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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義定 盃 – 金髮俏馬 

現年四十四歲，其父包義鼎是英國著名練馬師，曾經訓練上世紀歐洲 出色賽駒之一「水車礁石」。包義定 初是業餘騎

師，擔任父親的助手四年後，於二○○三年一月接管其父的金斯克利爾馬房，同年六月憑 Casual Look 勝出橡樹大賽，贏得

其首項經典賽事冠軍。旗下佳駟「鳳凰烈焰」曾三勝一級賽，包括二○○四年加拿大國際錦標、二○○四年香港瓶及二○○

五年杜拜司馬經典賽。其後，他要等候八年半才再奪一級賽頭馬，憑「側目相看」在澳洲費明頓勝出二○一三年麥堅倫錦

標。他今季兩勝一級賽，分別憑「更待何時」和「金髮俏馬」勝出薩塞克斯錦標和戴萊錦標。包義定今年創下其個人單季贏

得 多獎金的新紀錄，單單在英國已贏得超過二百五十萬英鎊。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瓶（二○○四年「鳳凰烈

焰」）。在港累積頭馬一場。 

 

 
 

 

鮑歌蓮 盃 – 更凌駕 

現年五十九歲。一九九一年獲發練馬師牌照，基地設於尚蒂伊。她訓練的「佳年」於一九九五年摘下法國橡樹大賽及紅寶錦

標兩項一級賽。她以訓練「天鷹翱翔」 為人熟悉，該駒於二○一二年在雅士谷出爭一級賽英國冠軍錦標，對作告別戰的

「范高爾」步步進逼，「范高爾」退役後，「天鷹翱翔」於同年底成為全球 高評分的現役賽駒。「天鷹翱翔」於二○一一

年曾摘下英國冠軍錦標，二○一二年初再添杜拜司馬經典賽及根利錦標兩項一級賽殊榮。其後於二○一三及二○一五年，

「天鷹翱翔」再兩度摘下根利錦標，並於二○一二及二○一三年蟬聯多拉爾錦標冠軍。「天鷹翱翔」再於二○一四年勝出伊

斯巴翰錦標及加冕盃兩項一級賽。鮑歌蓮曾於二○○九年派出「天鷹翱翔」角逐香港瓶，得第五名。該駒其後曾四度角逐香

港盃，分別跑獲第七名（二○一○年）、第五名（二○一一年）、第三名（二○一三年）及第四名（二○一四年）。二○一

五年，「天鷹翱翔」在香港瓶中跑第十後退役。二○一二年，「天鷹翱翔」於比賽前夕因受傷而退出香港盃。去年，鮑歌蓮

繼續參與香港國際賽事，派出法國馬「更凌駕」出爭浪琴表香港瓶， 終跑入第七名。今年，「更凌駕」勝出二級賽多拉爾

錦標，為今仗作好準備。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白祈達 瓶 – 化學能量 

現年四十六歲。白祈達的家族與賽馬淵源甚深。白祈達在完成學業後，遠赴澳洲追隨當地兩位知名練馬師甘明斯和哥連希斯

學藝，其後回到英國，曾為費哲路、莫亞和派溥等練馬師效力。一九九六年，他成為華偉榮的助手，並於二○○○年接手華

偉榮的練馬師牌照。二○○八年，他憑「請注意」拿下橡樹大賽冠軍，勝出其首項經典賽事；其後於二○一三年憑「才華洋

溢」再次攻下該賽。麾下佳駟「深情簡韻」於二○一五年奪得聖烈治錦標冠軍，為他增添經典賽頭馬；該駒於一個月後再勝

出一級賽英國冠軍雌馬錦標。二○一六年，白祈達首次在英國於一季內突破一百場頭馬大關。他曾於二○○八年派出「無限

動力」角逐一級賽香港瓶，得第七名。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郭艾迪 瓶 – 王族統治 

現年六十一歲。郭艾迪於一九八五年加入傳奇練馬師費伯華的團隊，起初擔任策騎員，其後逐步晉升， 終於一九九八年成

為費伯華的助理練馬師，並在該崗位任職七年。他於二○○五年自立門戶，在法國西北部桑奧內設廄，從練短短十八個月，

便憑 Young Poli 贏得其首項錦標賽冠軍。他於二○一五年初嚐分級賽勝果，分別憑「銀色海浪」和「狩獵之神」攻下力量錦

標和希度華大賽兩項三級賽。今年，「王族統治」成為郭艾迪馬房主將，先後勝出希度華大賽、羅魯錦標（三級賽）和多維

爾大賽（二級賽）。「王族統治」其後在墨爾本盃中跑第七。初次來港參賽。 

 

