 

續領風騷 2012 女皇盃 第4名 

包裝大師 2011 女皇盃 第10名 

新力勁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勝眼光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鬥牛城 2009 女皇盃 第4名 

首飾奇寶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希臘寶馬 2008 女皇盃 亞軍 

杜利萊 (續) 

好爸爸 2008 冠軍一哩賽 冠軍 

好爸爸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開心精采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13名 

開心精采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開心精采 2005 女皇盃 第12名 

牛精福星 2004 女皇盃 第10名 

奧卡萬戈 2002 女皇盃 第10名 

   

   

都爾   

4: 0-0-0   

至勇威龍 2011 女皇盃 第14名 

新力勁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天目 2000 女皇盃 第12名 

萬事勝 1998 女皇盃 第11名 

   

   

杜俊誠   

1: 0-0-0   

都市風光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鄧迪   

7: 0-0-1   

飛銀動力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星運爵士 2007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天仲之寶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祝福 2006 女皇盃 第7名 

獨步青雲 2005 女皇盃 第8名 

喜蓮精神 2003 女皇盃 第11名 

喜蓮精神 2002 女皇盃 第13名 

   

   

戴馬田   

1: 0-0-0   

鳳凰烈焰 2005 女皇盃 第5名 

   

   

戴勝   

7: 0-0-1   

勝利飛駒 2006 冠軍一哩賽 季軍 

風雲小子 2006 女皇盃 第4名 

星運爵士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勝威旺 2005 女皇盃 第10名 

祝福 2004 女皇盃 第4名 

心願 2003 女皇盃 第8名 

喜蓮精神 2001 女皇盃 第7名 

   

   

蛯名正義   

3: 0-0-0   

梵高藝展 2008 女皇盃 第6名 

盛高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富士山 1995 女皇盃 第10名 

   

   

魏達禮   

1: 0-0-0   

利而猛 1996 女皇盃 第4名 

   

   

   

易根   

1: 0-0-0   

大利多 2001 女皇盃 第6名 

   

   

范德保   

1: 0-0-0   

捷達河 2011 女皇盃 第6名 

   

   

霍勵賢   

1: 0-0-0   

續領風騷 2013 女皇盃 第12名 

   

   

霍達   

5: 0-0-0   

金碧明珠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石磨藍 2004 女皇盃 第9名 

駿河 2003 女皇盃 第4名 

實業先鋒 2001 女皇盃 第10名 

勝利名駒 2000 女皇盃 第5名 

   

   

福永祐一 (2冠) 

4: 2-1-0   

善得福 2015 女皇盃 亞軍 

神威啟示 2014 女皇盃 第4名 

榮進寶蹄 2003 女皇盃 冠軍 

榮進寶蹄 2002 女皇盃 冠軍 

   

   

高慈   

1: 0-0-0   

真威 1995 女皇盃 第8名 

   

   

後藤浩輝   

1: 0-0-0   

永通達 2010 女皇盃 第4名 

   

   

夏禮善   

1: 0-0-0   

潛力之星 1996 女皇盃 第8名 

   

   

夏力信   

2: 0-0-1   

奔騰 2001 女皇盃 第5名 

掌門 2000 女皇盃 季軍 

   

   

向寶善   

1: 0-0-0   

精靈爵士 2008 女皇盃 第11名 

   

   

何柏德   

1: 0-1-0   

沙比奧 1996 女皇盃 亞軍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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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澤堯   

1: 0-0-0   

準備就緒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賀倫   

2: 0-0-0   

挪威舞者 2006 女皇盃 第13名 

翡翠時代 1996 女皇盃 第11名 

   

   

姚漢新   

1: 0-0-0   

財運佳 1996 女皇盃 第13名 

   

   

靳能 (3冠)   

3: 3-0-0   

爆冷 2007 女皇盃 冠軍 

步步穩 2007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紅主教 1995 女皇盃 冠軍 

   

   

金仕芬   

2: 0-0-0   

電子麒麟 2000 女皇盃 第7名 

巴利亞 1999 女皇盃 第9名 

   

   

黎海榮   

1: 0-0-0   

好先生 2010 女皇盃 第8名 

   

   

賴維銘   

3: 0-0-0   

勝眼光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自家飛 2003 女皇盃 第7名 

我來贏 2000 女皇盃 第13名 

   

   

連達文   

2: 0-0-0   

有得威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10名 

浪漫昇華 2016 女皇盃 第10名 

   

   

