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琴表香港盃 
 
賽事總獎金：25,000,000 港元 
 
國際一級賽 草地 2000 米 
 
2014 年 12 月 14 日 
 
浪琴表香港盃於創辦時稱為香港邀請盃，其後曾易名為香港國際盃。此賽堪稱

香港賽馬在近四分一世紀內蓬勃發展的最佳見證。於 1988 年首次舉行時，賽事

的總獎金僅為一百五十萬港元，到今年，獎金數目已大增超過十五倍，達至二

千五百萬港元，令此賽成為現今全球獎金第二高的 2000 米草地大賽，亦毋庸置

疑是其中一場最重要的中距離大賽。 
 
此賽創辦時所跑途程為 1800 米，自 1999 年起改為 2000 米，直至現在。 
 
自「飛躍舞士」於 1988 年攻下首屆香港盃之後，香港賽駒再曾七奪此賽冠軍，

當中五次是自從此賽於 1999 年獲升格為國際一級賽後取得。其中由告東尼訓練

的「加州萬里」 於 2011 年及 2012 年連續勝出此賽，亦是迄今唯一能兩度揚威

香港盃的賽駒。去年，由高伯新訓練的「事事為王」贏得此賽殊榮，為本地賽

駒在香港盃錄得三連勝。 
 
自 2000 年以來，在香港盃摘桂的海外賽駒，除了一匹「飛鷹山」外，其餘均能

在香港揚威的同一年勝出至少一項一級賽。當中「飛雪仙蹤」於 2010 年征戰沙

田並高奏凱歌之前，是歐洲雙料經典賽盟主，先後在英國葉森及愛爾蘭的橡樹

大賽中報捷。而在法國接受訓練的「萬千景象」及「自豪」，則是另外兩匹英

國頂級賽事頭馬而其後能於香港再下一城，其中「萬千景象」於 2009 年的皇家

雅士谷賽期勇奪威爾斯親王錦標，「自豪」則於 2006 年在法國凱旋門大賽中跑

入一席接近的亞軍後，翌仗即能在新市場的英國冠軍錦標掄元，並繼而捧走香

港盃。 
 
除了「自豪」外，2004 年香港盃冠軍「歷山金駒」，亦在出征香港之前曾在法

國凱旋門大賽日交出好成績，勝出歌劇錦標。2003 年的「飛霸」，以及 2007
年的高多芬旗下良駒「威滿蹄」，均在沙田稱雄前在英國雅士谷的一哩大賽女

皇伊利沙伯二世錦標中脫穎而出。另一匹隸屬高多芬馬房的香港盃盟主「奇異

光芒」，於 2000 年卻循另一路線進軍香港，牠先在美國的貝蒙園攻下一級賽鬥

士錦標，再於同年在香港盃奪魁。「愛麗數碼」則於 2001 年勝出在東京舉行的

一級賽秋季天皇賞，繼而成為歷來第三匹能在香港盃中傳來捷報的日本賽駒。 
 
 
檔位因素 
歷屆賽事中，自第 1、8 及 9 檔起步的賽駒，各有 4 匹能在香港盃中掄元。此賽

自於 1999 年改於 2000 米途程上舉行後，抽得第 1 檔及第 12 檔的賽駒頭馬成績

最佳，各勝出三次，而最近三屆此賽頭馬，均自第 1 檔出閘。在以往合共二十

七屆香港盃中，抽得第 3、6、11 及 14 檔的賽駒未嘗在此賽中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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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以來在香港盃取勝的海外賽駒及其在同年的主要一級賽頭馬 
 
年份 馬匹 同年的一級賽勝利 
2010  飛雪仙蹤(英) 葉森橡樹大賽、愛爾蘭橡樹大賽、

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紀念盃   
2009 萬千景象(法) 威爾斯親王錦標、根利錦標 

 
2008  飛鷹山(南非) (無) 

 
2007  威滿蹄(阿聯酋) 女皇安妮錦標、女皇伊利沙伯二世

錦標、薩塞克斯錦標 
2006 自豪(法) 英國冠軍錦標、聖格盧大賽 
2004 歷山金駒(愛) 歌劇錦標 
2003 飛霸(英) 日蝕大賽, 朱德望國際錦標, 女皇伊

利沙伯二世錦標, 伊斯巴翰錦標 
2001 愛麗數碼(日) 秋季天皇賞、一哩冠軍南部盃(日本

一級賽-泥地) 
2000 奇異光芒(阿聯酋) 鬥士錦標 
1999 雞尾酒(法) (無) 
 
 
頭馬賠率 
獨贏派彩最低頭馬：2003 年「飛霸」(1.7 倍) 
獨贏派彩最高頭馬：1989 年 12 月「灰色侵略」(73 倍) 
 
由於參戰的海外賽駒均有上佳往績為據，因此過去九屆此賽頭馬賽前均備受投

注人士追捧，牠們的獨贏賠率均在七倍或以下。歷來二十七屆香港盃賽事，大

熱門合共勝出八屆。對上一次由冷門賽駒贏得錦標，要數 2004 年「歷山金駒」

以 22 倍奪魁。紐西蘭代表「灰色侵略」，於 1989 年 12 月以 73 倍的大冷門身

分攻下第三屆香港盃，至今仍然是此賽的最高獨贏派彩紀錄。 
 
頭馬年齡 
過去二十七匹香港盃頭馬中，佔了二十一匹是在四歲或五歲之齡奪標。迄今只

有 2004 年的「歷山金駒」及 2010 年的「飛雪仙蹤」兩匹佳駟以三歲之齡摘下

香港盃。首匹為日本代表捧走此賽冠軍獎盃的「富士山」，於 1995 年揚威沙田

之時正值七歲，是歷來所有香港盃頭馬中最年長的一駒。 

 

馬齡 勝出次數 

3 歲 2 

4 歲 12 

5 歲 9 
6 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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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歲 1 

 

香港盃參賽練馬師、騎師及馬主 
國際知名的馬主如穆罕默德酋長及其家族旗下的高多芬馬房、吉田照哉以至頂

尖騎練如戴圖理、靳能、蘇萊、羅迪普及鮑爾傑等，均曾在此項享負盛名的國

際賽事中取得佳績，當中戴圖理及本地馬壇傳奇告東尼更是此賽成績最佳的騎

練，各勝出三次，前者除了於 2000 年及 2007 年分別主策同屬高多芬旗下的

「奇異光芒」及「威滿蹄」奏凱而回外，亦於 2003 年夥拍由古萬尼訓練的「飛

霸」勇奪錦標；而告東尼早在 1989 年 1 月便以騎師身分夥拍新加坡代表「殖民

首長」在此賽中掄元，轉任練馬師後則憑「加州萬里」於 2011 年及 2012 年連

勝兩屆香港盃。 
 
香港盃 – 練馬師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蘇萊 – 「奇異光芒」 (2000 年)，「威滿蹄」 (2007 年) 
告東尼 – 「加州萬里」 (2011、2012 年) 
 
1 次冠軍 
愛倫 – 「殖民首長」 (1989 年 1 月) 
鮑爾傑 – 「歷山金駒」 (2004 年) 
郭拉克 – 「灰色侵略」 (1989 年 12 月) 
古萬尼 – 「飛霸」 (2003 年) 
郭克 – 「飛鷹山」 (2008 年) 
杜文 – 「雞尾酒」 (1999 年) 
鄧樂普 – 「飛雪仙蹤」 (2010 年) 

霍利時 – 「爪皇凌雨」 (2005 年) 

高伯新 – 「事事為王」 (2013 年) 
許怡 – 「翠河」 (1991 年) 
簡炳墀 – 「飛躍舞士」 (1988 年) 
納遜 – 「羅曼尼」 (1993 年 4 月) 
利寶德 – 「萬千景象」 (2009 年) 
約翰摩亞 – 「計惑」 (1993 年 12 月) 
森秀行 – 「富士山」 (1995 年) 
長濱博之 –「午夜博彩」 (1998 年) 

岳敦 – 「計得精彩」 (2002 年) 

浦學求 – 「威太子」 (1997 年) 

黎理 – 「塔傑邦」 (1994 年) 

羅迪普 – 「自豪」(2006 年) 

白井壽昭 – 「愛麗數碼」 (2001 年) 

史密夫 – 「加深」 (1990 年) 

韋力 – 「第一島嶼」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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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盃 – 騎師頭馬紀錄 
 
3 次冠軍 
戴圖理 - 「奇異光芒」(2000 年)、「飛霸」(2003 年)、「威滿蹄」(2007 年) 
 
2 次冠軍 
蔡明紹 – 「加州萬里」 (2011、2012 年) 
巫斯義 – 「翠河」 (1991 年) 、「雞尾酒」 (1999 年) 
 