 
 

 

告東尼 
盃 – 馬克羅斯; 一哩 – 美麗大師;  

短途 – 幸福指數; 瓶 – 大雄圖 
現年六十歲。告東尼是香港業餘賽馬年代著名騎師告魯士的兒子，其兄告達理亦是現役練馬師。告東尼是香港賽馬會見習騎

師學校於一九七二年創校時，首批獲取錄學員之一。他於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度馬季展開策騎生涯，曾六次奪得香港冠軍

騎師榮銜，從騎期間共贏得九百四十六場頭馬。告東尼亦曾在歐洲勝出一級賽，並曾夥拍出色雌馬「三連圖」取勝。他於一

九九六年獲發練馬師牌照，並於一九九九／二○○○年度馬季首次榮膺香港冠軍練馬師，其後於二○○四／二○○五年度馬

季再奪此項殊榮，並創下當時一季勝出 多頭馬（九十一場）及贏得 多獎金（一億一千三百萬港元）的紀錄。他所訓練的

賽駒之中，以曾經連勝十七仗的香港馬王「精英大師」名氣 大。重要成就：香港冠軍騎師（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

○／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度）；香港冠軍

練馬師（一九九九／二○○○、二○○四／二○○五年度）。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八項）：香港一哩錦標（二○○三年「幸

運馬主」、二○一○年「締造美麗」、二○一六年「美麗大師」）、香港盃（二○一一及二○一二年「加州萬里」）、香港

短途錦標（二○○三及二○○四年「精英大師」、二○一五年「幸福指數」）。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

千一百二十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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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普 盃 – 妙聲傳城 

現年四十歲。鄧力普是英國冠軍練馬師鄧祿普的兒子，亦是傳奇練馬師施素爾爵士的教子，故早已與練馬結下不解之緣。其

兄鄧樂普亦為練馬師，曾勝出經典賽，並已攻下三項香港國際賽事。鄧力普曾擔任業餘騎師，並在卓定咸勝出一項障礙賽，

但當練馬師才是他的抱負。鄧力普曾在父親、施素爾和跳欄賽冠軍練馬師韓德信的馬房工作，其後於二○○六年獲發練馬師

牌照，並於同年贏得首場頭馬。他於二○一五年憑「妙聲傳城」勝出三級賽康特錦標，初嚐分級賽勝果。同年，「妙聲傳

城」攻下聖格盧準則大賽，成為他首匹一級賽頭馬。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費伯華 瓶 – 攻心如焚 

現年七十二歲，是賽馬史上 傑出的練馬師之一。費伯華畢業於法律系，父親是一名外交官。這位賽馬奇才 大的嗜好之

一，是閱讀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作品。他曾是法國數一數二的跳欄賽騎師，贏過逾二百五十場賽事，包括法國 著名的

障礙賽巴黎障礙大賽。從練以來，他曾連奪二十一屆法國冠軍練馬師殊榮。他曾於二○○八年及二○○九年失落該項榮銜，

但自二○一○年至二○一五年已連續六年登上寶座，歷年合共二十七次榮膺法國冠軍練馬師。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他

在今季練馬師榜暫居首位，將力爭第二十八次奪得該項殊榮。旗下的賽駒曾勝出法國所有大賽，包括七次奪得凱旋門大賽冠

軍。他亦曾訓練多匹冠軍名駒，包括「彈跳人」、Zafonic、「名畫家」、「風馳」及「萬得樂」。經過多次嘗試後，費伯華

終於在二○一一年一償宿願，憑「人人為我」贏得一級賽葉森打冠軍。十一月憑「攻心如焚」攻下育馬者盃草地大賽，第

五度勝出育馬者盃賽事。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瓶（一九九九年「博爾吉亞」、二○一四年「富林特郡」）。在

港累積頭馬兩場。 

 
 
 

 

