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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兆禮
現年二十六歲，畢業於英國賽馬學院。二○○七年開展其見習騎師生涯，跟隨在新市場設廄的布銘球學藝。二○一二年他在意大利策
騎 Sortilege 奪得泰斯奧錦標，贏得其首項一級賽頭馬。二○一四年夥拍「京士頓山」勝出英國聖烈治錦標，取得其首項經典賽冠軍
殊榮。艾兆禮迄今共勝出二十一場一級賽，包括策騎「容後再決」攻下英皇錦標、杜拜司馬經典賽、加冕盃及朱德望國際錦標四項一
級賽。今年艾兆禮共六勝一級賽，其中三場夥拍「受勛勇爵」取得，包括勝出傑貝哈特錦標、達德素金盃及愛爾蘭冠軍錦標。二○一
四／二○一五年度馬季來港作短期策騎。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三場。

巴米高
現年二十六歲。巴米高生於法國亞維儂市，其祖父 Christian 是法屬科西嘉島的練馬師，叔伯輩 Armand 曾是一位平地賽和跳欄賽騎
師。他出道初期追隨法國著名練馬師費伯華學藝，目前是高多芬在法國的主帥。二○一一年，他以十九歲之齡出戰杜拜賽馬嘉年華賽
事，為高多芬集團勝出多項大賽。隨後，他延續佳績，於二○一二年六月策騎「人人為我」，攻下著名的葉森打。他在二○一一／
二○一二年度馬季來港作短期策騎，其間出賽四十二次取得一勝。巴米高於二○一二年重返杜拜，夥拍「蒙泰羅索」勇奪一級賽杜拜
世界盃冠軍。他至今勝出十二項一級賽，最近一仗是策騎「攻心如焚」勝出今年育馬者盃草地大賽。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
累積頭馬一場。

貝諾華
現年三十四歲，以法國作為策騎事業基地，自一九九九年出道以來，至今已在法國取得九百八十二場頭馬。二○一三年，貝諾華主策
「愛徒」摘下準則國際錦標，打開個人一級賽勝利之門，二○一四年再次主策該駒勝出尼爾錦標，同年他夥拍「前途在握」先後攻下
兩項一級賽法國一千堅尼及法國橡樹大賽，增添經典賽勝仗。貝諾華迄今共八勝一級賽，包括今年夥拍 Mekhtal 勝出伊斯巴翰錦標。
他大部分的頭馬均以 Al Shaqab Racing 賽馬集團在法國的聘約騎師之身分取得。二○一五／二○一六年度馬季的冬季曾來港作短期策
騎。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場。

貝湯美
現年二十六歲。貝湯美在其父親前騎師貝艾雲設於和域園的馬房中長大，自小與馬為伍。貝湯美於二○○七年開始從騎，並於二○○
九／二○一○年度馬季成為悉尼冠軍見習騎師。他於二○一二年策騎「榮譽肩章」摘下金玫瑰錦標，勝出其首項一級賽。二○一三
年，貝湯美策騎「軍事出擊」攻下女皇盃，成為首位獲香港賽馬會發牌並於履約第一天便贏得一級賽冠軍的騎師。二○一七／二○一
八年度馬季，貝湯美移師香港，為約翰摩亞馬房擔任聘約騎師，全季在港策騎。重要成就：悉尼冠軍見習騎師（二○○九／二○一○
年度馬季）。主要勝仗包括：女皇盃（二○一三年「軍事出擊」、二○一四年「威爾頓」）、香港打大賽（二○一四年「威爾
頓」）、香港金盃（二○一六年「威爾頓」）、主席短途獎（二○一六年「尚多湖」）、董事盃（二○一七年「喜蓮獎星」）、女皇
銀禧紀念盃（二○一七年「喜蓮獎星」）、史密夫錦標（二○一五、二○一六及二○一七年「尚多湖」）及新航國際盃（二○一四及
二○一五年「花月春風」）。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六十一場。

貝卓成
現年四十歲。貝卓成與法國波城練馬師盧漢德合作良久，曾主策其麾下多匹阿拉伯純種馬奏凱而回。他於二○○一年策騎盧漢德馬房
的 Baldwina 出爭三級賽潘娜洛普錦標，勝出個人首項分級賽。二○一七年三月，貝卓成取得從騎以來最大成就，憑顧禮文訓練的
「正確人選」在杜拜美丹攻下一級賽阿喬斯短途錦標，奪得個人首項一級賽頭馬。今年至今，貝卓成在法國共勝出四十一場賽事，而
他在祖國從騎迄今累積的頭馬則超過一千一百場。他從騎以來取得最佳賽績的一季為二○○九年，其間勝出七十四場頭馬。今年將首
次在港策騎。