1 次冠軍 
艾謀信 - 「威太子」 (1997 年) 
查汝誠 – 「羅曼尼」 (1993 年 4 月) 
告東尼 – 「殖民首長」 (1989 年 1 月) 
杜鵬志 – 「爪皇凌雨」 (2005 年) 
蛯名正義 – 「富士山」 (1995 年) 
曉斯 – 「第一島嶼」 (1996 年) 
河內洋 – 「午夜博彩」(1998 年) 
靳能 – 「計得精彩」 (2002 年) 
雷誠 – 「飛躍舞士」 (1988 年) 
李慕華 – 「自豪」 (2006 年) 
萬寧 – 「歷山金駒」 (2004 年) 
馬素爾 – 「計惑」 (1993 年 12 月) 
莫雅 – 「飛雪仙蹤」 (2010 年) 
巫瑞時 – 「加深」 (1990 年) 
岳禮華 – 「塔傑邦」 (1994 年) 
柏兆雷 – 「萬千景象」 (2009 年) 
薛凱文 – 「飛鷹山」 (2008 年) 
四位洋文 – 「愛麗數碼」(2001 年) 
史釗活 – 「灰色侵略」 (1989 年 12 月) 
韋達 – 「事事為王」 (2013 年) 
 
香港盃 – 馬主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高多芬 – 「奇異光芒」(2000 年)、「威滿蹄」(2007 年) 
梁欽聖 – 「加州萬里」 (2011、2012 年) 
 
1 次冠軍 
Anamoine Ltd – 「飛雪仙蹤」 (2010 年) 
張奧偉爵士與夏佳理– 「翠河」 (1991 年) 
周漢文 – 「爪皇凌雨」 (2005 年) 
Mr & Mrs H T Croll & Partners – 「塔傑邦」 (1994 年) 
Jacques Detre & Mrs Victoria Libaud – 「萬千景象」 (2009 年) 
B & J Duncan & B Smith – 「加深」 (1990 年) 
藤本龍也 – 「富士山」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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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勳先生及夫人– 「計惑」 (1993 年 12 月) 
E J Johnson & partners – 「灰色侵略」 (1989 年 12 月) 
林百欣 – 「飛躍舞士」 (1988 年) 
J D Martin & Roger Barby – 「雞尾酒」 (1999 年) 
R Martin & S Weiner – 「威太子」 (1997 年) 
Mollers Racing – 「第一島嶼」 (1996 年) 
Mrs Noel O’Callaghan – 「歷山金駒」 (2004 年) 
N P Bloodstock Ltd – 「自豪」 (2006 年) 
Promise Stable – 「殖民首長」 (1989 年 1 月) 
Shadai Racehorse Co – 「午夜博彩」(1998 年) 
Sheikh Mohammed bin Khalifa Al Maktoum – 「飛鷹山」 (2008 年) 
潘蘇通 – 「事事為王」 (2013 年) 
P J & P M Vela – 「羅曼尼」 (1993 年 4 月) 
渡邊孝男 – 「愛麗數碼」(2001 年) 
胡世榮 – 「計得精彩」 (2002 年) 
吉田照哉與 Scuderia Rencati – 「飛霸」(2003 年) 
 

 

 

 

 

 

 

 

 

 

 

 

 

 

 
 
 

5 
 



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 
 
賽事總獎金：23,000,000 港元 
 
國際一級賽 草地 1600 米 
 
2014 年 12 月 14 日 
 
香港一哩賽駒向來在國際馬壇上享負盛名，實有賴牠們在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

中屢創佳績，為香港賽馬建立名聲及提升國際地位。今年此賽踏入第二十四

屆，賽事總獎金亦進一步增加至二千三百萬港元，令這項國際賽事成為現時全

球獎金最高的草地一哩大賽。 
 
香港一哩錦標的前身香港邀請碗，於 1991 年創辦，當時賽事的途程為 1400
米。1999 年，此賽易名為香港一哩錦標，途程增至 1600 米，2000 年 更升格為

國際一級賽。 
 
早年參與此賽的本地一哩賽駒，面對一眾海外佳駟未能佔有優勢。在首十五屆

香港一哩錦標中，客軍共勝出十二屆，當中澳洲代表三度奪魁，而日本及英國

代表則各兩勝此賽。然而，在日本賽駒「三連冠」於 2005 年摘下香港一哩錦標

之後，多匹國際頂級一哩賽駒在香港相繼冒起，成功扭轉客軍多年稱雄香港一

哩錦標的趨勢。自 2006 年起，香港賽駒已連勝八屆香港一哩錦標，建立主隊在

此賽的明顯優勢。 
 
自 2000 年此賽獲升格為國際一級賽起計，在十四屆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冠軍

中，有五屆頭馬於香港一哩錦標之前的一仗均能取勝，另外有五屆頭馬則於進

軍國際賽前的一仗跑入位置。對上一匹挾新勝餘威而能在香港國際賽事中再下

一城的是「好爸爸」，此駒於 2007 先攻下香港一哩錦標預賽，繼而揚威香港一

哩錦標。在此之前，「幸運馬主」同樣先勝預賽，翌仗順利在香港一哩錦標取

得連捷。海外賽駒方面，「防火線」於 2004 年在港勝出此賽之前，曾於英國新

市場的二級賽挑戰錦標摘桂。來自紐西蘭的星級雌馬「日平線」，於 2000 年在

征港前先勝出奧克蘭育馬者錦標，隨即在香港與「靚蝦王」合演經典的一幕，

結果力拼僅勝。「三連冠」於 2005 年在京都先奪一哩冠軍賽，隨後在香港一哩

錦標奏凱而回。 
 
然而，最近六匹香港一哩錦標頭馬，於其對上一仗均未能取得勝利。上屆盟主

「精彩日子」更是在季內初出的情況下勝出此賽，此駒於去年六月遠征日本出

戰安田紀念賽，落第而回，其後休賽六個月，在香港一哩錦標復出並一擊即

中。 
 
自 2000 年以來各匹香港一哩錦標冠軍於其對上一仗的表現 
 
年份 頭馬 (代表國家/地區) 上仗賽事 名次 
2013 精彩日子(香港) 安田紀念賽 (一級賽) 11 
2012 雄心威龍(香港) 馬會一哩錦標 (二級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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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步步穩(香港) 馬會一哩錦標 (二級賽) 8 
2010 締造美麗(香港) 馬會一哩錦標 (二級賽) 4 
2009 好爸爸(香港) 香港一哩錦標預賽 (香港二級賽) 3 
2008 好爸爸(香港) 香港一哩錦標預賽 (香港二級賽) 3 
2007 好爸爸(香港) 香港一哩錦標預賽 (香港二級賽) 1 
2006 星運爵士(香港) 香港一哩錦標預賽 (香港二級賽) 2 
2005 三連冠 (日本) 一哩冠軍賽 1 
2004 防火線 (阿聯酋) 挑戰錦標 (二級賽) 1 
2003 幸運馬主 (香港) 香港一哩錦標預賽 (香港二級賽) 1 
2002 奧運精神 (香港) 香港短途錦標預賽 (香港三級賽) 14 
2001 榮進寶蹄 (日本) 一哩冠軍賽 (一級賽) 2 
2000 日平線 (紐西蘭) 奧克蘭育馬者錦標 (二級賽) 1 
 
 
檔位因素 
歷屆香港一哩錦標及其前身香港邀請碗的賽果顯示，檔位的因素看來未有對爭

勝機會構成太大影響。自此賽創辦以來合共二十三匹頭馬中，有十二匹自第 9
檔或更外的檔位起步，當中八匹為自 1999 年此賽改於 1600 米途程上舉行後取

得勝利的賽駒。而抽得第 13 及第 14 檔的賽駒，更各曾三勝此賽，包括去年抽

得第 13 檔起步的冠軍馬「精彩日子」。此外，抽得第 7 檔及第 9 檔的賽駒亦各

勝出三次。自第 1 檔起步的賽駒曾兩勝一哩錦標的前身香港國際碗，當中對上

一次為 1996 年的「壟斷」。不論在 1400 米或 1600 米的途程上角逐，自第 2 及

第 12 檔出閘的賽駒則至今仍與此項錦標無緣。 
 
頭馬賠率 
獨贏派彩最低頭馬：1999 年「海景客棧」(2.1 倍) 
獨贏派彩最高頭馬：2011 年「步步穩」(66 倍) 
 
過往二十三屆香港一哩錦標中，有十三匹大熱門跑入三甲，當中「勝利拍檔」

(1993 年)、「海景客棧」(1999 年)、「日平線」(2000 年) 及「好爸爸」(2007 年) 
四駒取得勝利，勝出率為百分之十七。而跑獲亞軍及季軍的大熱門分別有六匹