范思維 短途 – 空心錫人 

現年五十六歲，逾二十五年來一直躋身英國頂尖練馬師行列。曾勝出至少二十項一級賽，為他建功的包括短途佳駟「葡萄汽

酒」與「社會基石」，以及跳欄賽駒如 Royal Gait 與 Hors La Loi III 等，當中後兩駒分別於一九九二年及二○○二年奪得

卓定咸冠軍跳欄大賽冠軍。Environmental Friend 於一九九一年勝出日蝕大賽，為他贏得首場一級賽頭馬。旗下 矚目的佳

駟是雌馬「蘇維埃曲」，共奪得五項一級賽冠軍。二○一六年憑頂級雌馬「快登達」在法國勝出尚羅萬尼錦標及歌劇錦標兩

項一級賽，以及憑「空心錫人」攻下雅士谷 1200 米一級賽英國冠軍短途錦標；後駒今年再奪得一級賽鑽禧錦標。今年第三次

參加香港國際賽事。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藤原英昭 盃 – 善得福; 瓶 – 東瀛羅勒 

現年五十二歲。藤原英昭仍為大學生時是馬術會的活躍會員。一九八九年加入日本中央競馬會擔任策騎員，並於二○○○年

獲發練馬師牌照。他於二○○七年、二○○八年及二○一三年均成為該年取得 高勝出率的練馬師，因而三度獲頒日本中央

競馬會大獎。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止，歷來累積中央競馬會頭馬總數達六百一十七場，包括今季四十九場，目前在練馬師

榜暫居第二位。他至今已贏得至少十二項一級賽或日本一級賽冠軍。他廄內的頂尖賽駒包括：「榮進閃耀」（二○一○年日

本打大賽及二○一二年秋季天皇賞）、「太陽神驥」（二○一三年一哩冠軍賽）、Asian Winds（二○○八年維多利亞一哩

賽）及出色雌馬「真誠少女」（二○一五年短途馬錦標、二○一五及二○一六年維多利亞一哩賽）。他旗下賽駒曾兩度在香

港國際賽事中跑入位置，但未嘗在香港取得勝利。 

 

 
 

 

葛威法 一哩 – 言出必行 

現年四十歲。在法國夏洛萊土生土長的葛威法，設廄於拉莫爾萊埃。他 初在法國從事障礙賽駒培育工作，為事業打好基

礎，亦是 Darley Flying Start 管理及領導人才培訓計劃的首屆畢業生。在設廄從練之前，他曾在練馬師岳斯及巴棠的馬房

工作，亦曾擔任羅迪普的助理練馬師，其間汲取不少經驗。「暴發」於二○一五年在巴黎大賽中為他贏得首項一級賽冠軍，

並於二○一六年摘下加拿大國際錦標。他今季憑「巴甜兒」勝出一級賽紅寶錦標。今年首次參加香港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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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禮文 短途 – 正確人選 

現年五十二歲。其父親 Jean 曾擔任騎師，顧禮文也曾從騎，其間在法國勝出逾四百場賽事，包括策騎由父親訓練的 Melmoss

攻下一項表列賽。顧禮文於一九九四年獲發練馬師牌照，並於二○○○年憑 Percent Premium 勝出首項黑體賽。他於二○一

一年又憑「錫金駿馬」摘下一級賽法國二千堅尼，勝出其首項經典賽事，隨即聲名大噪。他至今年才勝出第二項一級賽，於

杜拜世界盃日憑「正確人選」攻下阿喬斯短途錦標。今年首次參加香港國際賽事。 

 

 
 

 

向禮倫 瓶 – 丹山高迪 

現年四十二歲。向禮倫曾為其著名練馬師父親向能擔任助理十二年，於二○一三年馬季末接掌其父的 Herridge and 

Everleigh 馬房。其祖父 Harry 亦是練馬師。練馬師喬偉傑及前騎師夏偉卓是其姐妹的丈夫。向禮倫首季從練就取得成功，榮

膺二○一四年英國冠軍練馬師，贏得的獎金接近四百七十萬英鎊，又憑「雷霆夜」勝出二千堅尼，首次奪得經典賽錦標，再

派遣「奧運光輝」及「豪華房車」分別勝出樂景傑錦標和女皇安妮錦標兩項一級賽。今季，他憑「吵鬧不休」勝出聖詹姆士

皇宮錦標（一級賽）。今年是向禮倫第二次參與香港國際賽事，他於二○一五年派出「托摩亞」角逐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

取得第十一名。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堀宣行 盃 – 新寫實派 

現年五十歲。堀宣行於二○○二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二○一五年首次成為日本冠軍練馬師。他贏過至少十