布達德
現年二十四歲。二○一六年第二度榮膺法國冠軍騎師，該季在歐洲共勝出三百場頭馬。其已故父親 Marc 曾在法國中部練馬。布達德
在高維爾就讀騎師學校，其後加入實力雄厚的費伯華馬房擔任見習騎師。他於二○○九年四月首次獲勝，二○一四年更憑「佳朗」攻
下巴黎大賽，初嚐一級賽勝果。其後，他夥拍「重大機密」先後揚威三項一級賽，分別是二○一四年羅斯齊爾德大賽及翌年的傑克莫
華大賽和太陽戰車錦標。布達德曾於二○一四年底在日本策騎兩個月，以栗東為基地，主要為練馬師池江泰壽效力。他從騎至今已取
得超過一千二百場頭馬，最近憑「巴甜兒」攻下二○一七年紅寶錦標，再添一級賽頭馬進賬。重要成就：兩屆法國冠軍騎師（二○一
五年與蘇銘倫並列冠軍及二○一六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尚未在港贏得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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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文
現年三十七歲。一九九九年策騎 Naturalised 首次出賽，從騎以來合共勝出逾二千場賽事，包括七十四項一級賽，成績斐然。布文曾
四奪悉尼冠軍騎師殊榮，亦榮膺今年浪琴表全球最佳騎師。最近兩季均為澳洲勝出最多一級賽的騎師。他策騎冠軍雌馬「雲絲仙子」
出賽二十二次，其中二十一次取得勝利，包括連勝三屆覺士盾。在香港，他曾策騎「明月千里」攻下女皇盃、香港打大賽、香港金
盃及冠軍暨遮打盃，並於今年夥拍「幸運如意」勝出一級賽主席短途獎。他今季已合共勝出五項一級賽，包括最近夥拍「高尚駿逸」
攻下日本盃。重要成就：四屆悉尼冠軍騎師（二○○八／二○○九年度、二○一一／二○一二年度、二○一四／二○一五年度及二○
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浪琴表全球最佳騎師獎得主（二○一七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二十六場（勝出
率：百分之十點四八）。

郭能
現年三十九歲。愛爾蘭籍騎師郭能曾先後於二○○五年及二○○七年憑一百五十一場頭馬及一百七十場頭馬在英國騎師榜位列亞軍。
他最初在愛爾蘭擔任見習騎師，跟隨彭達嘉學藝，但成績未如理想，其後轉往英國發展，與練馬師伯特、黎偉安及查偉士攜手取得佳
績。郭能於二○一○／二○一一年度馬季首次來港履行短期聘約，其後逐漸建立名聲，以鬥志頑強見稱。二○一四／二○一五年度馬
季，他首度全季在港策騎，取得四十七場勝仗，在騎師榜位列第五。他於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憑相同頭馬數目躍居騎師榜第
三位。重要成就：英國冠軍見習騎師（一九九九年）。主要勝仗包括：女皇盃（二○一五年「將男」）、冠軍暨遮打盃（二○一四及
二○一六年「將男」）、香港經典一哩賽（二○一五年「美麗大師」）及楠索普錦標（二○○九年「博得士哥」）。截至十一月二十
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九十四場。

蔡明紹
現年二十七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獲派往澳洲接受見習騎師訓練，十七歲時在李斯摩馬場一天取得四捷。回港後，獲
派往告東尼馬房擔任見習騎師，並於二○○八／二○○九年度馬季榮膺香港冠軍見習騎師。二○一○年一月成為正式騎師。二○○九
年，他策騎「再領風騷」摘下國慶盃（香港三級賽），勝出其首項分級賽。其後，他夥拍「加州萬里」締創輝煌賽績，於二○一一年
勇奪一級賽香港盃，成為首名揚威香港國際賽事的本地培訓騎師。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蔡明紹首次在同一香港賽馬日內取得四
捷，揚威沙田馬場。重要成就：香港冠軍見習騎師（二○○八／二○○九年度馬季）；識價盃騎師邀請賽銀馬鞍獎（二○一二年）。
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浪琴表香港盃（二○一一及二○一二年「加州萬里」）。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三百
一十四場。

祈普敦
現年二十三歲。祈普敦在澳洲從騎時為著名的高多芬馬房取得優異成績，包括勝出多項二級賽，其後於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
來港策騎。他於其首個香港馬季共取得四十場頭馬，在騎師榜上並列第四位。年少時，他曾參加騎術競賽，其後才有機會了解賽馬。
他於十五歲時離開學校，跟隨八屆悉尼冠軍騎師兼賽馬名人昆頓學藝。二○一四年，他成為繼二十年前的艾律時後首位能連續兩季榮
膺悉尼冠軍見習騎師的年輕好手。二○一六年三月，祈普敦策騎由恩師昆頓訓練的「偷偷看」勝出古摩亞經典大賽，首嚐一級賽勝
果。重要成就：兩屆悉尼冠軍見習騎師（二○一二／二○一三年度及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馬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
港累積頭馬五十場。