及三匹。「步步穩」於 2011 年以 66 倍爆冷捧盃，是迄今獨贏派彩最高的香港

一哩錦標頭馬。 
 
頭馬年齡 
四歲馬及五歲馬的兩個年齡組別在香港一哩錦標中表現最佳，各勝出七屆，平

分秋色，其次為六歲賽駒，共五度摘桂。1991 年此賽創辦時稱為香港邀請碗，

當時勇奪冠軍的「更險」，至今仍是唯一以三歲馬身分揚威此項錦標的賽駒，

而 2011 年以九歲馬身分掄元的「步步穩」，則是歷來香港一哩錦標甚至是四場

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所有頭馬中最年長的一駒。 

 

馬齡 勝出次數 

3 歲 1 

4 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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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歲 7 
6 歲 5 
7 歲 2 
9 歲 1 
 
香港一哩錦標參賽練馬師、騎師及馬主 
多位在國際馬壇上享負盛名的練馬師、騎師及馬主均曾贏得香港一哩錦標的冠

軍獎盃，當中包括著名馬主如高多芬、Gary Tanaka 及拿督陳振南，而傳奇冰球

員 Wayne Gretzky 為合夥馬主之一的「幽谷之姬」，則於 1993 年 4 月勝出第二

屆香港碗。袁仕傑是唯一能三勝香港一哩錦標的馬主，他名下的「好爸爸」曾

三度在此賽掄元，當中兩次由以香港為策騎基地的杜利萊執韁。後者除夥拍

「好爸爸」建功外，亦於 2006 年策騎「星運爵士」贏得錦標，令他成為唯一能

三勝香港一哩錦標的騎師。曾在香港設廄從練的白理維曾三度勝出此賽，但只

有一次是以練馬師的身分捧盃，時為 1993 年，由他訓練的「勝利拍檔」成功為

港爭光，而白理維另外兩次踏上香港一哩錦標的頒獎台，則是於 1995 年及

1996 年連續兩年以合夥馬主的身分憑「壟斷」奪魁。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練馬

師能三度攻下香港一哩錦標。 
 
香港一哩錦標 – 練馬師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白利偉– 「壟斷」 (1995、1996 年) 
告東尼 – 「幸運馬主」 (2003 年) 、「締造美麗」(2010 年) 
薛達志 – 「好爸爸」(2007、2008 年) 
 
1 次冠軍 
愛倫 – 「奧運精神」 (2002 年) 
白理維 – 「勝利拍檔」 (1993 年) 
蘇萊 – 「防火線」 (2004 年) 
告達理 – 「好爸爸」 (2009 年) 
甘明斯 – 「加泰隆尼」 (1997 年) 
杜文 – 「雞尾酒」 (1998 年) 
方嘉柏 – 「星運爵士」 (2006 年) 

賀斯– 「海景客棧」 (1999 年) 

北橋修二 – 「榮進寶蹄」 (2001 年) 
麥卓凡 – 「日平線」 (2000 年) 
苗禮德 – 「雄心威龍」 (2012 年) 
約翰摩亞 – 「步步穩」 (2011 年) 
舒密加 – 「幽谷之姬」 (1993 年 4 月) 
蔡約翰– 「精彩日子」 (2013 年) 

司徒德爵士– 「蘇式路線」 (1994 年) 

角居勝彥– 「三連冠」 (2005 年) 

衛爾德– 「更險」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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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哩錦標 – 騎師頭馬紀錄 
 
3 次冠軍 
杜利萊 - 「星運爵士」(2006 年)、「好爸爸」(2007、2009 年) 
 
2 次冠軍 
白德民 – 「壟斷」 (1996 年) 、「加泰隆尼」(1997 年) 
靳能 – 「更險」(1991 年) 、「勝利拍檔」(1993 年) 
巫斯義 - 「雞尾酒」(1998 年)，「締造美麗」(2010 年) 
柏兆雷 – 「海景客棧」 (1999 年) 、「三連冠」 (2005 年)  
 
1 次冠軍 
布力克 –  「幽谷之姬」 (1993 年 4 月) 
查汝誠 – 「日平線」 (2000 年) 
高雅志 – 「幸運馬主」 (2003 年) 
戴圖理 – 「防火線」 (2004 年) 
福永祐一 – 「榮進寶蹄」 (2001 年) 
夏禮善 – 「壟斷」 (1995 年) 
勞愛德 – 「步步穩」(2011 年) 
馬偉昌 – 「奧運精神」 (2002 年) 
潘頓 – 「雄心威龍」 (2012 年) 
蘇銘倫 – 「好爸爸」 (2008 年) 
史永邦 – 「蘇式路線」 (1994 年) 
韋達 – 「精彩日子」 (2013 年) 
 
香港一哩錦標 – 馬主頭馬紀錄 
 
3 次冠軍 
袁仕傑 – 「好爸爸」(2007、2008、2009 年) 
 
2 次冠軍 
白理維與合夥人 - 「壟斷」(1995、1996 年) 
 
1 次冠軍 
Carrot Farm Ltd – 「三連冠」 (2005 年) 
高多芬 – 「防火線」 (2004 年) 
Wayne Gretzky & Bruce McNall – 「幽谷之姬」(1993 年 4 月) 
平井豊光 – 「榮進寶蹄」(2001 年) 
郭少明 – 「締造美麗」(2010 年) 
林培雄與林顯裕 – 「雄心威龍」(2012 年) 
梁啟徽先生及夫人– 「幸運馬主」(2003 年) 
李福鋆醫生及夫人– 「步步穩」 (2011 年) 
T J McKee, T A Green & Mrs H M Lusty – 「日平線」 (2000 年) 
麥通酋長 – 「蘇式路線」 (1994 年) 
J D Martin & R Barby – 「雞尾酒」(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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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格雅育馬場 – 「更險」(1991 年) 
陳振南拿督 – 「加泰隆尼」(1997 年) 
Gary A Tanaka – 「海景客棧」 (1999 年) 
百家樂團體 – 「精彩日子」(2013 年) 
游紹賢 – 「星運爵士」(2006 年) 
余國雄及周偉偉 – 「勝利拍檔」(1993 年) 
榮智健 – 「奧運精神」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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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 
 
賽事總獎金：18,500,000 港元 
 
國際一級賽 草地 1200 米 
 
2014 年 12 月 14 日 
 
途程 1200 米的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雖然是浪琴表香港國際賽日四場一級賽中

歷史最短的一項，但現已獲公認屬全球賽馬年曆其中一場最重要的短途大賽。

此賽亦是四場國際賽中最多馬匹取得多於一捷的一項賽事，自此賽創辦以來，

合共有四駒曾兩勝此賽，包括兩匹香港傳奇短途佳駟「精英大師」 (2003 及

2004 年) 與「蓮華生輝」(2007 及 2009 年)，以及兩匹海外代表 – 來自澳洲的

「飛快龍」 (2000 及 2001 年) 與 2013 年日本馬王「龍王」 (2012 及 2013 年)。 
 
馬會短途錦標一向是本地頂級短途賽駒進軍香港短途錦標的重要前哨戰，這項

二級賽於創辦時稱為短途預賽盃，其後曾易名為香港短途錦標預賽。自 2000 年

以來，合共多達三十八匹在馬會短途錦標跑入三甲的賽駒其後在香港短途錦標

上陣，並在此項一級賽中錄得六冠五亞四季的成績。2008 年香港短途錦標盟主

「創惑」，是歷來唯一有份角逐馬會短途錦標但未能跑入前三名，卻成功於此

賽獲得頭馬的賽駒，當年牠在該項短途預賽中僅跑獲第七名。另外兩匹勝出香

港短途錦標的本地代表「騏綵」(2006 年) 及「天久」 (2011 年)， 在國際賽日揚

威之前，並未有在同年的馬會短途錦標出賽。另外，新加坡代表「火箭人」一

如眾多本地短途佳駟般，於 2010 年先以馬會短途錦標作備戰，結果與「同個世

界」平分秋色，跑獲平頭冠軍。三個星期之後「火箭人」進軍香港短途錦標，

最終僅以短距離之微不敵來自南非的「卡通飛機」，屈居亞軍。 
 
歷屆賽果顯示，海外賽駒須有良好的一級賽近績支持，方有機會染指香港短途

錦標。自 2002 年此賽升格為國際一級賽以來，合共有三十八匹參戰香港短途錦

標的海外代表，於同年曾勝出至少一項國際或本土一級賽，牠們合共取得三

冠、三亞及三季的成績。2010 年盟主「卡通飛機」揚威香港之前，同年曾在南

非兩項一級賽水星短途錦標及金馬短途錦標摘桂，而「龍王」則於 2012 年攻下

一級賽短途馬錦標，翌年再於日本增添三場一級賽頭馬進賬。相比之下，共有

四十一匹海外賽駒，於來港角逐香港短途錦標之前，同年未嘗勝出任何國際或

本土一級賽，當中只有英國代表「班霸」能於 2006 年的香港短途錦標跑獲季

軍，其餘各駒於沙田一戰均未能跑入三甲。 
 
 
自 2000 年以來於馬會短途錦標跑入三甲而其後於同一年在香港短途錦標勝出或

入位的賽駒 
 
年份 馬匹 名次 (短途預賽盃/馬

會短途錦標) 
名次  (香港短途錦

標) 
2011 盈彩繽紛 2 2 (平頭) 
2010 火箭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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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蓮華生輝 2 1 
時尚風采 3 3 