七項一級賽冠軍。二○一五年是他從練以來成績 突出的一季，「大鳴大放」先在日本二千堅尼大賽（一級賽）中為他帶來

首項經典賽冠軍，繼而攻下日本打大賽（一級賽）；頂級一哩馬「滿樂時」則為他奪得安田紀念賽、一哩冠軍賽及浪琴表

香港一哩錦標三項一級賽冠軍。「滿樂時」於二○一六年五月在沙田攻下冠軍一哩賽（一級賽），其後又在浪琴表香港盃

（一級賽）中摘桂，前後勝出兩項不同香港國際賽事，開創先河。堀宣行於當日較早時間已憑「里見皇冠」捧走浪琴表香港

瓶（一級賽），成為首位在同日勝出兩項香港國際賽事的海外練馬師。堀宣行因而亦成為海外戰績 佳的日本中央競馬會練

馬師。連同「新寫實派」於今年四月摘下女皇盃（一級賽），他在海外合共贏得六項一級賽。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

香港盃（二○一六年「滿樂時」）、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五年「滿樂時」）及香港瓶（二○一六年「里見皇冠」）。在港

累積頭馬五場。 

 
 

 

池江泰壽 一哩 – 神燈光照 

現年四十八歲。其父池江泰郎以前也是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兩屆日本馬王「大震撼」及二○○一年香港瓶盟主「黃金旅

程」均由他訓練。池江泰壽一度在父親的馬房工作，其後於一九九五年前赴英國，效力司徒德爵士馬房。一九九六年轉赴美

國加州，在美國著名練馬師翟誠道的馬房工作。二○○三年返回日本，並獲發練馬師牌照，從練以來合共勝出不少於五百八

十八場頭馬，而今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止則贏得五十四場頭馬，在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榜居於首位。他贏過不少於十

九項一級賽／日本一級賽。二○○八年更成為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練馬師。由他訓練的出色賽駒包括：二○一一年日本馬王

兼兩屆凱旋門大賽亞軍「黃金巨匠」、三項一級賽盟主「夢之旅」，以及兩匹日本經典賽冠軍「覓奇妃」與「里見光鑽」。

今季其馬房的主力賽駒「艾恩遺跡」與「波斯劍客」在日本二千堅尼大賽（一級賽）中包辦了前兩名，「波斯劍客」還勝出

一哩冠軍賽（一級賽）。其麾下另一良駒「神燈光照」則於六月攻下安田紀念賽。他曾派出五駒角逐香港國際賽事。暫未在

港錄得頭馬。 

 
 

呂健威 短途 – 幸運如意 

現年五十八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在港從騎期間，曾勝出三十六場頭馬，其後成

為助理練馬師。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二○○六年，他派出「終身美麗」勝出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

其中一關賽事香港打預賽。至於其廄內 出色賽駒當屬「幸運如意」，該駒在二○一七年主席短途獎中奪冠，替其贏得首

項一級賽錦標。「幸運如意」去年更幾乎為他攻下首項香港國際賽事，在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一級賽）中僅以短馬頭位之

差敗於「友瑩格」蹄下屈居亞軍。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五十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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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禮德 盃 – 創世紀; 一哩 – 馬上發財, 川河寶駒 

現年五十六歲。其父 Terrance 是屢奪南非冠軍練馬師榮銜的傳奇人物。苗禮德於一九九一年展開練馬事業，隨即取得優異成

績，曾兩度榮膺南非冠軍練馬師，並已贏遍南非所有大賽。曾訓練「會所皇后」、Jet Master 及 Surfing Home 三匹南非馬王

及眾多冠軍賽駒。從練頭九年，共贏得三十九場一級賽頭馬，其後來港發展。他在港設廄首季即一鳴驚人，憑「勝利名駒」

勝出二○○○年香港打大賽。他在港從練至今的代表作是兩屆香港馬王「雄心威龍」，該駒歷來取得的十三場頭馬中，包

括兩項一級賽及五項香港一級賽。重要成就：兩屆南非冠軍練馬師（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四年與紹爾並列）。香港國際賽事

冠軍（一項）：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二年「雄心威龍」）。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六十場。 

 

 
 