高俊誠
現年三十九歲，在英國曾是一名成功的跳欄賽騎師，二○○六年起轉而專注於平地賽上陣。二○一六年榮膺英國冠軍騎師，其後成為
大馬主咸頓酋長的首席騎師。迄今共七勝一級賽，當中四場一級賽頭馬於今年取得，包括最新近憑「巴特殊」攻下隆尚教堂大賽，另
外他亦夥拍「當代名著」摘下日蝕錦標及朱德望國際錦標，以及策騎「更待何時」勝出薩塞克斯錦標。二○○九年憑「小城爵士」勝
出莊柏德大賽，首度贏得一級賽。曾於二○一六的九月贏得四十六場頭馬，刷新英國騎師在單一月分內贏取多頭馬紀錄，繼而榮膺英
國冠軍騎師。至今尚未在港贏得頭馬。

杜滿萊
現年三十八歲。五屆意大利冠軍騎師，出自騎師世家。二○一五年初，他與李慕華成為首兩位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全季牌照的海外
騎師。杜滿萊曾勝出三十七場一級賽，其中二十四場在日本贏得。他今年取得六場一級賽頭馬，包括策騎「彎刀赤駿」第二度摘下短
途馬錦標及夥拍「神業」攻下菊花賞。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勝仗，是二○一一年主策日本佳駟「比薩勝駒」摘下杜拜世界盃。杜滿萊
曾於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馬季首次來港短期策騎，其間勝出十二場頭馬。主要勝仗包括：董事盃（二○一三年「將男」）、日本
打大賽（二○○三年「新宇宙」、二○一五年「大鳴大放」）、日本盃（二○○八年「銀幕英雄」）、有馬紀念賽（二○一○年
「比薩勝駒」）、秋季天皇賞（二○一二年「榮進閃耀」）及寶塚紀念賽（二○一七年「里見皇冠」）。重要成就：五屆意大利冠軍
騎師。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二十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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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兆輝
現年三十六歲，共有九兄弟姊妹，是巴西頂級騎師，十八歲首次策騎，其後不足兩年已能榮膺聖保羅冠軍見習騎師。二十二歲移居歐
洲，並獲愛爾蘭練馬師衛爾德聘用，擔任其馬房策騎員。蘇兆輝在愛爾蘭兩年未獲出賽機會，其後於二○○四年轉戰英國，為北約克
郡練馬師歷高斯效力。二○○六年一月一日在南圍策騎 Sonic Anthem 掄元，取得其在英國首場勝仗。二○一○年首次在英國一季內
贏滿一百場頭馬。二○一二至二○一四年間擔任高多芬馬房騎師。今年他以一百五十五場頭馬第二度登上英國冠軍騎師寶座。蘇兆輝
於二○一五／二○一六及二○一六／二○一七年度冬天兩度來港客串，兩次均贏得十六場頭馬。重要成就：英國冠軍騎師（二○一五
年及二○一七年）。主要勝仗包括：杜拜世界盃 (二○一七年「非洲傳說」)、朱德望國際錦標 (二○一五年「阿族帝后」)、樂景傑
錦標 (二○一三年「歡暢」)、杜拜免稅店盃 (二○一三年「詩詞歌賦」)、英國冠軍錦標 (二○一三年「歡暢」)。截至十一月二十
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三十二場。

杜俊誠
現年二十九歲。杜俊誠近年嶄露頭角，屢次勝出大賽，於最近六季共取得二十一項一級賽冠軍。他於二○一二年策騎查爾頓馬房的
「都市風光」出爭杜拜免稅店盃，首次勝出一級賽。翌年，他再夥拍查爾頓訓練的「愛加深」勝出達德素金盃、威爾斯親王錦標及日
蝕大賽三項一級賽。二○一四年，他獲大馬主鴨都拿王子指定為首選騎師，其間主策歐洲最佳一哩馬「皇僕」攻下四項一級賽，分別
是愛爾蘭二千堅尼、聖詹姆士皇宮錦標、薩塞克斯錦標和傑克莫華大賽。他亦憑名駒「范高爾」的弟弟「崇高任務」摘下三項一級賽
冠軍。杜俊誠自二○一四年起效力高多芬馬房至今。今年，他已取得四項一級賽頭馬，包括憑「列卓斯特」攻克隆尚磨坊大賽，以及
主策「吵鬧不休」拿下聖詹姆士皇宮錦標。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尚未在港贏得頭馬。

杜利萊
現年四十五歲。在法國從騎時大多為夏德馬房力，曾夥拍 Green Tune 及「埃及樂隊」勝出經典賽事。二○○一年策騎夏德旗下的
「鐵面王子」奪得 KrisFlyer 國際短途錦標（新加坡一級賽）。他在港成績最佳的一季，是於二○○六／二○○七年度勝出六十七場
頭馬，其中最重要的勝仗，是主策「星運爵士」勇奪一級賽香港一哩錦標。他其後再於二○○七及二○○九年，憑「好爸爸」兩奪該
賽冠軍。他於二○一四年取得甚佳成績，夥拍「好好計」先後摘下杜拜的三級賽北風錦標及一級賽聖雅尼塔短途錦標賽，令「好好
計」成為首匹能揚威美國的香港賽駒。重要成就：法國冠軍見習騎師。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香港一哩錦標（二○○七及二○
○九年「好爸爸」、二○○六年「星運爵士」）。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五十七場。