2008 綠色駿威 3 2 
2007 蓮華生輝 1 1 

騏綵 2 2 
2005 電光火力 3 1 

紅旗飛揚 1 2 
步步勇 2 3 

2004 精英大師 1 1 
2003 精英大師 1 1 
2002 更歡笑 1 1 
2001 更歡笑 1 3 
2000  丹山王 1 3 
 
 
自 2002 年以來曾在海外勝出國際/本土一級賽並於同年在香港短途錦標跑入三

甲的海外賽駒 
 
年份 馬匹 (代表國家/地區) 於同一年勝出的國際/本土

一級賽事 
名次  (香港短

途錦標) 
2013 龍王 (日本) 短途馬錦標、高松宮紀念

賽、安田紀念賽 
1 

獨掌全權 (愛爾蘭) 皇席錦標 2 
2012 龍王 (日本) 短途馬錦標 1 
2010 卡通飛機 (南非) 水星短途錦標、金馬短途

錦標 
1 

火箭人 (新加坡) 獅城盃 (新加坡一級賽) 2 
2008 阿帕奇貓 (澳洲) 閃電錦標、澳洲錦標、史

密夫錦標、BTC 盃、東奔

一萬錦標 

3 

2004 電光火力 (澳門) 董事盃 (澳門一級賽) 3 
2003 貨幣名駒 (南非) 水星短途錦標、電腦態况

短途賽 
2 

2002 飛快龍 (澳洲) 東奔一萬錦標 3 
 
 
檔位因素 
檔位統計顯示，自 2006 年此賽由 1000 米直路賽改為於 1200 米途程上舉行後，

在八屆賽事中有七屆由第 5 檔至第 9 檔之間檔位起步的賽駒取勝，當中又以抽

得第 6 檔的賽駒勝出次數最多，合共勝出四次，包括 2006 年此賽改於 1200 米

途程上舉行後的三次頭馬。自 2006 年以來，只有一匹抽得第九檔之外的賽駒能

攻下此賽，該駒為 2013 年摘桂的「龍王」(第 12 檔)。自此賽的途程改為 1200
米後，抽得第 1 檔至第 4 檔的賽駒至今尚與頭馬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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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馬賠率 
獨贏派彩最低頭馬：2003 及 2004 年「精英大師」(1.3 倍) 
獨贏派彩最高頭馬：2008 年「創惑」(67 倍) 
 
已舉行的十五屆香港短途錦標中，有六屆由大熱門賽駒勝出，包括四匹兩倍以

下的大熱門，另外有兩匹大熱門跑獲季軍。「精英大師」於 2003 年及 2004 年

均以 1.3 倍的賠率掄元，是歷來此賽獨贏派彩最低的頭馬。由約翰摩亞訓練的

「創惑」，於 2008 年擊敗包括澳洲代表「阿帕奇貓」在內的一眾頂級短途良

駒，以 67 倍爆冷奪魁，成為至今賠率最高的香港短途錦標頭馬。 
 
 
頭馬年齡 
五歲賽駒迄今曾七度摘下香港短途錦標，其次表現最佳的是四歲馬，合共勝出

六次。餘下兩屆賽事均由六歲馬奪得錦標，包括 2009 年第二度攻下此賽的「蓮

華生輝」，以及翌年的南非代表「卡通飛機」。至於三歲及七歲賽駒以及雌

馬，均未曾勝出香港短途錦標。 

 

馬齡 勝出次數 

4 歲 6 

5 歲 7 
6 歲 2 

 

香港短途錦標參賽練馬師、騎師及馬主 
歷來十五屆香港短途錦標中，香港的頂級短途佳駟共取得十屆冠軍，本地土生

土長的姚本輝及澳洲籍的柏寶，成為此賽成績最佳的騎練，兩人均曾三勝此

賽。姚本輝憑「靚蝦王」攻下首屆香港短途錦標，其後憑「蓮華生輝」兩度揚

威此賽。柏寶則先後夥拍「騏綵」 (2006 年)、「蓮華生輝」 (2009 年) 及「天

久」 (2011 年) 三奪香港短途錦標。 
 
 
香港短途錦標 – 練馬師頭馬紀錄 
 
3 次冠軍 
姚本輝 – 「靚蝦王」 (1999 年)、「蓮華生輝」(2007、2009 年) 
 
2 次冠軍 
布戈 – 「飛快龍」 (2000、2001 年) 
告東尼 – 「精英大師」 (2003、2004 年) 
安田隆行 – 「龍王」 (2012、2013 年) 
 
1 次冠軍 
告達理 – 「電光火力」 (2005 年) 
方嘉柏 – 「天久」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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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賢 – 「騏綵」 (2006 年) 
大衛希斯 – 「更歡笑」 (2002 年) 

賀力奇– 「卡通飛機」 (2010 年) 

約翰摩亞 – 「創惑」 (2008 年) 
 
香港短途錦標 – 騎師頭馬紀錄 
 
3 次冠軍 
柏寶 –「騏綵」 (2006 年)、「蓮華生輝」(2009 年)、「天久」(2011 年) 
 
2 次冠軍 
高雅志 – 「精英大師」 (2003、2004 年) 
岩田康誠 – 「龍王」 (2012、2013 年) 
巫斯義 – 「更歡笑」 (2002 年)、「蓮華生輝」 (2007 年) 
岳禮華 – 「飛快龍」 (2000、2001 年) 
 
1 次冠軍 
白德民 –「創惑」 (2008 年) 
金仕芬 – 「靚蝦王」 (1999 年) 
史科菲 – 「電光火力」 (2005 年) 
史卓棟 – 「卡通飛機」 (2010 年) 
 
香港短途錦標 – 馬主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Archie & Betty da Silva – 「精英大師」(2003、 2004 年) 
Mrs D Falvey & Partners – 「飛快龍」 (2000、2001 年) 
Lord Horse Club – 「龍王」(2012、 2013 年) 
冼鏡煜 – 「蓮華生輝」(2007、2009 年) 
 
1 次冠軍 
張福滔醫生與張李明沁 – 「天久」(2011 年) 
許世勳先生及夫人– 「創惑」 (2008 年) 
林文彬 – 「更歡笑」(2002 年) 
林賢奇 – 「電光火力」(2005 年) 
劉錫康先生及夫人– 「靚蝦王」(1999 年) 
王明澤先生及夫人– 「騏綵」(2006 年) 
H S N Du Preez, C F Strydom, Ms C D Boyens & M N Houdalakis – 「卡通飛機」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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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表香港瓶 
 
賽事總獎金：16,500,000 港元 
 
國際一級賽 草地 2400 米 
 
2014 年 12 月 14 日 
 
去年「多名利」攻下浪琴表香港瓶，為主隊重拾失落了十五年的香港瓶冠軍獎

盃，令香港馬迷永誌難忘。途程 2400 米的香港瓶，自於 1994 創辦以來，大多

由來自歐洲的頂級長途佳駟奪得冠軍殊榮。在過去二十屆香港瓶中，法國及英

國代表便合共勝出十六次。 
 
不少傑出長途良駒，跑畢秋季一些著名大賽如法國凱旋門大賽、墨爾本盃及育

馬者盃草地大賽後，均將目標指向香港瓶。自 2000 年以來，合共有十四匹香港

瓶參賽馬同年亦曾角逐法國凱旋門大賽，包括 2007 年法國凱旋門大賽冠軍「狄

倫」。然而，牠們均未能在沙田奏凱。成績最佳者為「雅佳利」，於 2002 年的

瓶賽中跑獲亞軍，而取得季軍的則有三駒。 
 
而在征戰香港之前首先角逐墨爾本盃的有十二匹，當中八匹能在瓶賽中跑入前

五名。其中法國賽駒「多利得」更於 2011 年連勝墨爾本盃及香港瓶兩項國際主

要長途賽，締創一項紀錄。而香港賽馬會前任主席夏佳理名下的「紅色禮

物」，在鄧樂普訓練下於 2012 年先在墨爾本盃跑第八名，繼而隔一場後勇奪香

港瓶冠軍。 
 
至於在育馬者盃草地大賽上陣後來港角逐香港瓶的賽駒則為數較少，自 2000 年

以來，僅有七駒於同一年出爭育馬者盃草地大賽及香港瓶，成績最佳者為司徒

德爵士麾下的「西國明月」及由高仕登訓練的「朦朧美態」，兩駒均在香港瓶

中跑獲亞軍。另一匹美國賽駒「神鷹飛翔」，於 2002 年在雅靈頓舉行的育馬者

盃草地大賽跑獲季軍後，於同年的香港瓶中亦能以第三名觸線。 

 