苗利雅 短途 – 狂暴不羈 

現年五十一歲。苗利雅獲得練馬師牌照已有三十年，現已成為南加州頂尖練馬師之一。苗利雅 初希望成為騎師，但當醫生

告訴他，他會長得很壯碩後，他便另覓去向。他高中畢業後，隨即到美國殿堂級練馬師韋定咸廄內擔任馬匹料理員，這個經

驗令他立志要成為練馬師。他於一九八七年領取練馬師牌照，並於翌年在聖雅尼塔首次奪冠。他於二○○七年憑「遊戲」在

德爾馬 Debutante 取得首項一級賽冠軍，其後再憑 Comma To The Top、Heir Kitty、「深奧小說」等佳駟屢獲一級賽冠軍。

今年，苗利雅在德爾馬的育馬者盃賽事中成績可觀，憑「棗色聖上」及「狂暴不羈」分別勝出育馬者盃短途大賽（泥地）及

育馬者盃草地短途大賽。今年首次參加香港國際賽事。 

 

 
 

 

約翰摩亞 
盃 – 明月千里; 一哩 – 美麗傳承, 喜蓮獎星, 壯思飛; 

短途 – 新力風; 瓶 – 鷹雄, 喜蓮彩星 

現年六十七歲。自香港賽馬於一九七一年轉為職業化以來，約翰摩亞一直參與香港賽馬，是本港現時從練 久兼歷來累積

多頭馬的練馬師。約翰摩亞本為業餘騎師，由一九八五年開始從練，之前則為已故著名練馬師父親佐治摩亞擔任助理。二○

○七年，他憑「爆冷」奪得女皇盃，並憑「步步穩」勝出冠軍一哩賽，包辦兩項國際一級賽冠軍，且於相隔三年之後，再憑

此兩駒又一次勝出這兩項國際一級賽，創下賽馬運動歷史上的一項紀錄。約翰摩亞是本港賽馬史上首位創下一千場頭馬紀錄

的練馬師，而且於 近十二季，他一直都是香港贏得 多獎金的練馬師。 近五季的香港馬王，包括「軍事出擊」、「威爾

頓」、「步步友」、「明月千里」及「佳龍駒」，均來自約翰摩亞馬房。重要成就：七屆香港冠軍練馬師（一九八五／一九

八六、一九九○／一九九一、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一九九二／一九九三（與許怡並列冠軍）、一九九四／一九九五、二○

一○／二○一一及二○一四／二○一五年度馬季）；從練以來贏得 多獎金的紀錄保持者（十七億六千萬港元）；一季贏得

多獎金的紀錄保持者（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合共贏得獎金一億五千五百二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五港元）。香港國

際賽事冠軍（六項），包括：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一年「步步穩」、二○一四年「步步友」）、香港盃（一九九三年「計

惑」、二○一四年「威爾頓」）、香港短途錦標（二○○八年「創惑」）、香港瓶（二○一三年「多名利」）。截至十一月

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五百七十八場。 

 
 
 

 

莫威利 瓶 – 大轟動 

現年六十一歲。莫威利在馬壇成就輝煌，在跳欄賽中的成績亦是首屈一指。莫威利曾十一度榮膺愛爾蘭跳欄賽冠軍練馬師，

並贏得多項大賽冠軍，包括憑 Hurricane Fly（二○一一年及二○一三年）、Faugheen（二○一五年）及 Annie Power（二○

一六年）在卓定咸四度攻下冠軍跳欄賽，並於二○○五年憑 Hedgehunter 勝出障礙大賽。所訓練的佳駟包括 Vautour、

Quevega 及 Florida Pearl，曾於二○一三年憑 Blackstairmountain 勝出跳欄一級賽中山大障礙賽。他在愛爾蘭六度奪得冠

軍業餘騎師榮銜，並於一九八三年在障礙大賽的跑道上攻下獵狐者障礙賽。其後於一九八八年獲得練馬師牌照。他亦曾勝出

平地賽，他於二○一二年憑「多產作家」在皇家雅士谷賽期五日內勝出兩仗，包括雅士谷錦標及亞歷珊卓皇后錦標。「多產

作家」其後於二○一三年在皇家雅士谷賽期的一級賽雅士谷金盃中跑獲亞軍及於一級賽墨爾本盃中跑獲第四，並於同年的一

級賽浪琴表香港瓶中跑獲第五。「多產作家」為莫威利之前派出角逐香港國際賽事的唯一賽駒。近期，莫威利廄下的「大轟

動」兩度在墨爾本盃中跑入三甲。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岳伯仁 
盃 – 多維小城,戰爭政令; 一哩 – 轟炸大戰, 果占卷; 