許覺能
現年四十五歲，曾為練馬師鮑爾傑效力，一九九四年與 Daragh O’Donoghue 共享冠軍見習騎師殊榮，其後於一九九六年加入岳伯仁
馬房，多年來其鋒芒雖不及其他岳伯仁馬房首席騎師如靳能、范義龍、史賓沙、莫狄及莫雅等，但亦一直默默耕耘，成為岳伯仁馬房
重要一員。許覺能曾夥拍多匹名駒勝出一級賽，例子包括「各管各」、「布蘭高角」、「信可成真」、「愛幻想」及「高地之舞」。
出道以來曾九次勝出歐洲經典賽，其中三場為愛爾蘭打。今年他憑歌劇大賽 (「杜鵑花」)、中央公園錦標 (US Navy Flag)及愛爾
蘭打 (「卡帕利島」)等一級賽的勝利，令他至今累積的一級賽頭馬增至二十九場。他對上一次參與香港國際賽是於二○○六年，
當時他夥拍「天蠍」在瓶賽中跑第七名。重要成就：愛爾蘭冠軍見習騎師 (一九九四年)。至今尚未在港贏得頭馬。

何澤堯
現年二十七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受訓時曾獲派往紐西蘭接受海外訓練，師承當地前領練馬師蘇利雲，其間共勝出四
十四場頭馬。回港後，於二○○九／二○一○年度首季出賽，瞬即取得佳績，共勝出十場頭馬，包括在港僅第四個賽馬日上陣即取得
三捷。二○一○／二○一一年度馬季，他憑三十九場頭馬榮膺冠軍見習騎師。二○一二年十月一日，他策騎「藍城堡馬」取得在港第
七十場頭馬，成為正式騎師。重要成就：香港冠軍見習騎師（二○一○／二○一一年度馬季）、最佳自由身騎師獎得主（二○一四／
二○一五年度馬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九十二場。

岩田康誠
現年四十三歲。岩田康誠於二○○六年由日本地方競馬全國協會騎師晉身為日本中央競馬會騎師，迄今已取得超過一千三百場頭馬，
從騎以來累積頭馬數字高逾四千三百場。他曾於二○○五年以日本地方競馬全國協會騎師身分在世界超級騎師大賽中脫穎而出。岩田
康誠在日本所有經典賽中均已至少掄元一次，取得不少於三十三場一級賽／日本一級賽冠軍，包括憑「賞月」（二○○七年）、「迷
人景致」（二○一一年）和「貴婦人」（二○一二年）三次攻下日本盃。二○○四年，他策騎「密州怨曲」攻下一級賽菊花賞（日本
聖烈治錦標），成為首位勝出經典賽的日本地方競馬全國協會騎師。兩年後，這對人馬組合締造歷史，攜手攻下一級賽墨爾本盃；
「密州怨曲」成為首匹勝出該賽的日本賽駒。重要成就：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騎師（二○一一年及二○一二年）。香港國際賽事冠軍
（兩項）：香港短途錦標（二○一二及二○一三年「龍王」）。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勝出頭馬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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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
現年二十九歲。李輝於斯威士蘭出生，十三歲開始為岳伯仁馬房策騎。其父 Mickey 曾是見習騎師，師承葉森練馬師 Ron Smyth；在
獲岳伯仁掌管的巴利多爾馬房聘任後，舉家由非洲移居愛爾蘭。李輝於二○○八年十月策騎岳伯仁訓練的 Psalm 勝出和諧錦標（三級
賽），取得其首項分級賽冠軍。他在愛爾蘭成績最佳一季是二○一○年，合共贏出十六場頭馬。他於二○一一年轉往英國全季策騎，
先效力歐米羅馬房，其後轉投向禮倫麾下。他於二○一六年策騎「銀幕男神」在葉森打中取得第五名，相信是首位出戰此賽的黑人
騎師。李輝於二○一七年取得從騎以來最佳成績，勝出七十場頭馬及三項三級賽，包括主策「丹山高迪」攻下金柏蘭舍錦標。今年將
首次在港策騎。

梁家俊
現年二十九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獲派往紐西蘭接受海外訓練，跟隨練馬師蘇利雲學藝。回港後成為蘇保羅馬房的見
習騎師。梁家俊於二○一一年六月一日策騎「多多昇」勝出第七十場頭馬，成為正式騎師。在二○一五／二○一六年度馬季，他創下
其個人單季最佳成績，勝出三十三場頭馬。在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他雖然曾兩度因傷休賽，但仍以二十五場頭馬成為勝出
場數最多的本地培訓騎師，因而獲得告東尼獎。今季，他夥拍「美麗傳承」勝出兩項分級賽。重要成就：亞洲見習騎師挑戰賽冠軍
（二○一○年）、告東尼獎得主（二○一七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二百三十五場。