然而，同樣在北美舉行的一級賽加拿大國際錦標，卻屬於香港瓶的其中一場重

要參考指標，自 2000 年以來，共有二十一匹賽駒角逐這項在活拜馬場舉行的加

拿大主要賽事之後便來港出爭香港瓶，其中三駒，包括「大利多」(2000 年)、

「煤礦山」(2006 年) 及「迪諾醫生」(2008 年) ，均能揚威香港。當中「煤礦

山」更是迄今唯一能在同一年攻下加拿大國際錦標及香港瓶的佳駟。此外，有

五匹在香港瓶跑入位置的馬曾在同年角逐加拿大國際錦標。 

 
多匹出賽經驗豐富的海外賽駒，曾於來港競逐香港瓶之前在一級賽日本盃中上

陣，雖然這兩場頂級的 2400 米賽事相距只是大約兩個星期，但自 2000 年以

來，合共有十八匹賽駒於跑畢日本盃之後進軍香港角逐瓶賽，而雖然牠們在日

本盃中均未能上名，但當中佔半數卻能在其後的香港瓶跑入三甲，包括四匹香

港瓶頭馬「黃金旅程」(2001 年)、「鳳凰烈焰」(2004 年)、「占卜」(2005 年)及
「紅色禮物」(2012 年)，三匹亞軍以及兩匹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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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賽駒曾九度摘下香港瓶，而在隆尚舉行的二級賽巴黎市議會大賽亦算是香

港瓶的一項具有參考指標的賽事。曾有十二匹香港瓶賽駒，於進軍香港前先在

巴黎市議會大賽中上陣，當中八匹能在沙田跑入前五名，包括 2002 年冠軍「嘉

比奧」及 2003 年盟主「逍遙谷」。2008 年在瓶賽跑獲亞軍的「紫月光」，亦

在同年的巴黎市議會大賽中取得第二名。 
 
 
於同一年角逐法國凱旋門大賽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年份 馬匹 名次 (法國凱旋門大賽) 名次 (香港瓶) 
2012 
 

迂迴百轉 12 3 
百利駿驥 10 6 

2011 銀塘勝景 8 3 (平頭) 
2009 躍升 2 10 
2007 狄倫 1 7 
2005  西方駿馬 2 5 

成名道 13 7 
紅櫻桃 12 9 
挪威舞者 11 11 
威信 8 12 

2004 逍遙谷 6 3 
皇室舞者 14 8 
威信 9 9 

2002 雅佳利 6 2 
 
 
 
自 2000 年以來於同一年角逐墨爾本盃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年份 馬匹 名次 (墨爾本盃) 名次 (香港瓶) 
2013 多利得 11 3 

紅色禮物 2 4 
多產作家 4 5 
神山 3 9 

2012 紅色禮物 8 1 
多利得 14 5 

2011 多利得 1 1 
紅色禮物 2 3 (平頭) 

2010 美利堅 1 3 
好先生 10 12 

2001 西單路 13 9 
2000 君主再臨 3 12 
自 2000 年以來於同一年角逐育馬者盃草地大賽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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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馬匹 名次 (育馬者盃草地大

賽) 
名次 (香港瓶) 

2013 朦朧美態 2 2 
2010 溫徹斯特 4 11 
2009 西國明月 4 2 
2007 狄倫 5 7 

紅石駒 3 9 
2006 天蠍 5 7 
2002 神鷹飛翔 3 3 
 
 
自 2000 年以來於同一年角逐加拿大國際錦標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年份 馬匹 名次  (加拿大國際錦

標) 
名次 (香港瓶) 

2013 驚天動地 3 11 
2012 丹頂龍 2 7 

搖滾專輯 1 9 
2011 紅杉木 7  11 

犀利靈 1 13 
2010 紅杉木 3 2 
2009 珠寶世家 3 9 
2008 迪諾醫生 5 1 

滿利恩 6 11 
2007 佳駿龍 3 2 
2006 煤礦山 1 1 

希臘名城 8 2 
2004 西門領先 2 10 

愛爾蘭王 3 12 
2003 信必好 5 14 
2002 神鷹飛翔 2 3 
2001 大利多 4 6 

萬歲 3 10 
2000 大利多 3 1 

西單路 4 3 
武俠 6 6 

 
 
 
自 2000 年以來於同一年角逐日本盃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年份 馬匹 名次 (日本盃) 名次 (香港瓶) 
2013 多利得  5 3 

多產作家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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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紅色禮物 8 1 
網絡電郵 10 2 

2011 始創先鋒 4 6 
犀利靈 12 13 

2010 網絡電郵 4 4 
2008 紫月光 9 2 
2005 占卜 5 1 

威信 13 12 
2004  鳳凰烈焰 6 1 

威信 15 9 
2003 奧馬田 18 11 
2002 原居民 6 12 
2001 黃金旅程 4 1 

原居民 7 3 
三人樂隊 8 7 

2000 雅典娜 4 2 
 
 
 
 
自 2000 年以來於同一年角逐巴黎市議會大賽及香港瓶的賽駒及其成績 
 
年份 馬匹 名次 (巴黎市議會大賽) 名次 (香港瓶) 
2012 鬥牛城 5 12 
2011 威達馬 1 10 
2009 天鷹翱翔 1 5 
2008 紫月光 2 2 

海神歷險 3 10 
2007 叛軍主帥 2 4 

耀目之星 3 5 
2003 逍遙谷 1 1 

完美結晶 6 5 
高力霸 2 8 

2002 嘉比奧 1 1 
2001 基金精神 3 4 
 
 
 
檔位因素 
過往二十屆賽事中，自第 3、7 及 12 檔起步的賽駒，各勝出此賽三次。抽得第

1、8、11 及 13 檔的賽駒則從未奪勝。而六匹以大熱門身分摘桂的賽駒，悉數

自第 6 或更外的檔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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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馬賠率 
獨贏派彩最低頭馬：1997 年「牢騷」(1.4 倍) 
獨贏派彩最高頭馬：2004 年「鳳凰烈焰」(27 倍) 
 
大熱門賽駒在瓶賽表現不俗，合共取得六勝七位的成績，上名率達百分之六十

五。相比之下，備受冷落的賽駒表現亦較為遜色，迄今只有四匹此賽頭馬的賠

率超過 13 倍，分別是 2013 年的「多名利」(13 倍)、2004 年的「鳳凰烈焰」(27
倍) 、1999 年的「博爾吉亞」 (24 倍) 及 1994 年的「紅主教」(13 倍)。 
 
 
頭馬年齡 
屬於四歲馬及五歲馬兩個年齡組別的賽駒，分別勝出此賽六次。法國雌馬「逍

遙谷」 (2003 年) 及「大利來」 (2009 年) 是僅有兩匹能在瓶賽奪魁的三歲賽

駒。「煤礦山」於 2006 年以八歲馬的身分摘桂，是此賽歷來最年長的頭馬。 

 

馬齡 勝出次數 

3 歲 2 

4 歲 6 

5 歲 6 
6 歲 4 
7 歲 1 
8 歲 1 

 

香港瓶參賽練馬師、騎師及馬主 
法國好手柏兆雷曾四度攻下浪琴表香港瓶，是這項 2400 米大賽表現最出色的騎

師，亦令他成為香港國際賽任何一場賽事贏馬最多的騎師。戴圖理及巫斯義各

曾兩勝香港瓶。著名英國練馬師白禮頓及鄧樂普，法國練馬師黎祿殊以及來港

從練前在尚蒂伊設廄的高伯新均曾兩度捧走香港瓶。 
 
馬主方面，阿加汗、韋登斯坦家族以及打吡公爵均為曾揚威香港瓶的國際知名

馬主。香港馬主曾三勝此賽，除香港代表「原居民」(1998 年) 及「多名利」

(2013 年)外，香港賽馬會前任主席夏佳理於 2012 年亦憑英國賽駒「紅色禮物」

摘桂。 
 
香港瓶 – 練馬師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白禮頓 – 「牢騷」 (1996、1997 年) 
鄧樂著 – 「占卜」 (2005 年)、「紅色禮物」(2012 年) 
高伯新 – 「迪諾醫生」 (2007、2008 年) 
黎祿殊 – 「派得好」(1995 年)、「逍遙谷」(2003 年) 
 
1 次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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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倫 – 「原居民」 (1998 年) 
包義定 – 「鳳凰烈焰」 (2004 年) 
蘇萊 – 「技藝精湛」 (2010 年) 
羅迪普 – 「大利來」 (2009 年) 
杜誠高 – 「多利得」 (2011 年) 
費伯華 – 「博爾吉亞」 (1999 年) 
夏文 – 「紅主教」 (1994 年) 

池江泰郎– 「黃金旅程」 (2001 年) 

利寶德 – 「嘉比奧」 (2002 年) 
約翰摩亞 – 「多名利」 (2013 年) 
司徒德爵士 – 「大利多」 (2000 年) 
施永彬 – 「煤礦山」 (2006 年) 
 