李格力   

8: 0-1-1   

明太祖 2002 女皇盃 第11名 

發射 2001 女皇盃 第13名 

消息 2000 女皇盃 第11名 

雲中龍 1999 女皇盃 第12名 

告魯夫 1998 女皇盃 季軍 

艾維東 1997 女皇盃 第11名 

喜蓮之星 1996 女皇盃 第10名 

快樂錢 1995 女皇盃 亞軍 

   

   

梁家俊   

3: 0-0-0   

龍城勇將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9名 

神舟小子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7名 

梁家俊 (續)   

同個世界 2015 女皇盃 第12名 

   

   

勞愛德   

4: 0-0-0   

步步穩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卡達聖 2011 女皇盃 第12名 

好爸爸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14名 

大腦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馬安東 (1冠) 

3: 1-1-0   

繽紛會 2014 冠軍一哩賽 冠軍 

土星 2004 女皇盃 第7名 

百勝威 1997 女皇盃 亞軍 

   

   

馬佳善   

5: 0-0-1   

原居民 2000 女皇盃 第4名 

原居民 1998 女皇盃 第4名 

奔騰 1997 女皇盃 第4名 

百勝威 1996 女皇盃 季軍 

艾安尼奧 1995 女皇盃 第6名 

   

   

馬素爾   

1: 0-0-0   

翠河 1995 女皇盃 第9名 

   

   

馬偉昌 (3冠) 

18: 3-1-4   

花月春風 2013 冠軍一哩賽 冠軍 

醉必勝 2013 女皇盃 第13名 

讚惑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甜橙 2012 女皇盃 季軍 

火龍駒 2011 女皇盃 季軍 

自由好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爆冷 2010 女皇盃 冠軍 

好爸爸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大腦 2009 冠軍一哩賽 季軍 

西方啟示 2007 女皇盃 第6名 

加倍好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勝喜利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幻彩光華 2006 女皇盃 冠軍 

格雷客棧 2005 女皇盃 亞軍 

正路 2004 女皇盃 第5名 

掌門 2003 女皇盃 第6名 

奧運精神 2002 女皇盃 第8名 

原居民 2001 女皇盃 季軍 

   

   

麥道朗 (1冠) 

4: 1-0-0   

安全檢查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新力風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6名 

軍事攻略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軍事攻略 2012 冠軍一哩賽 冠軍 

   

   

摩加利   

1: 0-0-0   

登峯造極 1997 女皇盃 第14名 

   

   

莫雅 (1冠)   

6: 1-0-0   

高地之舞 2016 女皇盃 第8名 

鬥牛城 2012 女皇盃 第8名 

百威勝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百威勝 2010 女皇盃 第5名 

自由好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百威勝 2009 女皇盃 冠軍 

   

   

莫雷拉 (3冠) 

10: 3-3-0   

紅衣醒神 2017 主席短途獎 亞軍 

佳龍駒 2017 冠軍一哩賽 拉停 

新寫實派 2017 女皇盃 冠軍 

滿樂時 2016 冠軍一哩賽 冠軍 

澳斯卡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0名 

朗日清天 2016 女皇盃 第4名 

步步友 2015 冠軍一哩賽 冠軍 

威爾頓 2015 女皇盃 第4名 

步步友 2014 冠軍一哩賽 亞軍 

軍事出擊 2014 女皇盃 亞軍 

   

   

巫斯義 (2冠) 

19: 2-4-2   

包裝奔馳 2016 冠軍一哩賽 季軍 

一寶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1名 

多名利 2014 女皇盃 第8名 

滿綵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好先生 2011 女皇盃 第9名 

締造美麗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牛精福星 2008 冠軍一哩賽 季軍 

俊歡騰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新力升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爆冷 2006 女皇盃 第6名 

牛精福星 2005 冠軍一哩賽 冠軍 

好利多 2005 女皇盃 第13名 

勝威旺 2004 女皇盃 亞軍 

勝威旺 2003 女皇盃 亞軍 

神彩金剛 2002 女皇盃 第12名 

雞尾酒 2001 女皇盃 亞軍 

雞尾酒 2000 女皇盃 亞軍 

雞尾酒 1999 女皇盃 冠軍 

電之星 1995 女皇盃 第12名 

   

   

萬成   

1: 0-0-0   

高智慧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文羅 (1冠)   

5: 1-0-0   

實業家 2000 女皇盃 冠軍 

森林王子 1999 女皇盃 第7名 

馬神 1998 女皇盃 第8名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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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 (續)   

原居民 1997 女皇盃 第10名 

皇家點心 1995 女皇盃 第4名 

   

   

莫狄   

1: 0-0-0   

勝喜利 2007 女皇盃 第10名 

   