莫雷拉
現年三十四歲。原籍巴西的莫雷拉曾在南美勝出逾一千場頭馬。他於二○○九年前往新加坡發展，曾連續四年稱霸騎師榜。他於二○一三年十
月來港發展，在最近三個賽季均以破紀錄的頭馬場數榮膺冠軍騎師（一百四十五場、一百六十八場及一百七十場），目前亦在本季騎師榜暫居
首位。重要成就：三屆香港冠軍騎師（二○一四／二○一五年度、二○一五／二○一六年度及二○一六／二○一七年度）、浪琴表國際騎師錦
標賽冠軍（二○一二年）、日本世界星級騎師大賽冠軍（二○一五年）、四屆新加坡冠軍騎師（二○一○年、二○一一年、二○一二年及二○
一三年）、兩屆巴西日蝕大獎得主（二○○六／二○○七年度及二○○七／二○○八年度）、在一個香港馬季內最快贏得一百場頭馬（二○一
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刷新在一個香港馬季內贏得最多頭馬的紀錄（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一百七十場）、刷新一個香港賽馬日內贏得
最多頭馬的紀錄（八捷：二○一七年三月五日）、打破新加坡一個馬季內贏得最多頭馬的紀錄（二○一二年二百零六場）、在克蘭芝馬場一個
賽馬日內八戰八勝（二○一三年九月六日）、在巴西城市花園馬場一天內勝出八場頭馬（二○○六年三月）。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四項）：浪
琴表香港一哩錦標（二○一四年「步步友」）、浪琴表香港盃（二○一四年「威爾頓」）、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二○一五年「幸福指
數」）、浪琴表香港瓶（二○一六年「里見皇冠」）。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六百一十八場。

莫雅
現年三十四歲。莫雅是現今全球最優秀的騎師之一，於二○一四年贏得十五項一級賽冠軍，摘下首屆浪琴表全球最佳騎師獎，並於二
○一六年再奪該項殊榮。莫雅來自一個賽馬家族。他於二○○○年五月策騎父親 Gary 訓練的 Mersey Beat 在圖斯特的障礙賽中首次
奪冠。莫雅很快便轉攻平地賽，並於二○○二年一月在嶺飛策騎 Marwell’s Kiss 奪得成為職業騎師後首場勝仗。二○○六年，他在
約克的朱德望國際錦標中策騎「莫企圖」奪得首項一級賽冠軍，其後他在十個國家共取得一百零九場一級賽頭馬，單在二○一七年就
贏得二十場。從騎以來，莫雅曾勝出不少世界頂級大賽，包括凱旋門大賽、英國打、日本盃、育馬者盃草地大賽及墨爾本盃。重要
成就：三屆英國冠軍騎師（二○○六年、二○○八年及二○○九年）、英國冠軍見習騎師（二○○三年）、國際騎師錦標賽冠軍（二
○○九年平頭冠軍及二○一○年）、浪琴表全球最佳騎師獎得主（二○一四年及二○一六年）。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浪琴表
香港盃（二○一六年「滿樂時」）、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五年「滿樂時」）、浪琴表香港瓶（二○一五年「高地之舞」）。
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二十八場。

巫斯義
現年五十歲。法國籍騎師巫斯義於一九八三年開始從騎，初出道時曾追隨練馬師賓康及包添學藝。一九九二年夏季，他曾多次夥拍由
包添訓練的頂級兩歲馬 Arazi 出賽並勇奪冠軍，令他聲名大噪。巫斯義單在歐洲已勝出逾五十場一級賽，在全球各地合共勝出逾六十
五場一級賽。自一九九三年至二○○一年擔任阿加汗馬房的首席騎師。從騎以來最彪炳的戰績，是於一九九○年策騎「秀茂蘭」勇奪
凱旋門大賽冠軍，其次是於二○一○年策騎「美利堅」，成為第一位攻下墨爾本盃的法國騎師。他亦已囊括法國及香港所有經典賽事
的冠軍。他是歷來勝出最多香港國際賽事的騎師。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八項）：香港盃（一九九一年「翠河」、一九九九年「雞尾
酒」）、香港一哩錦標（一九九八年「雞尾酒」、二○一一年「締造美麗」）、香港短途錦標（二○○二年「更歡笑」、二○○七年
「蓮華生輝」）、香港瓶（二○○九年「大利來」、二○一二年「紅色禮物」）。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六百五十
九場。