香港瓶 – 騎師頭馬紀錄 
 
4 次冠軍 
柏兆雷- 「派得好」(1995 年)、「博爾吉亞」(1999 年)、「迪諾醫生」(2007、
2008 年) 
 
2 次冠軍 
戴圖理 – 「牢騷」 (1996 年)、「技藝精湛」(2010 年) 
巫斯義 – 「大利來」 (2009 年) 、「紅色禮物」 (2012 年) 
 
1 次冠軍 
艾謀信 –「紅主教」 (1994 年) 
鮑華富 – 「逍遙谷」 (2003 年) 
戴馬田– 「鳳凰烈焰」 (2004 年) 
范義龍 – 「占卜」 (2005 年) 
查爾尼 – 「嘉比奧」 (2002 年) 
靳能 – 「牢騷」 (1997 年) 
麥求恩 – 「煤礦山」 (2006 年) 
莫狄 – 「大利多」 (2000 年) 
潘頓 – 「多名利」 (2013 年) 
武豊 – 「黃金旅程」 (2001 年) 
韋達 – 「原居民」 (1998 年) 
韋紀力 – 「多利得」 (2011 年) 
 
香港瓶 – 馬主頭馬紀錄 
 
2 次冠軍 
Saeed Manana – 「牢騷」 (1996、 1997 年) 
Dr Javier Martinez Salmean – 「迪諾醫生」(2007、2008 年) 
 
1 次冠軍 
阿加汗 – 「大利來」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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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t Ammerland – 「博爾吉亞」(1999 年) 
夏佳理 – 「紅色禮物」 (2012 年) 
Lucky Stable – 「大利多」 (2000 年) 
Lord Derby – 「占卜」(2005 年) 
Mme Henri Devin – 「嘉比奧」(2002 年) 
高多芬 – 「技藝精湛」 (2010 年) 
10/11 約翰摩亞練馬師賽馬團體 – 「多名利」 (2013 年) 
彭遠慶先生及夫人– 「原居民」 (1998 年) 
Pearl Bloodstock Ltd – 「多利得」 (2011 年) 
Ali Saeed – 「紅主教」(1994 年) 
Enrique Sarasola – 「派得好」 (1995 年) 
Shadai Race Horse Ltd – 「黃金旅程」(2001 年) 
Ecurie Wildenstein – 「逍遙谷」(2003 年) 
Winterbeck Manor Stud – 「鳳凰烈焰」(2004 年)  
Russell H. Hall, J. David Abell & Richard Crowe – 「煤礦山」(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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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 練馬師頭馬紀錄 

 

6 次冠軍 

 

告東尼 

幸運馬主 (2003 香港一哩錦標) 

精英大師 (2003 及 2004 香港短途錦標) 

締造美麗 (2010 香港一哩錦標) 

加州萬里 (2011 及 2012 香港盃) 

 

4 次冠軍 

 

蘇萊  

奇異光芒 (2000 香港盃) 

防火線 (2004 香港一哩錦標) 

威滿蹄 (2007 香港盃) 

技藝精湛 (2010 香港瓶) 

 

約翰摩亞  

計惑 (1993 香港國際盃) 

創惑 (2008 香港短途錦標) 

步步穩 (2011 香港一哩錦標) 

多名利 (2013 香港瓶) 

 

 

3 次冠軍 

 

愛倫  

殖民首長 (1989 香港邀請盃)  

原居民 (1998 香港國際瓶) 

奧運精神 (2002 香港一哩錦標) 

 

鄧樂普 

占卜 (2005 香港瓶) 

飛雪仙蹤 (2010 香港盃) 

紅色禮物 (2012 香港瓶) 

 

高伯新 

迪諾醫生 (2007 及 2008 香港瓶) 

事事為王 (2013 香港盃) 

 

 

姚本輝  

靚蝦王 (1999 香港短途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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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輝 (2007 及 2009 香港短途錦標) 

 

2 次冠軍 

 

白利偉 

壟斷 (1995 及 1996 香港國際碗) 

 

布戈  

飛快龍 (2000 及 2001 香港短途錦標) 

 

白禮頓 

牢騷 (1996 及 1997 香港國際瓶) 

 

告達理 

電光火力 (2005 香港短途錦標) 

好爸爸 (2009 香港一哩錦標) 

 

杜文 

雞尾酒 (1998 香港國際碗 及 1999 香港盃) 

 

方嘉柏 

星運爵士 (2006 香港一哩錦標) 

天久 (2011 香港短途錦標) 

 

黎祿殊 

派得好 (1995 香港國際瓶) 

逍遙谷 (2003 香港瓶) 

 

利寶德 

嘉比奧 (2002 香港瓶) 

萬千景象 (2009 香港盃) 

 

羅迪普 

自豪 (2006 香港盃) 

大利來 (2009 香港瓶) 

 

薛達志 

好爸爸 (2007 及 2008 香港一哩錦標) 

 

司徒德爵士 

蘇式路線 (1994 香港國際碗) 

大利多 (2000 香港瓶) 

 

安田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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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 (2012 及 2013 香港短途錦標)  

 

 

1 次冠軍 

 

包義定 

鳳凰烈焰 (2004 香港瓶) 

 

白理維 

勝利拍檔 (1993 香港國際碗) 

 

鮑爾傑 

歷山金駒 (2004 香港盃) 

 

郭拉克 

灰色侵略 (1989 香港邀請盃) 

 

古萬尼 

飛霸 (2003 香港盃) 

 

甘明斯 

加泰隆尼 (1997 香港國際碗)  

 

郭克 

飛鷹山 (2008 香港盃) 

 

杜誠高 

多利得 (2011 香港瓶) 

 

費伯華 

博爾吉亞 (1999 香港瓶) 

 

霍利時 

爪皇凌雨 (2005 香港盃) 

 

賀賢 

騏綵 (2006 香港短途錦標) 

 

夏文 

紅主教 (1994 香港國際瓶) 

 

大衛希斯 

更歡笑 (2002 香港短途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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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怡 

翠河 (1991 香港邀請盃) 

 

賀斯 

海景客棧 (1999 香港一哩錦標) 

 

賀力奇  

卡通飛機 (2010 香港短途錦標) 

 

池江泰郎 

黃金旅程 (2001 香港瓶) 

 

簡炳墀  

飛躍舞士 (1988 香港邀請盃) 

 

北橋修二 

榮進寶蹄 (2001 香港一哩錦標) 

 

納遜 

羅曼尼 (1993 香港國際盃)  

 

麥卓凡 

日平線 (2000 香港一哩錦標) 

 

苗禮德 

雄心威龍 (2012 香港一哩錦標) 

 

森秀行  

富士山 (1995 香港國際盃) 

 

長濱博之 

午夜博彩 (1998 香港國際盃) 

 

岳敦  

計得精彩 (2002 香港盃) 

 

浦學求 

威太子 (1997 香港國際盃) 

 

黎理 

塔傑邦 (1994 香港國際盃) 

 

白井壽昭 

愛麗數碼 (2001 香港盃) 

25 
 



 

舒密加 

幽谷之姬 (1992 香港國際碗) 

 

蔡約翰 

精彩日子 (2013 香港一哩錦標) 

 

史密夫 

加深 (1990 香港邀請盃) 

 

角居勝彥 

三連冠 (2005 香港一哩錦標) 

 

施永彬 

煤礦山 (2006 香港瓶) 

 

衛爾德 

更險 (1991 香港邀請碗) 

 

韋力 

第一島嶼 (1996 香港國際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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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 騎師頭馬紀錄 

 

8 次冠軍    

 

巫斯義 

翠河 (1991 香港邀請盃) 

雞尾酒 (1998 香港國際碗及 1999 香港盃) 

更歡笑 (2002 香港短途錦標) 

蓮華生輝 (2007 香港短途錦標) 

大利來 (2009 香港瓶) 

締造美麗 (2010 香港一哩錦標) 

紅色禮物 (2012 香港瓶) 

 

7 次冠軍    

 

柏兆雷  

派得好 (1995 香港國際瓶)   

海景客棧 (1999 香港一哩錦標) 

博爾吉亞 (1999 香港瓶) 

三連冠 (2005 香港一哩錦標) 

迪諾醫生 (2007 及 2008 香港瓶) 

萬千景象 (2009 香港盃) 

 

6 次冠軍 

 

戴圖理 

牢騷 (1996 香港國際瓶) 

奇異光芒 (2000 香港盃) 

飛霸 (2003 香港盃) 

防火線 (2004 香港一哩錦標) 

威滿蹄 (2007 香港盃) 

技藝精湛 (2010 香港瓶) 

 

4 次冠軍 

 

靳能 

更險 (1991 香港邀請碗) 

勝利拍檔 (1993 香港國際碗) 

牢騷 (1997 香港國際瓶) 

計得精彩 (2002 香港盃) 

 

3 次冠軍 

 