 瓶 – 高地之舞 
現年四十八歲。從練至今已勝出大賽無數，並已贏得二百九十八場一級賽頭馬，並曾勝出二十二場英國狩獵賽（一級賽）。

岳伯仁今年已打破了美國傳奇練馬師范高爾的一季 多一級賽頭馬紀錄，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二十七場，較范高爾多兩場。他

曾奪得愛爾蘭冠軍業餘跳欄騎師榮銜，一九九三年獲得練馬師牌照前曾為鮑爾傑擔任助理練馬師。他於二○一七年憑一百一

十九場頭馬第二十次榮膺愛爾蘭冠軍練馬師。從練初期憑多匹優秀跳欄賽駒屢創佳績，一九九六年加入 John Magnier 名下古

摩亞集團的著名練馬基地巴利多爾馬房後，翌年成為愛爾蘭歷來 年輕平地賽冠軍練馬師。迄今，他在英、愛兩地合共勝出

六十八項經典大賽。他曾訓練眾多冠軍佳駟，包括超級種馬「天文學家」、「灌木叢」、「巨人長堤」、「直布羅山」、

「詩人作家」、「布蘭高角」及「各管各」。二○一四年，他在澳洲取得首場勝仗，憑「阿德萊巿」攻下一級賽覺士盾。二

○一五年十二月，他派出「高地之舞」在港首次奪冠。「高地之舞」在二○一六年育馬者盃草地大賽中為岳伯仁勝出第十項

育馬者盃賽事。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瓶（二○一五年「高地之舞」）。在港累積頭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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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龍志 盃 – 醒目層次 

現年五十一歲。大久保龍志生於賽馬世家，其祖父是打頭馬練馬師，其父大久保正陽則訓練出日本馬王「成田拜仁」。他

於一九八九年加入父親的馬房擔任馬匹料理員，同時擔任策騎員，直至二○○一年獲發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牌照。兩年

後，大久保龍志自行設。「淺草皇帝」於二○○七年在一級賽菊花賞中掄元，為他帶來首項日本經典賽冠軍。此外，「碧

海銀鯊」攻克二○一四年一級賽一哩冠軍賽，以及 Man Of Purser 攻克二○○六年由地方競馬全國協會舉辦的一級賽打大

賽，是大久保龍志另外兩項重要勝仗。從練以來累積四百零二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頭馬，包括今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止的

二十五場。他去年派出「醒目層次」首次角逐香港國際賽事， 終在一級賽浪琴表香港瓶中跑獲第五。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盧漢德 短途 – 福兆 

現年五十九歲。在法國西南部波城附近的蘇維翁設廄，所練馬匹包括平地賽和跳欄賽純種馬和阿拉伯純種馬，成績斐然。迄

今共取得八項一級賽冠軍，首項為二○○二年由 Pearly Shells 摘下紅寶錦標。二○○七年九月，Mrs Lindsay 再為他摘下紅

寶錦標。一個月後，該駒又在一級賽戴萊錦標中摘桂。盧漢德曾三勝經典賽，分別是憑 Torrestrella（二○○四年）與 Tie 

Black（二○○六年）兩勝法國一千堅尼，以及憑藉「巴哈馬族」（二○一二年）攻克法國二千堅尼。他亦曾於二○○五年以

「多得寶」攻下一級賽莊柏德大賽。二○一六年，「福兆」在多維爾勝出紀爾斯大賽，為他帶來 新一級賽頭馬。這匹頂級

短途馬去年出爭一級賽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從外檔出閘，末段從後追前，跑獲第五名，表現不俗，是盧漢德從練以來首次

派出賽駒來港角逐。 

 

 
 

 

齋藤誠 短途 – 每月一回 

現年四十六歲。齋藤誠曾任職馬匹料理員及策騎員十三年，二○○六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今季截至十一月

