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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見秀一 盃 – 白日彗星 
現年六十七歲，其父淺見國一曾是日本冠軍騎師及練馬師。淺見秀一自一九七三年起在其父的馬房工作，一九九一年獲發練馬師

牌照。他於一九九八年憑「目白光明」摘下春季天皇賞，初嚐一級賽勝果。其後為他增添一級賽頭馬的佳駟包括 Yamanin Sucre

（二○○三年阪神兩歲牝馬錦標）、二○○六年香港瓶殿軍「風之歌」（二○○六年菊花賞）、Reginetta（二○○八年櫻花

賞）及「七色線」（二○一八年春季天皇賞）。淺見秀一從練以來合共勝出五百八十三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其中二十九場於

今年（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贏得。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包義定 一哩 – 小刀鋸木 
現年四十五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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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二○一七年兩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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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義定今年的成績為從練以來 佳，單在英國已合

共贏得一百二十二場頭馬及逾二百五十七萬英鎊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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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東尼 盃 – 馬克羅斯; 一哩 – 美麗大師; 短途 – 勝得威; 瓶 – 時時精綵, 巴基之星 
現年六十一歲。告東尼是香港業餘賽馬年代著名騎師告魯士的兒子，其兄告達理亦曾是練馬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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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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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馬克羅斯」）、香港短途錦標

（二○○三及二○○四年「精英大師」、二○一五年「幸福指數」）。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一百九十一

場。 

 

 

鄧樂普 瓶 – 紅翠 
現年五十歲。是已故英國冠軍練馬師鄧祿普之子，於一九九四年首次獲發練馬師牌照，一九九六年憑 Ta Rib 贏得法國一千堅

尼，初次勝出經典賽，同年憑「儀態美」在英國首次贏得一級賽冠軍。二○○一年，他憑「來利」攻下愛爾蘭橡樹大賽，而「占

卜」則於二○○四年為他勝出同一賽事。「占卜」於二○○四年更獲選為歐洲馬王，競賽生涯中合共勝出七項一級賽，包括於二

○○五年以漂亮姿態摘下香港瓶。二○一○年，「飛雪仙蹤」為鄧樂普勝出四項一級賽，分別為葉森橡樹大賽、愛爾蘭橡樹大

賽、日本的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紀念盃，以及香港盃；該駒於退役前合共勝出六項一級賽。鄧樂普旗下另一佳駟「紅色禮物」曾為

他在全球創下不少佳績，包括捧走二○一二年的香港瓶（一級賽）。這匹鬥志頑強的賽駒曾三度在墨爾本盃中跑獲亞軍（二○一

一年、二○一三年及二○一四年），在二○一一年該屆賽事中僅以些微距離之差失去冠軍。二○一五年，鄧樂普憑「漫遊花都」

摘下雅士谷金盃，該仗是他迄今在八個國家所贏得的第二十五項兼 近一項一級賽冠軍。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香港瓶

（二○○五年「占卜」、二○一二年「紅色禮物」）；香港盃（二○一○年「飛雪仙蹤」）。在港累積頭馬三場。 

 
 

 

倪事和 短途 – 舞蹈狂 
現年七十八歲，傳奇英國練馬師。曾訓練深受愛戴的灰色冠軍賽駒 Desert Orchid，該駒曾勝出四屆英皇障礙大賽、一屆卓定咸

金盃大賽及多項跳欄大賽。倪事和於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度馬季榮膺跳欄賽冠軍練馬師，早年專注於訓練跳欄賽駒。他在平地

賽亦戰績彪炳，旗下另一名駒「波斯力量」的出色表現贏得不少馬迷的讚賞。該駒曾勝出二十場賽事，包括亨利二世錦標、唐加

士達盃及兩屆古活盃，亦曾兩度在墨爾本盃中跑入位置。倪事和訓練的出色雌馬「槽內」亦為他贏得不少經典賽冠軍，包括一九

九○年愛爾蘭一千堅尼，以及朱德望國際錦標、英國冠軍錦標和加冕盃。倪事和近年的佳績包括二○一五年憑「阿族帝后」攻下

朱德望國際錦標，以及 近兩年憑「舞蹈狂」、「荒域天際」、「一場夢」及「掌管天下」勝出多項錦標賽。他曾派出五駒角逐

香港國際賽事， 佳成績是一九九九年憑「長矛」在香港盃中取得季軍。他 近一匹香港國際賽事參賽馬為「挪威舞者」，該駒

在二○○五年的香港瓶中跑第十一。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費伯華 一哩 – 律師公會; 瓶 – 樹林之靈 
現年七十三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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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連續六年登上寶座。他於二○一七年再度榮膺法國冠軍練馬師，今年將力爭第二十九次奪得該項殊榮。旗下的賽駒