莫艾誠
現年二十二歲。現為卡塔爾賽馬集團在歐洲的首席騎師，本身來自愛爾蘭的莫艾誠祖籍基拉尼，最初策騎小馬出身。莫艾誠的叔父
Jim Culloty 曾是卓定咸金盃大賽的得勝騎師，他在叔父的啟蒙及教導下習騎。求學時，他趁暑假在練馬師史德克及岳伯仁的馬房工
作，其後於二○一二年十月跟隨練馬師包義定學藝。二○一三年五月，他已年屆十八歲時初次策騎出賽，首季 贏得四十一場頭馬，
包括在歷史悠久的短途讓賽艾亞金盃賽馬日中取得四捷。莫艾誠曾於冬季先後在澳洲及阿聯酋短期策騎，並取得佳績。其後，他於二
○一六／二○一七年度冬季來港客串，其間共取得四場頭馬。二○一七年十月，他憑「熱烈喝采」在森林大賽中奪冠，勝出個人首項
一級賽。兩週後，他再夥拍「金髮俏馬」攻下一級賽戴萊錦標。重要成就：英國冠軍見習騎師（二○一四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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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品賢
現年十九歲。來自賽馬世家，其父岳伯仁是愛爾蘭頂級練馬師，而其兄岳本賢則曾是冠軍騎師，現已轉任練馬師，並曾攻下墨爾本
盃。岳品賢於二○一四年展開策騎事業，同年九月在鄧多克策騎由岳伯仁訓練的 Quartz 初嚐勝果。一個月後，他夥拍「薩爾瓦多」
在 Irish Cesarewitch 中摘桂。二○一六年憑「佐治勳章」攻下三級賽愛爾蘭聖烈治預賽，取得其首項分級賽勝仗，同年夥拍
Intricately 摘下莫格雅育馬錦標，首嚐一級賽勝果。二○一七年，他憑 Happily 第二度奪得該項一級賽冠軍。岳品賢迄今已勝出一
百三十場賽事，今年則贏得六十一場頭馬，在愛爾蘭騎師榜上位列第三。重要成就：愛爾蘭冠軍見習騎師（二○一六年）。截至十一
月二十七日為止，尚未在港贏得頭馬。

柏士祺
現年三十九歲。出道時跟隨練馬師高利學藝，一九九五年九月在阿米恩第二次為高利出賽時贏得頭馬。柏士祺於二○○四年七月成為
韋登斯坦家族的次席騎師，同年十月策騎該家族名下的「西方駿馬」攻下皇家橡樹大賽，初嚐一級賽勝果。二○○五年，柏士祺獲委
任為韋登斯坦家族的首席騎師。他於二○○七年簽約為鴨都拿王子效力，並首次榮膺法國冠軍騎師。柏士祺於二○○七年亦曾夥拍尤
曼男爵名下的出色賽駒「萬得樂」勝出五項大賽，包括伊斯巴翰錦標、威爾斯親王錦標及傑克莫華大賽。柏士祺於二○一○年成為尼
雅哥斯家族的聘約騎師，最近幾季曾策騎該家族名下的賽駒勝出多項一級賽：「神仙庇佑」（二○一三年伊斯巴翰錦標及隆尚磨坊大
賽）、「彩色茶」（二○一三年尚盧利加迪大賽、二○一四年法國二千堅尼及育馬者盃一哩大賽）及「暴發」（二○一五年巴黎大賽
及二○一六年加拿大國際錦標）。柏士祺迄今共勝出二十六場一級賽，包括今季憑「潔身自愛」奪得法國橡樹大賽冠軍、二○○六年
夥拍「鐵路聯線」攻下凱旋門大賽及於二○一六年策騎「福兆」攻下紀爾斯大賽。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場。

柏兆雷
現年四十四歲。曾榮膺四屆法國冠軍騎師（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及二○○○年）。柏兆雷是最近二十五年全球頂尖
騎師之一，曾在世界各地勝出無數大賽，當中包括逾一百場一級賽。他曾四勝凱旋門大賽（一九九六年「喜利是路」、一九九七年
「名畫家」、一九九八年「世家集」及二○一二年「蘇林美亞」）。他亦曾兩勝日本盃（二○○一年「森林寶穴」、二○○四年「荒
漠英雄」）。他的最佳拍檔當數超級雌馬「金剛威」，這對人馬組合十四次揚威一級賽，包括三屆一級賽育馬者盃一哩大賽。柏兆雷
策騎過的馬王級佳駟還有「名畫家」、「荒漠英雄」、「金銀山」及「天鷹翱翔」。二○一三年，柏兆雷夥拍「才智高」，繼十六年
前策騎「名畫家」之後第二次奪得一級賽法國打大賽冠軍。他於二○一七年五月夥拍 Precieuse 第三度攻下法國一千堅尼。重要成
就：四屆法國冠軍騎師。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六項）：香港一哩錦標（一九九九年「海景客棧」、二○○五年「三連冠」）、香港瓶
（一九九五年「派得好」、一九九九年「博爾吉亞」、二○○七年及二○○八年「迪諾醫生」），以及香港盃（二○○九年「萬千景
象」）。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十二場。