   

列高力   

1: 0-0-0   

名利多 1998 女皇盃 第7名 

   

   

勞倫   

1: 0-0-0   

國王玫瑰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冼文諾   

1: 0-0-0   

爆炸 2008 女皇盃 第10名 

   

   

歐道樂   

1: 0-0-0   

瑰寶灘 2013 女皇盃 第11名 

   

   

岳禮華   

2: 0-0-0   

西國浪人 2011 女皇盃 第8名 

步步穩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13名 

   

   

蘇利雲   

2: 0-0-0   

麥古爾 1996 女皇盃 第7名 

嘉君寶 1995 女皇盃 第13名 

   

   

柏士祺   

1: 0-0-0   

烈日當空 2015 女皇盃 第10名 

   

   

佩恩   

4: 0-1-0   

高山名望 2004 女皇盃 第8名 

加泰隆尼 1999 女皇盃 第4名 

唯利 1998 女皇盃 亞軍 

完美境界 1997 女皇盃 第7名 

   

   

柏祖誠   

2: 0-0-1   

寶伶俐 2004 女皇盃 第13名 

寶伶俐 2003 女皇盃 季軍 

   

   

   

   

柏兆雷   

6: 0-0-0   

心意傳達 2017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民間智慧 2017 女皇盃 第7名 

大印銀紙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大運財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4名 

包裝鬥士 2015 女皇盃 第5名 

庭園華座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柏寶 (3冠)   

27: 3-4-3   

華恩庭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6名 

詠彩繽紛 2017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美國聯邦 2017 女皇盃 第5名 

詠彩繽紛 2016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幸運如意 2016 主席短途獎 亞軍 

喜蓮巨星 2016 女皇盃 第13名 

軍事出擊 2015 女皇盃 第7名 

續領風騷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4名 

包裝博士 2013 冠軍一哩賽 季軍 

自由好 2013 女皇盃 第7名 

天久 2012 冠軍一哩賽 季軍 

自由好 2012 女皇盃 亞軍 

魔法幻影 2011 女皇盃 第4名 

天久 2011 冠軍一哩賽 亞軍 

首飾奇寶 2010 女皇盃 第9名 

君子一言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牛精財星 2009 女皇盃 第10名 

勝眼光 2009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牛精財星 2008 女皇盃 第9名 

綠色駿威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活力金剛 2007 女皇盃 第7名 

牛精福星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牛精福星 2006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牛精福星 2006 女皇盃 第5名 

好利多 2005 冠軍一哩賽 季軍 

牛精福星 2005 女皇盃 第6名 

好利多 2004 女皇盃 第11名 

   

   

潘頓   

15: 0-2-0   

美麗大師 2017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天才 2017 女皇盃 第6名 

小河彎彎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友瑩格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8名 

里見皇冠 2016 女皇盃 第12名 

戰利品 2015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拜倫勳爵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信利多 2014 女皇盃 第5名 

雄心威龍 2013 女皇盃 第6名 

好先生 2012 女皇盃 第11名 

沙貝利 2011 女皇盃 第7名 

共創未來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友誼至上 2010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友誼至上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大腦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羅理雅   

4: 0-1-0   

誰可拼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華恩庭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5名 

軍事出擊 2016 女皇盃 亞軍 

遨飛星叢 2005 女皇盃 第9名 

   

   

李寶利 (1冠) 

2: 1-0-0   

馬勝威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統治地位 2012 女皇盃 冠軍 

   

   

羅達   

2: 0-0-0   

獅子之王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勁闖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賽米   

1: 0-0-0   

奧蘇 1998 女皇盃 第9名 

   

   

冼毅力   

11: 0-1-0   

包裝大師 2009 女皇盃 第5名 

好利威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步步穩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詩情畫意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自由行 2006 女皇盃 亞軍 

掌門 2001 女皇盃 第9名 

奔騰 2000 女皇盃 第9名 

奔騰 1999 女皇盃 第5名 

先見之明 1998 女皇盃 第5名 

多威 1997 女皇盃 第6名 

金銀城 1996 女皇盃 第6名 

   

   

坂本勝美   

1: 0-0-0   

礦橋 1997 女皇盃 第9名 

   

   

宋卓時   

1: 0-0-1   

告魯夫 1999 女皇盃 季軍 

   

   

史卓豐   

1: 0-0-0   

澳斯卡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4名 

   

   

史科菲 (1冠) 

6: 1-0-0   

威特靈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駿河 2006 女皇盃 第10名 

風雲小子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風雲小子 2005 女皇盃 第4名 

駿河 2004 女皇盃 冠軍 

紅辣椒 2003 女皇盃 第5名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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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凱文 (1冠) 