曾勝出法國所有大賽，包括七屆凱旋門大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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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伯華於二○一一年一償宿願，憑「人人為我」贏得一級賽葉森打冠軍。他於二○一七年第五度勝出育馬者盃賽

事。重要成就：二十八次榮膺法國冠軍練馬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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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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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朗善 瓶 – 亞朗親王 
現年三十二歲，從練初期已取得不俗成績，今年更因旗下擅於南征北討的「亞朗親王」而經常成為新聞人物，該駒將角逐今屆香

港瓶。范朗善在新市場設廄，今季第五季從練，而以所贏獎金計算，以今季成績 佳。范朗善熱中派馬遠征，曾踏足的國家及地

區包括美國、加拿大、紐約、杜拜、法國，愛爾蘭和澳洲，而今年則派馬來港參賽。他於二○一六年憑 Moonlit Snow 攻下

Blenheim Stakes，初嚐錦標賽勝果。范朗善今年已勝出五項大賽，代表作是憑「亞朗親王」 攻下三級賽凌志錦標，而該駒亦在

一級賽墨爾本盃中以出色表現跑獲季軍。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方嘉柏 一哩 – 川河尊駒 
現年五十一歲。曾為其現已離世的練馬師父親方祿麟擔任助手數季，至二○○三／二○○四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繼承其父

親的事業。從練首季已奪得四十四場頭馬，成績超越其父 佳馬季的成績。方嘉柏於二○○六／二○○七年度馬季首度登上香港

冠軍練馬師寶座，其後再奪殊榮兩次。二○一三／二○一四年度於季終賽馬日後來居上，取得三場頭馬，頭馬數目與蔡約翰打成

平手，全季各贏得六十二場頭馬，但因亞軍數目較蔡約翰多一場而第三度榮膺冠軍練馬師。方嘉柏在跑馬地的成績尤其突出，至

今共取得四百三十三場頭馬，僅次於在港從練 久的約翰摩亞。曾勝出的海外大賽包括二○一三及二○一四年 KrisFlyer 國際短

途錦標（「天久」），以及二○一八年克蘭芝一哩賽（「川河尊駒」）。重要成就：香港冠軍練馬師（二○○六／二○○七、二

○○八／二○○九、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一哩錦標（二○○六年「星運爵士」）、香

港短途錦標（二○一一年「天久」）。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八百零七場。 

 

 

 

藤原英昭 盃 – 善得福 
現年五十三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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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歷來累積中央競馬會頭馬總數達六百七十七場，包括今季五十四場，目前更在練馬師榜暫居首位。

他至今已贏得至少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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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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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近的 Epoca d’Oro（2018 年日本二千堅尼大

賽）。他旗下賽駒曾三度在香港國際賽事中跑入位置，包括「真誠少女」（二○一四年香港短途錦標）、「善得福」（二○一六

年香港盃）及「東瀛羅勒」（二○一七年香港瓶）。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高伯新 盃 – 大雄圖 
現年四十九歲。英籍練馬師高伯新於二○一一／二○一二年度馬季來港設廄，之前曾在法國從練，並已勝出一級賽。他師承法國

練馬師巴利和潘濤，又曾跟隨美國練馬師莫特和鍾時學藝。他於一九九六年在尚蒂伊首次獲發練馬師牌照，而早於一九九九年便

已取得輝煌成績，憑「翠德郡主」勝出馬素爾大賽（一級賽）。該駒其後更榮膺歐洲兩歲馬后。高伯新迄今合共奪得八項一級賽

冠軍，當中以「事事為王」及「迪諾醫生」在香港及美國的演出 為人津津樂道。此外，「大運財」在香港亦為他贏過不少大

賽。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三項），包括：香港盃（二○一三年「事事為王」）；香港瓶（二○○七及二○○八年「迪諾醫

生」）。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二百零二場。 

 

 

 