白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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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 (1996 香港國際碗) 

加泰隆尼 (1997 香港國際碗) 

創惑 (2008 香港短途錦標) 

 

高雅志 

幸運馬主 (2003 香港一哩錦標) 

精英大師 (2003 及 2004 香港短途錦標) 

 

杜利萊 

星運爵士 (2006 香港一哩錦標) 

好爸爸 (2007 及 2009 香港一哩錦標) 

 

岳禮華 

塔傑邦 (1994 香港國際盃)   

飛快龍 (2000 及 2001 香港短途錦標) 

 

柏寶  

騏綵 (2006 香港短途錦標) 

蓮華生輝 (2009 香港短途錦標) 

天久 (2011 香港短途錦標) 

 

韋達 

原居民 (1998 香港國際瓶) 

精彩日子 (2013 香港一哩錦標) 

事事為王 (2013 香港盃) 

 

 

2 次冠軍 

 

艾謀信 

紅主教 (1994 香港國際瓶) 

威太子 (1997 香港國際盃) 

 

蔡明紹 

加州萬里 (2011 及 2012 香港盃) 

 

查汝誠 

羅曼尼 (1993 香港國際盃)  

日平線 (2000 香港一哩錦標) 

 

岩田康誠  

龍王 (2012 及 2013 香港短途錦標) 

 

潘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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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威龍 (2012 香港一哩錦標) 

多名利 (2013 香港瓶) 

 

 

1 次冠軍 

 

布力克 

幽谷之姬 (1992 香港國際碗)  

 

鮑華富 

逍遙谷 (2003 香港瓶) 

 

告東尼 

殖民首長 (1989 香港邀請盃) 

 

杜鵬志 

爪皇凌雨 (2005 香港盃) 

 

戴馬田  

鳳凰烈焰 (2004 香港瓶) 

 

蛯名正義 

富士山 (1995 香港國際盃) 

 

范義龍 

占卜 (2005 香港瓶) 

 

福永祐一 

榮進寶蹄 (2001 香港一哩錦標) 

 

夏禮善 

壟斷 (1995 香港國際碗) 

 

曉斯 

第一島嶼 (1996 香港國際盃) 

 

查爾尼 

嘉比奧 (2002 香港瓶) 

 

河內洋 

午夜博彩 (1998 香港國際盃) 

 

金仕芬 

靚蝦王 (1999 香港短途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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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誠 

飛躍舞士 (1988 香港邀請盃) 

 

李慕華 

自豪 (2006 香港盃) 

 

勞愛德 

步步穩 (2011 香港一哩錦標) 

 

萬寧 

歷山金駒 (2004 香港盃) 

 

馬素爾 

計惑 (1993 香港國際盃) 

 

馬偉昌 

奧運精神 (2002 香港一哩錦標) 

 

麥求恩 

煤礦山 (2006 香港瓶) 

 

莫雅  

飛雪仙蹤 (2010 香港盃) 

 

巫瑞時 

加深 (1990 香港邀請盃) 

 

莫狄  

大利多 (2000 香港瓶) 

 

史科菲 

電光火力 (2005 香港短途錦標) 

 

薛凱文 

飛鷹山 (2008 香港盃) 

 

四位洋文  

愛麗數碼 (2001 香港盃) 

 

蘇銘倫 

好爸爸 (2008 香港一哩錦標) 

 

史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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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侵略 (1989 香港邀請盃)  

 

史卓棟 

卡通飛機 (2010 香港短途錦標) 

 

史永邦 

蘇式路線 (1994 香港國際碗) 

 

武豊 

黃金旅程 (2001 香港瓶) 

 

韋紀力 

多利得 (2011 香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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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表香港盃歷屆冠軍 
 
年份 賽事級

別 
馬名 / 代表國家或地區 年齡/ 

負磅/
性別 

騎師 練馬師 馬主 頭馬距離 檔位 獨贏

賠率 

2013 一級賽 事事為王 (香港)  4/126/c 韋達 高伯新 潘蘇通 1 1 2.9 
2012 一級賽 加州萬里 (香港) 6/126/g 蔡明紹 告東尼 梁欽聖 1 1 2.7F 
2011 一級賽 加州萬里 (香港) 5/126/g 蔡明紹 告東尼 梁欽聖 1 1 4.4 
2010 一級賽 飛雪仙蹤 (英國) 3/119/f 莫雅 鄧樂普 Anamoine Ltd 馬頸位 8 2.5F 
2009 一級賽 萬千景象 (法國) 4/126/c 柏兆雷 利寶德 J Detre & V Libaud 3/4 7 7 
2008 一級賽 飛鷹山 (南非) 4/126/c 薛凱文 郭克 M bin Khalifa Al 

Maktoum 
1-1/4 5 5.9 

2007 一級賽 威滿蹄 (阿聯酋) 5/126/h 戴圖理 蘇萊 高多芬 1/2 4 4.8 
2006 一級賽 自豪 (法國) 6/122/

m 
李慕華 羅迪普 NP Bloodstock Ltd 短馬頭位 9 3.5 

2005 一級賽 爪皇凌雨 (香港) 5/126/g 杜鵬志 霍利時 周漢文 馬頸位 4 1.8F 
2004 一級賽 歷山金駒 (愛爾蘭) 3/119/f 萬寧 鮑爾傑 Noel O’Callaghan 短馬頭位 12 22 
2003 一級賽 飛霸 (英國) 5/126/h 戴圖理 古萬尼 T Yoshida & Scuderia 

Rencati 
2 5 1.7F 

2002 一級賽 計得精彩 (香港) 4/126/g 靳能 岳敦 胡世榮 短馬頭位 12 65 
2001 一級賽 愛麗數碼 (日本) 4/126/c 四位洋文 白井壽昭 Takao Wakanabe 馬頭位 12 3.9 
2000 一級賽 奇異光芒 (阿聯酋) 4/126/c 戴圖理 蘇萊 高多芬 1-3/4 10 2.9F 
1999 一級賽 雞尾酒 (法國) 5/126/g 巫斯義 杜文 J D Martin & R Barby 3-3/4 7 4.6 
1998 二級賽 午夜博彩 (日本) 4/126/c 河內洋 長濱博之 Shadai Racehorse Co 3/4 9 43 
1997 二級賽 威太子 (美國) 5/131/g 艾謀信 浦學求 R Martin & S Weiner 短馬頭位 2 7 
1996 二級賽 第一島嶼 (英國) 4/131/c 曉斯 韋力 Mollers Racing 3/4 10 2.8F 
1995 二級賽 富士山 (日本) 7/126/h 蛯名正義 森秀行 Tatsuya Fujimoto 3/4 5 38 
1994 二級賽 塔傑邦 (澳洲) 5/123/g 岳禮華 黎理 Mr & Mrs H T Croll & 

Partners 
3/4 8 30 

1993 三級賽 計惑 (香港) 6/123/g 馬素爾 約翰摩亞 許世勳先生及夫人 1 8 11 
1993 三級賽 羅曼尼 (紐西蘭) 4/123/f 查汝誠 納遜 P J & P M Vela 1 9 24 
1991 香港一

級賽 
翠河 (香港) 4/126/g 巫斯義 許怡 張奧偉爵士及夏佳理 1 13 2.6F 

1990 平磅賽 加深 (紐西蘭) 5/126/h 巫瑞時 史密夫 B & J Duncan & B 
Smith 

馬頭位 9 2.6F 

1989 平磅賽 灰色侵略 (紐西蘭) 4/123/f 史釗活 郭拉克 E J Johnson & 馬頸位 2 73 



Partners 
1989 平磅賽 殖民首長 (新加坡/馬來

西亞) 
4/126/g 告東尼 愛倫 Promise Stable 短馬頭位 1 7.7 

1988 平磅賽 飛躍舞士 (香港) 5/126/g 雷誠 簡炳墀 林百欣 1-1/4 8 6.1 
*自 1999 年起競逐途程由 1800 米改為 2000 米 
** c/h - 雄馬；f/m - 雌馬；g - 閹馬 