7: 1-0-0   

果敢決斷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納遜子爵 2012 女皇盃 第12名 

雕塑家 2009 女皇盃 第6名 

歌功頌德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雕塑家 2008 女皇盃 冠軍 

壽司先生 2007 女皇盃 第5名 

凌駕力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施樂恒   

1: 0-0-0   

萬能王子 2002 女皇盃 第4名 

   

   

柴田大知   

1: 0-0-0   

欣喜之淚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四位洋文   

2: 0-1-0   

愛麗數碼 2002 女皇盃 亞軍 

舞伴 1997 女皇盃 第8名 

   

   

薛恩   

1: 0-0-0   

喜蓮歡星 2016 女皇盃 第7名 

   

   

史偉恩   

1: 0-0-0   

閒話一句 2012 女皇盃 第13名 

   

   

蘇銘倫   

5: 0-1-2   

果敢決斷 2011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壁虎夢 2010 女皇盃 亞軍 

歌功頌德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自由好 2009 女皇盃 季軍 

好爸爸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史賓沙   

2: 0-0-0   

瑰寶灘 2012 女皇盃 第9名 

音樂廳 2011 女皇盃 第11名 

   

   

薛達祺   

3: 0-0-0   

佳駿龍 2008 女皇盃 第5名 

易博來 2005 女皇盃 第7名 

西單路 2001 女皇盃 第8名 

   

   

史提芬   

1: 0-0-0   

翡翠時代 1995 女皇盃 第7名 

   

史卓棟   

2: 0-0-0   

何方神聖 2011 女皇盃 第13名 

城市福將 1997 女皇盃 第13名 

   

   

薛寶力 (1冠) 

5: 1-0-0   

喜蓮標緻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3名 

霸王神駒 2013 女皇盃 第14名 

滿綵 2012 女皇盃 第6名 

沙拉芬 2004 女皇盃 第12名 

星運來 2001 女皇盃 冠軍 

   

   

武豊   

2: 0-0-1   

新紀錄 2016 女皇盃 第6名 

賞月 2007 女皇盃 季軍 

   

   

田泰安   

8: 0-0-0   

首飾太陽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8名 

極地風暴 2017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積多福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2名 

馬上發財 2016 女皇盃 第11名 

驌龍 2015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加州萬里 2015 女皇盃 第9名 

精彩日子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再自由 2014 女皇盃 第10名 

   

   

湯文昇   

1: 0-0-0   

音樂感 2008 女皇盃 第7名 

   

   

杜漢培   

1: 0-0-0   

潛修客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韋達 (3冠)   

29: 3-3-1   

蒙古週末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9名 

傲騰作 2016 女皇盃 第9名 

風花雪月 2015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喜蓮巨星 2015 女皇盃 第6名 

大運財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精彩日子 2013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事事為王 2013 女皇盃 第5名 

雄心威龍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陽明飛飛 2012 女皇盃 第10名 

雄心威龍 2011 女皇盃 冠軍 

勇敢小子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極品絲綢 2010 女皇盃 季軍 

勇敢小子 2010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再豐裕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包裝大師 2008 女皇盃 第4名 

好利威 2008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寶樹勁盈 2007 女皇盃 第8名 

賭場王子 2007 冠軍一哩賽 第9名 

韋達 (續)   

活力寶蹄 2006 冠軍一哩賽 亞軍 

機靈爵士 2006 女皇盃 第11名 

獨步青雲 2005 冠軍一哩賽 第13名 

百萬大軍 2005 女皇盃 第11名 

勁闖 2004 女皇盃 第14名 

計得精彩 2003 女皇盃 第10名 

豪情快勝 2002 女皇盃 第6名 

偶像 2001 女皇盃 第11名 

原居民 1999 女皇盃 亞軍 

奔騰 1998 女皇盃 冠軍 

倫敦新聞 1997 女皇盃 冠軍 

   

   

韋紀力   

5: 0-0-1   

模範駒 2015 女皇盃 季軍 

利可來 2009 女皇盃 第8名 

利可來 2006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頑皮 2003 女皇盃 第12名 

偶像 2002 女皇盃 第14名 

   

   

胡活士   

1: 0-0-0   

安驊 1999 女皇盃 第10名 

   

   

楊啟棠   

1: 0-0-0   

爆炸 2009 女皇盃 第7名 

   

   

嚴顯強   

2: 0-0-0   

計得精彩 2002 女皇盃 第7名 

天之悅 1995 女皇盃 第14名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