瑞爾士 短途 – 林家遊輪 
現年五十三歲。瑞爾士曾與父親紀凱文在紐西蘭合作從練，是當地數一數二的練馬團隊。瑞爾士其後於二○○○年轉往新加坡發

展，並迅速冒起，成為克蘭芝 出色的練馬師之一。他曾勝出的大賽計有二○○一年克蘭芝短途賽、二○○三年貴賓碗及二○○

七年新加坡打。其他重要戰績包括於二○○九年憑「千里眼」勝出三歲馬挑戰賽系列 後兩關賽事，以及於二○一四年派出

「勇冠三軍」角逐一級賽 KrisFlyer 國際短途錦標，結果該駒在「天久」之後勇奪亞軍。「林家遊輪」是其馬房 近數季的中堅

分子。今季截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瑞爾士在新加坡合共勝出三十一場頭馬。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郗國思 一哩 – 我作主 
現年五十八歲，在新市場設廄。其 為人熟悉的戰績，是一九九六年憑「慎密」勇奪葉森打冠軍，此駒在他悉心訓練下，該季

首戰即在該項經典賽中奪魁。二○一一年，郗國思憑雌馬「雨中熱舞」攻下葉森橡樹大賽（一級賽），其後相繼攻下德國橡樹大

賽及首屆英國冠軍雌馬錦標（二級賽）。二○一八年，郗國思憑旗下的星級雌馬增添一級賽頭馬進賬，當中「海都名門」勝出愛

爾蘭橡樹大賽及約克郡橡樹大賽，並在凱旋門大賽中跑獲接近的亞軍，而「我作主」則在森林大賽中掄元。其他曾為他贏得一級

賽冠軍的佳駟包括：「樂善女皇」（卓維利園錦標）、Chorist（美寶莉錦標）、Aqlaam（磨坊大賽）、「帝皇特使」（紀爾斯

大賽）及「組裝寶」（馬報錦標）。郗國思 近六季每季均在英國勝出逾一百場頭馬，而從練以來以二○一七年成績 佳，取得

一百五十八場頭馬。他今年贏得逾三百萬英鎊獎金，是歷來贏得 多獎金的一年。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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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賢 短途 – 小巨人 
現年五十四歲，在澳洲阿德雷得出生，其父賀耀祖亦是一名練馬師。賀賢於一九八八年在萬富圍開始從練，五年後移居墨爾本。

他在澳洲 廣為人知的成就，是於二○○三年憑澳洲馬后「戴花」勇奪墨爾本盃，而世界短途馬王「精英大師」來港之前，亦由

他作基礎訓練。賀賢於二○○四／二○○五年度馬季開始在香港從練，迄今代表作是憑「騏綵」勝出香港短途錦標（一級賽）。

香港國際賽事冠軍（一項）：香港短途錦標（二○○六年「騏綵」）。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四百二十五場。 

 

 

 

橋田滿 盃 – 迪雅卓 
現年六十六歲。其父是一位前騎師和練馬師。橋田滿自一九八五年開始從練，現時擔任日本練馬師協會主席。他憑 Passing Shot

於一九九○年勝出一哩冠軍賽，初嚐一級賽勝果。多年來，他已囊括至少十一項一級賽頭馬。其廄內頂級賽駒包括「無聲鈴鹿」

（一九九八年寶塚紀念賽）、「喜高善」（一九九八年安田紀念賽）和「大賞識」（二○○五年高松宮紀念賽）三匹曾參加香港

國際賽事的佳駟，以及「愛慕織姬」（一九九九年東京優駿）、Admire Groove（二○○三年及二○○四年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紀

念盃）和近期主將「迪雅卓」（二○一七年秋華賞）。橋田滿從練以來合共贏得六百九十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頭馬，而今年截

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則贏得十八場頭馬。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何良 一哩 – 五十五十 
現年五十八歲。於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度馬季由助理練馬師晉身練馬師行列。迄今代表作是憑「包裝大師」及「好先生」兩度

捧走冠軍暨遮打盃，其中「好先生」在該項香港一級賽中擊敗香港打大賽亞軍「威利旺旺」及名駒「爆冷」奪魁，繼而榮膺二

○○九／二○一○年度馬季 佳長途馬。二○一○年，「好先生」曾進軍考菲爾德盃及墨爾本盃，分別跑獲第六名及第十名，表

現不俗。二○一七／二○一八年度馬季，他旗下的「五十五十」攻下三級賽華商會挑戰盃，繼而先後在董事盃及女皇銀禧紀念盃

兩項一級賽中跑入位置。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五十四場。 

 