二十三日為止，共取得三十七場頭馬，是他從練以來成績 突出的一季。他曾贏得兩項一級賽冠軍，包括於二○○七年憑

Goshawk Ken 攻下朝日盃未來錦標，以及憑「新紀錄」於二○一四年勝出日本橡樹大賽。齋藤誠亦曾在海外取得兩場勝仗， 

包括憑 Esmeraldina 在首爾馬場攻下一項韓國三級賽和憑「新紀錄」於德爾馬勝出三級賽紅地氈讓賽。齋藤誠今年連續第三

年來港角逐香港國際賽事，他於二○一五年派遣「新紀錄」來港角逐一級賽浪琴表香港盃，跑獲亞軍，翌年再派該駒出爭一

級賽浪琴表香港瓶，跑獲殿軍。 

 

 
 

 

沈集成 一哩 – 四季旺 

現年五十七歲，於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三年在港從騎期間，曾勝出二十四場頭馬，其後以助理練馬師身分跟隨前香港冠軍練馬

師愛倫學習練馬多年，至二○○三／二○○四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從練首季即贏得三十四場頭馬；次季成績更佳，在

練馬師榜上居第三位，而該季旗下賽駒以「燦惑」 為出眾。二○一一／二○一二年度馬季，沈集成憑「小橋流水」於皇家

雅士谷賽期摘下皇席錦標（一級賽），取得其首場海外勝仗。二○一五／二○一六年度馬季，他以五十四場頭馬居練馬師榜

第二位，是他從練以來成績 佳的一季。他曾派出九駒出爭香港國際賽事，但均未能跑入位置。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

在港累積頭馬四百九十四場。 

 

 

 

沈國基 一哩 – 電擊長矛 

現年四十五歲，曾經跟隨頂級練馬師包義鼎、香迪奇及古萬尼學藝，其後於二○○四年自立門戶。廄內歷來成績 佳的良駒

當數「未來夢想」，這匹體格魁梧的短途佳駟於二○一○兩歲時先後攻下兩項一級賽莫尼大賽及中央公園錦標，當時的評分

較同齡的一代名駒「范高爾」還要高。「未來夢想」其後再為沈國基攻下七月盃、希鐸短途盃及森林大賽三項一級賽，並榮

膺二○一一年歐洲 佳短途馬。沈國基旗下一級賽冠軍還有「追夢客」（二○一二年比華利錦標）、「酋國大道」（二○一

四年北地舞人草地錦標）、「貿易風暴」（二○一四年活拜一哩錦標）及「蔣夫人」（二○一四年英國冠軍雌馬錦標）。沈

國基於二○一四年曾派出「貿易風暴」角逐一級賽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跑獲第七名。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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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約翰 
一哩 – 詠彩繽紛, 西方快車; 

短途 – 華恩庭, 翩翩, 紅衣醒神, 澳斯卡 
現年六十三歲，二○○一年來港設廄之前，是悉尼前列練馬師。他在港首季即奪得冠軍練馬師榮銜，打破了本港馬壇的紀

錄。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蔡約翰締創練馬師單季在港累積頭馬 多紀錄，以九十四場頭馬第九度榮膺香港冠軍練

馬師，比位列第二的約翰摩亞多二十七場頭馬。前香港馬王「電子麒麟」及「喜勁寶」均由蔡約翰訓練，兩駒皆曾勝出多項

香港一級賽。二○○九／二○一○年度馬季，他先憑「勇敢小子」平了香港賽駒一季六捷的紀錄，繼而又憑「盈彩繽紛」在

短短五個月內創下一季七捷的新紀錄。重要成就：九屆香港冠軍練馬師（二○○一／二○○二、二○○二／二○○三、二○

○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一○、二○一一／二○一二、二○一五／二

○一六、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三年「精彩日子」）。截至

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零六十三場。 

 

 
 

 

司徒德爵士 盃 – 詩人之言; 瓶 – 來電管家 

現年七十二歲。十九歲由巴巴多斯移居英國，並於一九七二年獲發練馬師牌照。他曾奪得十屆英國冠軍練馬師榮銜（一九八

一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七年、二○○○年、二○○三年、二○○五年、二○○六年、二○○