柏寶
現年四十歲。曾兩度榮膺墨爾本冠軍騎師，二○○二年離開澳洲赴港發展。柏寶於二○○三年主策「計得精彩」在沙田攻下香港冠軍
暨遮打盃，勝出在港首項大賽。其後陸續夥拍「牛精福星」、「蓮華生輝」、「好望角」、「天久」等香港星級賽駒上陣。雖然柏寶
在與韋達的冠軍騎師之爭中六度屈居亞軍，但戰況卻為人所津津樂道，當中尤以二○○九／二○一○年度馬季的競逐最為緊張激烈，
因為結果柏寶以九十九比一百場頭馬見負。他於二○一○年六月二十日在跑馬地取得六捷，當時締下騎師於一個賽馬日內贏得最多頭
馬的香港紀錄，而該項紀錄維持至二○一七年三月五日才被莫雷拉以一日八勝的新紀錄打破。柏寶從騎生涯的代表作，要數夥拍「翠
月」勇奪二○一二年墨爾本盃。重要成就：墨爾本冠軍騎師（一九九九／二○○○年度及二○○○／二○○一年度馬季）；墨爾本冠
軍見習騎師。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香港短途錦標（二○○六年「騏綵」、二○○九年「蓮華生輝」、二○一一年「天
久」）。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七百九十五場。

潘頓
現年三十四歲。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馬季，潘頓憑一百一十二場頭馬奪得香港冠軍騎師殊榮，不單打破韋達長達十三季的壟斷局
面，當時更成為歷來在港一季內最快贏足五十場頭馬的騎師，亦是繼韋達後第二位能在一季內勝出一百場頭馬的騎師。潘頓在布里斯
本出道，並於二○○三年以見習騎師身分榮膺當地冠軍騎師，成績驕人。其後轉赴悉尼發展，並於當中兩個馬季名列悉尼騎師榜的亞
軍。潘頓於二○○七年九月來港發展。他勝出的主要賽事包括二○一二年在皇家雅士谷賽期夥拍「小橋流水」勝出皇席錦標。二○一
六／二○一七年度馬季，他共贏得一百零七場頭馬，為他在港從騎以來贏得頭馬最多的一季。重要成就：香港冠軍騎師（二○一三／
二○一四年度馬季）；布里斯本冠軍騎師（二○○三年以見習騎師身分奪得殊榮）；日本世界超級騎師大賽冠軍（二○一二年）。香
港國際賽事冠軍（五項）：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二年「雄心威龍」、二○一六年「美麗大師」）、香港短途錦標（二○一四年及二
○一六年「友瑩格」），以及香港瓶（二○一三年「多名利」）。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七百四十九場。

羅理雅
現年四十三歲。曾三度榮膺悉尼冠軍騎師，公認為澳洲頂級騎師之一，迄今已取得逾二千場頭馬，包括超過五十項一級賽冠軍。其弟
羅禮雅是騎師，妹羅慧雅亦曾任騎師，兄長 Todd 是練馬師，而他們的父親 Keith 則曾是跳欄賽騎師。羅理雅的從騎生涯始於維多利
亞省，早年曾策騎「遨飛星叢」勝出多項一級賽，包括考菲爾德盃及杜拜免稅店盃。他於二○○七年轉戰悉尼，與練馬師活侯夫人合
作，多次夥拍馬后「多高興」及佳駟「比亞路」取得佳績。羅理雅於二○一四年九月來港發展，並於二○一五年主策「風花雪月」首
次攻下本地分級賽太子珠寶鐘錶精英盃。重要成就：三屆悉尼冠軍騎師（二○○九／二○一○年度、二○一○／二○一一年度及二○
一二／二○一三年度馬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一十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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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利
現年二十九歲。意大利籍騎師李寶利於二○○五年開始擔任見習騎師，其後於二○一○年晉身大師傅之列。他曾兩度榮膺意大利冠軍
騎師，當中於二○○九年憑二百四十五場頭馬首度登上冠軍寶座，，並打破了已保持甚久的意大利歷來冠軍騎師最多頭馬紀錄（二百
二十九場）。李寶利亦曾於日本策騎，以及於二○一一／二○一二年度馬季首次來港客串，其間共勝出六場頭馬，當中代表之作為主
策日本代表「統治地位」摘下該季的一級賽女皇盃。其後轉往法國策騎，為練馬師杜誠高效力，並憑「都柏林頌」勝出嘉登大賽，增
添一級賽頭馬進賬。之後，李寶利亦再次來港作短期客串。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在履行其冬季策騎聘約期間，他在第三個
賽馬日便因墮馬意外令其腿部受傷被迫休賽兩個半月方能復出，總結該季共贏得十五場頭馬。重要成就：意大利冠軍騎師（二○○九
年及二○一○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七十二場。