 

 

池江泰壽 一哩 – 波斯劍客 
現年四十九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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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練以來合共勝出六百二十七場日本中央競馬

會賽事，而今季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則贏得三十八場頭馬。他贏過至少十九項一級賽／日本一級賽。二○○八年首次榮膺日本

中央競馬會冠軍練馬師，其後於二○一七年第二度奪得該項殊榮，同時亦是該季贏得 多獎金的練馬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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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江泰壽馬房近期主將包括去年日本二千堅尼大賽（一級賽）冠、亞軍「艾恩遺跡」與「波斯劍客」；

「波斯劍客」其後亦勝出一哩冠軍賽（一級賽）。其麾下另一良駒「神燈光照」則於二○一七年六月攻下安田紀念賽。暫未在港

錄得頭馬。 

 
 

 

喬偉傑 瓶 – 怒江 
現年五十五歲。喬偉傑於二○○○年十二月獲發練馬師牌照，其 Cedar Lodge 馬房位於英國上蘭伯恩。他於二○○一年二月三日

憑 Social Contract 在嶺飛贏得從練後首場勝仗，自此旗下賽駒屢次攻下黑體賽，令其馬房規模與日俱增。喬偉傑從小在其父位

於愛爾蘭的馬房成長，曾加盟古摩亞集團設在愛爾蘭和澳洲的馬房磨練練馬技巧，及後曾為其岳父兼多屆冠軍練馬師向能擔任助

理八年。喬偉傑於二○○三年憑 Gracefully 勝出三級賽威望錦標，初嚐分級賽勝果。二○○六年，他憑 Elhamri 攻下溫莎堡錦

標，首次在皇家雅士谷賽期取得頭馬。首次派馬在港出賽。 

 

 

 

羅富全 盃 – 歡樂之光; 短途 – 紅衣醒神; 瓶 – 佳騰駒 
現年五十二歲。羅富全 初在港以騎師的身分展開其賽馬事業，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從騎期間合共贏得二十七場頭馬。掛

靴後曾擔任策騎員，之後曾為多位練馬師擔任副手，包括兩位香港著名練馬師約翰摩亞及蔡約翰。羅富全於二○一七／二○一八

年度馬季開始之前獲發練馬師牌照。二○一七年九月三日馬季開鑼日，首匹代表其馬房上陣的賽駒「銘記心中」，在一項第四班

賽事中旗開得勝，取得其從練後首場頭馬。羅富全於季終時在練馬師榜上位列亞軍，僅居其師傅蔡約翰之後。他從練首季合共取

得六十五場頭馬，打破蔡約翰於二○○二年首季在港從練即榮膺香港冠軍練馬師時所創下首季贏得 多頭馬紀錄。截至十一月二

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七十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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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健威 短途 – 軍歌 
現年五十九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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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六年更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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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九十六場。 

 

 

 

苗禮德 盃 – 雪霸神駒; 一哩 – 星洲司令 
現年五十七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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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九十九場。 

 

 

 

約翰摩亞 盃 – 明月千里; 一哩 – 美麗傳承; 瓶 – 鷹雄 
現年六十八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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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得愛彼女皇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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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近十三季中，十二季他都榮膺香港贏得 多獎金的練馬師。 近六季的香港馬王，包括「軍事出擊」、「威爾頓」、「步步

友」、「明月千里」、「佳龍駒」及「美麗傳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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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億七千萬港元）。香港國際賽事冠軍

（七項），包括：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一年「步步穩」、二○一四年「步步友」、二○一七年「美麗傳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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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六百一十七場。 

 

 

西浦勝一 瓶 – 火星花 
現年六十七歲。其父曾在日本四國高知的地方馬場擔任練馬師。他早於一九六九年投身賽馬業，任職日本中央競馬會騎師，在二

十七年騎師生涯中，合共取得六百三十五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頭馬，當中包括五項一級賽， 重要勝仗為主策 Katsuragi Ace

攻下一九八四年日本盃。西浦勝一於一九九六年二月掛靴，並於一九九六年獲發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牌照，翌年正式設廄從