九年）。他歷來贏得多項一級賽冠軍，包括四屆育馬者盃草地大賽、十五項英國經典賽（五屆葉森打）、兩屆日本盃、一

屆杜拜世界盃，甚至一項冠軍跳欄賽。他旗下的佳駟中雖然以退役後被盜的名駒「識價」 廣為人熟悉，但他還訓練過不少

國際冠軍級賽駒，較著名的包括杜拜世界盃及日本盃盟主「談唱劇」，以及育馬者盃草地大賽盟主「必得時機」。他於二○

○八年派遣「水到渠成」勝出聖烈治錦標，終於完成贏得全部五項英國經典賽的宏願。該駒其後更兩度摘下育馬者盃草地大

賽桂冠。二○一三年，他派出 Estimate 攻下一級賽雅士谷金盃，為馬主英女皇首度拿下該賽錦標。由他訓練的「當代名著」

於今季兩勝一級賽，因而榮膺二○一七年歐洲 佳年長馬。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國際碗（一九九四年「蘇式路

線」）、香港瓶（二○○○年「大利多」）。在港累積頭馬兩場。 

 
 

 

角居勝彥 瓶 – 神業 

現年五十三歲，在眾日本練馬師中，他的海外賽績屬 佳之列，曾摘下不少於三十四項一級賽冠軍，包括五場海外賽事：香

港一哩錦標（二○○五年「三連冠」）、美國橡樹大賽（二○○五年「西沙里奧」）、墨爾本盃（二○○六年「密州怨

曲」；亞軍「搖滾樂」亦由他訓練）、杜拜世界盃（二○一一年「比薩勝駒」），以及女皇盃（二○一二年「統治地

位」）。由他訓練出來的佳駟不勝杖舉，當中包括兩屆日本馬王「伏特加」（二○○八年及二○○九年），以及七項一級賽

／日本一級賽頭馬 Kane Hekili。他自二○一一年起至二○一三年三度榮膺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練馬師。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為止，他於今季錄得四十八場頭馬，暫居練馬師榜第三位。本年十月，他憑三歲馬「神業」攻下一級賽菊花賞（日本聖烈治

錦標），打破將近兩年的沉寂。今年是他自二○○六年以來首次參加香港國際賽事。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一哩

錦標（二○○五年「三連冠」）。在港累積頭馬兩場。 

 

 
 

 

梅田智之 短途 – 唐吉快跑 

現年四十八歲。二○○六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並於翌年在栗東練馬中心設廄。二○一二年，他憑「湘南聲

威」攻下二級賽大阪盃，迎來首項分級賽冠軍。二○一四年，他派遣「愛發達」出征澳洲，該駒在香港騎師潘頓胯下勇奪考

菲爾德盃，為他取得首項海外一級賽殊榮。二○一五年，「唐吉快跑」競逐櫻花賞（日本一千堅尼大賽）掄元，為他帶來首

項日本一級賽兼經典賽冠軍。今年首次參加香港國際賽事。 

 

 
 

 

葉楚航 盃 – 天才 

現年五十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自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三年在港從騎期間，合共勝出五十九場頭馬。其後赴海

外學習練馬，返港後曾為多屆香港冠軍練馬師簡炳墀擔任助手。二○○二／二○○三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至今在港從

練十一年，每季均能取得逾三十場頭馬。二○一一／二○一二年度馬季，他以五十場頭馬在練馬師榜上位居第四，二○一二

／二○一三年度馬季續創佳績，憑藉該季 後一場賽事的勝利，以總數六十九場頭馬壓倒告東尼，首奪冠軍練馬師殊榮。去

年，他訓練的「天才」在一級賽浪琴表香港盃中跑獲亞軍。重要成就：香港冠軍練馬師（二○一二／二○一三年度馬季）。

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六百四十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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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本輝 短途 – 有得威 

現年六十歲。一九七四至一九八○年從騎期間曾勝出十一場賽事。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度馬季首次獲發練馬師牌照，代表

作之一是於一九九九年憑「靚蝦王」勝出首屆香港短途錦標。「蓮華生輝」曾是他的馬房之星，該駒曾兩奪香港短途錦標

（一級賽），並於二○○九／二○一○年度馬季榮膺香港馬王，以及由二○○七／二○○八年度至二○一○／二○一一年度

馬季，連續四季當選 佳短途馬。姚本輝在二○一○年憑「極奇妙」在中山競馬場勇摘短途馬錦標（一級賽）。該駒當日由

黎海榮主轡，這個騎練組合成為本港賽馬史上首對華籍騎練在海外勝出一級賽。姚本輝於二○一四年派出「崇山寶」在杜拜

摘下一級賽阿喬斯短途錦標。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香港短途錦標（一九九九年「靚蝦王」、二○○七及二○○九年

「蓮華生輝」）。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六百九十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