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香港馬王 最受歡迎馬匹* 最佳短途馬 最佳一哩馬 最佳中距離馬 最佳長途馬 最佳新馬 最大進步馬匹 終身成就獎

2015/2016 明月千里 明月千里 幸福指數 首飾太陽 明月千里 將男 紅衣醒神 發盈喜 --

2014/2015 步步友 步步友 友瑩格 步步友 威爾頓 喜蓮巨星 澳斯卡 詠彩繽紛

雄心威龍

加州萬里
2013/2014 威爾頓 威爾頓 天久 大運財 威爾頓 多名利 牛精叻仔 神舟十號 --
2012/2013 軍事出擊 軍事出擊 天久 雄心威龍 軍事出擊 加州萬里 隨心隨意 隨心隨意 --

2011/2012 雄心威龍 小橋流水 小橋流水 雄心威龍 雄心威龍 智多飛 崇山寶 精彩日子

蓮華生輝

步步穩

2010/2011 雄心威龍 雄心威龍 蓮華生輝 締造美麗 雄心威龍 火龍駒 熊英雄 雄心威龍

爆冷

好爸爸
2009/2010 蓮華生輝 蓮華生輝 蓮華生輝 步步穩 閒話一句 好先生 盈彩繽紛 盈彩繽紛 --
2008/2009 爆冷 蓮華生輝 蓮華生輝 好爸爸 爆冷 爆冷 虎虎生輝 再豐裕 --
2007/2008 好爸爸 好爸爸 蓮華生輝 好爸爸 爆冷 爆冷 超班 勝眼光 爪皇凌雨
2006/2007 爪皇凌雨 爪皇凌雨 騏綵 好利威 爆冷 爪皇凌雨 時尚風采 無敵神駒 精英大師
2005/2006 牛精福星 牛精福星 精英大師 牛精福星 爪皇凌雨 爆冷 俊歡騰 好利威 --

2004/2005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 牛精福星 爪皇凌雨 爪皇凌雨 好爸爸 綠色駿馬

好望角

(傑出成就獎)
2003/2004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 幸運馬主 駿河 風雲小子 力勝 燦惑 幸運馬主

2002/2003 喜勁寶 電子麒麟 喜勁寶 電子麒麟 計得精彩 計得精彩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

靚蝦王

原居民
2001/2002 電子麒麟 靚蝦王 魅力之城 電子麒麟 奧運精神 豪情快勝 步步速 獅子花 --
2000/2001 靚蝦王 靚蝦王 靚蝦王 靚蝦王 實業先鋒 奔騰 健康快車 數糊 --
1999/2000 靚蝦王 靚蝦王 靚蝦王 靚蝦王 實業家 掌門 大話王 -- --
1998/1999 原居民 原居民 靚蝦王 奔騰 原居民 原居民 京城之寶 -- --

*「最受歡迎馬匹」於2008年之前稱為「最受公眾歡迎馬匹」。

香港賽馬會冠軍人馬獎歷屆得獎名單



年度        最受歡迎騎師* 冠軍練馬師 冠軍騎師 冠軍見習騎師

2015/2016 蔣嘉琦 蔡約翰 莫雷拉 蔣嘉琦^
2014/2015 莫雷拉 約翰摩亞 莫雷拉 何澤堯#
2013/2014 莫雷拉 方嘉柏 潘頓 呂卓賢
2012/2013 韋達 葉楚航 韋達 呂卓賢
2011/2012 韋達 蔡約翰 韋達 蘇狄雄
2010/2011 韋達 約翰摩亞 韋達 何澤堯
2009/2010 韋達 蔡約翰 韋達 楊明綸
2008/2009 韋達 方嘉柏 韋達 蔡明紹
2007/2008 韋達 蔡約翰 韋達 徐君禮
2006/2007 柏寶 方嘉柏 韋達 王志偉
2005/2006 蘇銘倫 蔡約翰 韋達 黎海榮
2004/2005 韋達 告東尼 韋達 黎海榮
2003/2004 韋達 蔡約翰 韋達 魯柏軒
2002/2003 -- 蔡約翰 韋達 梁明偉
2001/2002 -- 蔡約翰 韋達 薛順強
2000/2001 -- 簡炳墀 韋達 鄭雨滇
1999/2000 -- 告東尼 霍達 鄭雨滇
1998/1999 -- 大衛希斯 馬佳善 曾錦銓

*「最受歡迎騎師」於2008年之前稱為「最受公眾歡迎騎師」。

^ 2015/2016年度稱為「告東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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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年度稱為「最佳自由身騎師獎」。



年度        
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特

別獎金 最受香港馬迷欣賞海外馬匹

2015/2016 -- 榮進之光
2014/2015 -- 經濟學家
2013/2014 喜多盈 龍王
2012/2013 牛精好友 魚子精華
2011/2012 財寶鷹 魚子精華
2010/2011 旅英駿駒 火箭人
2009/2010 金堡龍華 --
2008/2009 大有利 --
2007/2008 絕塵 --
2006/2007 衝鋒槍 --
2005/2006 好爸爸 --
2004/2005 創佳績 --
2003/2004 燦惑 --
2002/2003 -- --
2001/2002 -- --
2000/2001 -- --
1999/2000 -- --
1998/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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