練。他於二○○○年憑 T M Ocean 勝出一級賽阪神三歲高班馬錦標，取得其從練後首場一級賽頭馬。其麾下頂級佳駟還包括

Kawakami Princess（二○○六年日本橡樹大賽及秋華賞）和「北港火山」（二○一四年日本冠軍盃）；「北港火山」更是十項

一級賽／日本一級賽盟主，一度成為日本的紀錄保持者。西浦勝一從練以來合共勝出四百零八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頭馬，而今

年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則贏得十四場頭馬。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岳伯仁 瓶 – 演奏家 
現年四十九歲。從練至今勝出大賽無數，並已贏得三百一十三場一級賽頭馬，並曾勝出二十二場英國狩獵賽（一級賽）。岳伯仁

於二○一七年憑二十八場一級賽勝仗，打破了美國傳奇練馬師范高爾的一季 多一級賽頭馬紀錄（較范高爾多三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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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憑從練以來 高紀錄一百五十

二場頭馬，第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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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兩地合共勝出七十

二項經典大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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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瓶（二○一五年及二○一七年「高地之舞」）。在港

累積頭馬兩場。 

 
 

 

岳本賢 瓶 – 研究大學 
現年二十五歲。岳本賢是愛爾蘭冠軍練馬師岳伯仁的長子。他曾任騎師一段短日子，但成績優異，於二○一○年並列愛爾蘭冠軍

見習騎師。同年，他分別夥拍「天才畫家」和「聖堂」摘下愛爾蘭二千堅尼和育馬者盃草地大賽桂冠，創下佳績。他於二○一二

年和二○一三年兩度登上愛爾蘭冠軍騎師寶座，並於二○一三年以一百二十六場頭馬創下新紀錄。岳本賢亦曾兩勝打大賽，以

及攻下二千堅尼、聖烈治錦標和杜拜司馬經典賽，其後於二○一六年三月掛靴，其時年僅二十二歲。他於同年較後時間，憑

Intricately 勝出莫格雅育馬錦標，取得其從練後首項一級賽冠軍。岳本賢二十四歲時，於二○一七年十一月憑「重振士氣」，

成為歷來摘下一級賽墨爾本盃 年輕的練馬師。今年，他旗下賽駒首次為他贏取了一百場頭馬，包括以「研究大學」攻下一級賽

愛爾蘭打，奪得首項經典賽冠軍。岳本賢現時在愛爾蘭練馬師榜上位列第二，僅次於其父岳伯仁。重要成就：勝出墨爾本盃的

年輕練馬師。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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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集成 盃 – 四季旺 
現年五十八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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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馬季展開前獲發練馬師牌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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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五百四十七場。 

 

 

 

蔡約翰 一哩 – 當家精選, 魅力知友; 短途 – 爭分奪秒, 翩翩, 旺蝦王, 天下為攻 
現年六十四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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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約翰於二○一六／二○一七年度馬季，締創練馬師單季在港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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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一七／二○一八年度馬季，他勝出八十七場頭馬，累積贏得十七億六千萬港元獎金，刷

新了單季獎金 高紀錄，比約翰摩亞保持的舊紀錄多二千一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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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屆香港冠軍練馬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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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二○一八年度馬季）；練馬師單季在港贏得獎金 高紀錄（十七億六千萬港

元）。香港國際賽事冠軍（兩項）：香港短途錦標（二○一七年「紅衣醒神」）；香港一哩錦標（二○一三年「精彩日子」）。

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千一百四十五場。 

 

 

司徒德爵士 瓶 – 玄舞幻步 
現年七十三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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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集齊全部五項英國經典賽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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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馬主英女皇首度取得該賽冠軍。由他訓練的「當代名著」於二○一七年兩勝一級賽，因

而榮膺歐洲 佳年長馬。今年，「專家視角」為他贏得歷來第八項育馬者盃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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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橋義忠 短途 – 鐵杵成針 
現年四十九歲。高橋義忠的父親高橋成忠曾榮膺日本冠軍騎師，擔任練馬師時曾勝出一級賽。高橋義忠 初於一九九五年擔任馬

匹料理員，並曾在設於新市場的皮仕高爵士馬房工作，汲取經驗。高橋義忠其後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並於二○一

一年父親退休後接掌其馬房。他從練至今合共勝出一百六十四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包括今季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所取得的

二十三場頭馬。旗下的「鐵杵成針」於今年三月攻下高松宮紀念賽，為他帶來首項一級賽冠軍。該匹頂尖短途馬又於九月勝出另

一項一級賽短途馬錦標。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友道康夫 一哩 – 強擊 
現年五十五歲。友道康夫 初於一九八九年擔任策騎員和馬房助理，至二○○一年獲發練馬師牌照。他於二○○八年憑 Admire 