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歷屆冠軍 
 
年份 賽事級

別 
馬名 / 代表國家或地區 年齡/ 

負磅/
性別 

騎師 練馬師 馬主 頭馬距離 檔位 獨贏

賠率 

2013 一級賽 精彩日子 (香港) 6/126/g 韋達 蔡約翰 百家樂團體 3/4 13 8.7 
2012 一級賽 雄心威龍 (香港) 6/126/g 潘頓 苗禮德 林培雄與林顯裕 3/4  11 4.1 
2011 一級賽 步步穩 (香港) 9/126/g 勞愛德 約翰摩亞 李福鋆醫生及夫人 馬頸位 7 66 
2010 一級賽 締造美麗 (香港) 5/126/g 巫斯義 告東尼 郭少明 3/4 14 10 
2009 一級賽 好爸爸 (香港) 7/126/g 杜利萊 告達理 袁仕傑 1/2 9 3.6 
2008 一級賽 好爸爸 (香港) 6/126/g 蘇銘倫 薛達志 袁仕傑 2-1/2 7 4.4 
2007 一級賽 好爸爸 (香港) 5/126/g 杜利萊 薛達志 袁仕傑 短馬頭位 6 3.8F 
2006 一級賽 星運爵士 (香港) 7/126/g 杜利萊 方嘉柏 游紹賢 馬頭位 4 15 
2005 一級賽 三連冠 (日本) 4/126/c 柏兆雷 角居勝彥 Carrot Farm Ltd 1-1/4 10 4.8 
2004 一級賽 防火線 (阿聯酋) 5/126/h 戴圖理 蘇萊 高多芬 3/4 3 15 
2003 一級賽 幸運馬主 (香港) 4/126/c 高雅志 告東尼 梁啟徽先生及夫人 1/2 7 6.4 
2002 一級賽 奧運精神 (香港) 4/126/g 馬偉昌 愛倫 榮智健 馬頸位 10 49 
2001 一級賽 榮進寶蹄 (日本) 4/126/c 福永祐一 北橋修二 Toyomitsu Hirai 3-1/4 13 24 
2000 一級賽 日平線 (紐西蘭) 5/123/

m 
查汝誠 麥卓凡 T J Mckee, T A Green 

& Mrs H M Lusty 
短馬頭位 9 2.2F 

1999 二級賽 海景客棧 (英國) 4/126/c 柏兆雷 賀斯 Gary A Tanaka 1-3/4 8 2.1F 
1998 二級賽 雞尾酒 (法國) 4/126/g 巫斯義 杜文 J D Martin & R Barby 1-1/4 6 9.7 
1997 二級賽 加泰隆尼 (澳洲) 5/131/g 白德民 甘明斯 陳振南拿督 1-1/4 14 5 
1996 二級賽 壟斷 (澳洲) 6/128/g 白德民 白利偉 Neville Begg & 

Partners 
短馬頭位 1 6 

1995 二級賽 壟斷 (澳洲) 5/126/g 夏禮善 白利偉 Neville Begg & 
Partners 

馬頭位 13 12 

1994 三級賽 蘇式路線 (英國) 4/123/g 史永邦 司徒德 Sheikh Maktoum Al 
Maktoum 

1-3/4 9 5.6 

1993 香港一

級賽 
勝利拍檔 (香港) 5/123/g 靳能 白理維 余國雄及周偉偉 馬頸位 5 2.7F 

1993 香港一

級賽 
幽谷之姬 (美國) 6/123/

m 
布力克 舒密加 W Gretzky & B McNall 短馬頭位 1 25 

1991 香港一

級賽 
更險 (愛爾蘭) 3/125/c 靳能 衛爾德 Moyglare Stud Ltd 1-3/4 14 34 

*自 1999 年起競逐途程由 1400 米改為 1600 米 
** c/h - 雄馬；f/m - 雌馬；g - 閹馬 



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歷屆冠軍 
 
年份 賽事

級別 
馬名 / 代表國家或地區 年齡/ 

負磅/
性別 

騎師 練馬師 馬主 頭馬距離 檔位 獨贏

賠率 

2013 一級

賽 
龍王 (日本) 5/126/h 岩田康誠 安田隆行 Lord Horse Club 5 12 1.8F 

2012 一級

賽 
龍王 (日本) 4/126/c 岩田康誠 安田隆行 Lord Horse Club 2-1/2 6 4 

2011 一級

賽 
天久 (香港) 4/126/g 柏寶 方嘉柏 張福滔醫生與張李明沁 馬頭位 6 4.3 

2010 一級

賽 
卡通飛機 (南非) 6/126/g 史卓棟 賀力奇 H S N Du Preez, et al 短馬頭位 8 18 

2009 一級

賽 
蓮華生輝 (香港) 6/126/g 柏寶 姚本輝 冼鏡煜 1/2 7 2.5F 

2008 一級

賽 
創惑 (香港) 5/126/g 白德民 約翰摩亞 許世勳先生及夫人 馬頸位 9 67 

2007 一級

賽 
蓮華生輝 (香港) 4/126/g 巫斯義 姚本輝 冼鏡煜 2-1/4 6 1.4F 

2006 一級

賽 
騏綵 (香港) 5/126/g 柏寶 賀賢 王明澤先生及夫人 4-1/4 5 6.4 

2005 一級

賽 
電光火力 (香港) 5/126/g 史科菲 告達理 林賢奇 1-3/4 2 28 

2004 一級

賽 
精英大師 (香港) 5/126/g 高雅志 告東尼 Archie & Betty da Silva 1-3/4 6 1.3F 

2003 一級

賽 
精英大師 (香港) 4/126/g 高雅志 告東尼 Archie & Betty da Silva 1 11 1.3F 

2002 一級

賽 
更歡笑 (香港) 5/126/g 巫斯義 大衛希斯 林文彬 1-1/2 2 3.9F 

2001 二級

賽 
飛快龍 (澳洲) 5/126/h 岳禮華 布戈 Mrs D Falvey & Partners 短馬頭位 4 4.9 

2000 三級

賽 
飛快龍 (澳洲) 4/126/c 岳禮華 布戈 Mrs D Falvey & Partners 馬頭位 5 5.5 

1999 表列

賽 
靚蝦王 (香港) 4/126/g 金仕芬 姚本輝 劉錫康先生及夫人 1 8 13 



*自 2006 年起競逐途程由 1000 米改為 1200 米 
** c/h - 雄馬；f/m - 雌馬；g - 閹馬 
 
 



浪琴表香港瓶歷屆冠軍 
 
年份 賽事級

別 
馬名 / 代表國家或地區 年齡/ 

負磅/
性別 

騎師 練馬師 馬主 頭馬距離 檔位 獨贏

賠率 

2013 一級賽 多名利 (香港) 5/126/h 潘頓 約翰摩亞 10/11 約翰摩亞練馬師

賽馬團體 
3/4 12 13 

2012 一級賽 紅色禮物 (英國) 6/126/g 巫斯義 鄧樂普 夏佳理 短馬頭位 7 10 
2011 一級賽 多利得 (法國) 5/126/h 韋紀力 杜誠高 Pearl Bloodstock Ltd 3/4 3 6.6 
2010 一級賽 技藝精湛 (阿聯酋) 4/126/c 戴圖理 蘇萊 高多芬 2-1/2 2 4.8 
2009 一級賽 大利來 (法國) 3/118/f 巫斯義 羅迪普 H H Aga Khan 短馬頭位 3 6.7 
2008 一級賽 迪諾醫生 (法國) 6/126/h 柏兆雷 高伯新 Dr Javier Martinez 

Salmean 
短馬頭位 12 2.3F 

2007 一級賽 迪諾醫生 (法國) 5/126/h 柏兆雷 高伯新 Dr Javier Martinez 
Salmean 

1-1/2 4 8.7 

2006 一級賽 煤礦山 (英國) 8/126/g 麥求恩 施永彬 R H Hall, 
J D Abell and R Crowe 

鼻位 9 12 

2005 一級賽 占卜 (英國) 4/122/f 范義龍 鄧樂普 Lord Derby 2-3/4 7 4.4 
2004 一級賽 鳳凰烈焰 (英國) 4/126/c 戴馬田 包義定 Winterbeck Manor Stud 1/2 5 27 
2003 一級賽 逍遙谷 (法國) 3/117/f 鮑華富 黎祿殊 Ecurie Wildenstein 3/4 3 8.1 
2002 一級賽 嘉比奧 (法國) 4/126/c 查爾尼 利寶德 Mme Henri Devin 3/4 4 4.8 
2001 一級賽 黃金旅程 (日本) 7/126/h 武豊 池江泰郎 Shadai Race Horse Ltd 馬頭位 14 2.0F 
2000 一級賽 大利多 (英國) 4/126/c 莫狄 司徒德爵士 Lucky Stable 1-3/4 9 2.3F 
1999 二級賽 博爾吉亞 (法國) 5/126/

m 
柏兆雷 費伯華 Gestut Ammerland 馬頭位 2 24 

1998 二級賽 原居民 (香港) 5/126/g 韋達 愛倫 彭遠慶先生及夫人 馬頸位 7 4 
1997 二級賽 牢騷 (英國) 5/131/h 靳能 白禮頓 Saeed Manana 馬頭位 12 1.4F 
1996 二級賽 牢騷 (英國) 4/131/c 戴圖理 白禮頓 Saeed Manana 1-1/2 6 3.1F 
1995 香港一

級賽 
派得好 (法國) 6/126/h 柏兆雷 黎祿殊 E Sarasola 馬頸位 10 3.4F 

1994 香港一

級賽 
紅主教 (法國) 6/123/h 艾謀信 夏文 Ali Saeed 2-3/4 4 13 

* c/h - 雄馬；f/m - 雌馬；g - 閹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