史卓豐
現年二十三歲。史卓豐為曾在香港策騎的南非騎師史科菲之子，於二○○二年至二○○六年期間曾居港四年。舉家移居澳洲後，史卓
豐於二○一○／二○一一年度馬季在悉尼展開其從騎生涯。他於二○一二年接受實力雄厚的大衛希斯馬房之邀，前赴墨爾本發展。二
○一三年，他策騎「夏姆斯獎」勝出澳洲大賽覺士盾，首次摘下一級賽桂冠。史卓豐更於二○一四年與父親締造歷史，成為首對同場
角逐墨爾本盃的父子。二○一六年二月十四日，史卓豐及其父在沙田馬場同場競逐，開創先河。重要成就：悉尼冠軍見習騎師（二○
一一／二○一二年度馬季）、墨爾本冠軍見習騎師（二○一二／二○一三年度馬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七十
五場。

史科菲
現年五十歲，生於英國的史科菲在南非長大，於德班任見習騎師期間已獨佔鰲頭。自二○○二／二○○三至二○○五／二○○六年度
馬季，史科菲曾在港策騎四個馬季，其間共取得一百五十一場勝仗，代表作為二○○四年策騎「駿河」勇奪愛彼女皇盃，以及二○○
五年憑「電光火力」攻下香港短途錦標。史科菲於二○○六年夏天返回南非，並於二○○八年初移居澳洲，繼續他的策騎生涯。史科
菲近年與練馬師華禮納合作無間。今季至目前為止他共贏得三十一場頭馬，當中代表作為夥拍「亞莉捷」勝出一級賽航班錦標。香港
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短途錦標 (二○○五年「電光火力」)。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五十二場。

武豊
現年四十八歲。武豊的父親亦為著名騎師。武豊迄今勝出超過四千場日本及海外賽事頭馬，成為日本傳奇騎師。他歷來取得不少於一
百零六場一級賽頭馬，並於二○一五年十月摘下天狼星錦標（三級賽）後，成為日本首位贏滿三百場日本中央競馬會分級賽的騎師。
他於二○○二年十二月成為日本首位在一日內取得八捷的騎師。一九九四年夥拍「滑雪天堂」勝出磨坊大賽，是首位在歐洲勝出一級
賽的日本騎師。他於二○○○年前往美國策騎，翌年轉赴法國，為練馬師夏文效力。他在日本勝出的大賽多不勝數，包括憑「特別
週」（一九九九年）、「大震撼」（二○○六年）、「玫瑰帝國」（二○一○年）及「北部玄駒」（二○一六年）四度捧走一級賽日
本盃。海外戰績包括策騎「採珠」攻下紀爾斯大賽（一九九八年）、夥拍「愛麗世界」摘下七月盃（二○○○年）、憑「黃金旅程」
先後勝出香港瓶及杜拜司馬經典賽（二○○一年）、策騎「皇室美人」在隆尚教堂大賽（二○○一年）中建功，以及主策「賞月」攻
下杜拜免稅店盃（二○○七年）。重要成就：十六屆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騎師。其主要成就包括：十六屆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騎師。
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瓶（二○○一年「黃金旅程」）、香港盃（二○一五年「榮進之光」）。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
止，在港累積頭馬四場。
田泰安
現年二十七歲。毛里裘斯籍騎師田泰安於二○一三年八月來港發展。他於十四歲時進入南非國家騎師學院習騎，於二○○八年榮膺南
非冠軍見習騎師，並於翌年畢業，當時累計贏得一百四十七場頭馬。他成為正式騎師後，在南非每季均勝出逾一百場頭馬。田泰安迄
今已取得五項一級賽冠軍，其首項一級賽勝利於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其祖國毛里裘斯策騎 Halo Hunter 奪得。田泰安來港後
首季即取得五十場頭馬，成績驕人，且曾策騎兩匹香港傳奇賽駒「步步友」及「威爾頓」摘桂。重要成就：南非冠軍見習騎師（二○
○八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八十九場。

韋達
現年四十六歲，在南非德班市出生。他曾連續十三季雄踞香港冠軍騎師寶座，最終於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馬季不敵潘頓，失落殊
榮。韋達年僅兩歲時首次坐上馬背，在南非鄉郊跟隨其現已離世的父親習騎，其父也曾擔任騎師。韋達從南非騎師學院畢業，一九九
六年逢週末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策騎。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度馬季初，他在香港履行短期合約。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度馬季，他
移居香港並開始在港長期策騎。他是香港歷來首位贏得一千場頭馬的騎師，於二○○五／二○○六年度馬季更奪得一百一十四場頭
馬，該項紀錄至二○一四／二○一五年度馬季才被莫雷拉打破。他是在港累積頭馬最多（超過一千七百六十八場）及累積獎金最多
（逾十五億港元）的紀錄保持者。重要成就：香港冠軍騎師（自二○○○／二○○一至二○一二／二○一三年度連續十三季）；浪琴
表國際騎師錦標賽冠軍（二○○二年、二○○七年、二○○八年）；日本世界超級騎師大賽冠軍 （二○○四年）。香港國際賽事冠
軍（三項）：浪琴表香港盃（二○一三年「事事為王」）、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三年「精彩日子」）、香港瓶（一九九八年
「原居民」）。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七百六十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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