Jupiter 勝出春季天皇賞，首嚐一級賽勝果；翌年又憑 Unrivalled 摘下日本二千堅尼大賽（一級賽）冠軍，勝出首項經典賽。他

麾下的頂尖賽駒還包括「豐收節」（二○一五年日本打大賽）、「高尚駿逸」（二○一七年日本盃）及「華格納」（二○一八

年日本打大賽）。友道康夫亦曾在海外取得佳績，二○一六年憑「豐收節」於法國奪得尼爾錦標（二級賽），二○一七年則派

遣「強擊」攻下杜拜草地大賽，贏得其首項海外一級賽冠軍。他從練至今合共勝出四百八十八場日本中央競馬會賽事，包括今季

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所取得的四十場頭馬。首次派馬來港參賽。 

 

 

 

韋嘉 盃 – 極地風暴 
現年三十五歲。曾為古萬尼擔任助理練馬師，二○一○年在新市場 St Gatien 馬房開始從練。他派出的首匹賽駒 Riggins 立即在

金頓摘下表列賽海德錦標。他於二○一二年遷往 Grange House 馬房，並憑「溪流淙淙」在澳洲費明頓攻下三級賽凌志錦標，取

得首場海外勝仗。他於二○一三年底再次遷廄，租用已故施素爾爵士的 Warren Place 馬房一部分，在該處練馬兩年間成果豐

碩，二○一四年取得當時從練以來 多頭馬四十場，二○一五年則有三十四場。他其後回到新市場，在 Eve Lodge 馬房練馬一個

賽季， 終於二○一六年在上蘭伯恩的 Kingsdown 馬房安頓下來。儘管至今尚未贏得一級賽頭馬，但廄內二級賽冠軍「極地風

暴」曾四次在一級賽中跑入亞席，而「變則通」則曾於二○一五年在美國貝蒙園的一級賽花碗錦標中跑入季席。二○一八年是其

從練以來 成功的一季，共贏得六十場頭馬，而所得獎金則比原來 高一季多一倍。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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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禮納 一哩 – 衝破難關 
現年四十四歲。華禮納一向是悉尼馬壇的重要勢力，二○一七／二○一八年度馬季結束時，他連續第八季登上悉尼冠軍練馬師寶

座，當季勝出破紀錄的一百八十九場城市賽事、十三項一級賽，所贏獎金逾三千四百萬澳元。華禮納在祖國紐西蘭出道，初期為

設廄於福克斯頓的布市汀效力，擔任馬房領班。後來布市汀前往新加坡發展，華禮納便接管其廄。成為練馬師後，他憑 Go 

Morgan 在湛頓馬場打開勝利之門。其後由於經常前往澳洲參賽，他遂決定帶同部分馬匹遷往悉尼玫瑰崗。二○○八年，他憑「三

晉榮耀」攻下唐加士打讓賽，首嚐一級賽頭馬滋味。迄今，他已取得九十四場一級賽勝利，而曾為他建功的星級賽駒包括「聖靈

瀑布」、「黃銅公子」、「寶貝駒」、「槍戰」及「丹利」。近期，他麾下名氣 大的賽駒當屬「雲絲仙子」；該匹雌駒已連勝

二十九場賽事，其中二十二場為一級賽，包括四屆覺士盾。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衛爾德 瓶 – 伊士華 
現年七十歲。衛爾德是愛爾蘭 傑出的練馬師之一，亦是推動賽馬全球化的先驅人物。衛爾德本身是一名專業獸醫，曾為父親

Charlie 及澳洲練馬師湯美史密夫效力。一九七二年，衛爾德獲發練馬師牌照，展開從練生涯，首年即榮膺冠軍練馬師。衛爾德

的馬房 Rosewell House 設於卻拉，迄今已勝出逾四千場頭馬。他曾二十二次憑 多頭馬登上愛爾蘭冠軍練馬師寶座，並已攻下

十七項愛爾蘭經典賽及三項英國經典賽， 近於二○一六年憑「夏辛村」奪得葉森打及愛爾蘭打雙料冠軍。自一九九○年

起，衛爾德開始派馬角逐歐洲以外地區的賽事並取得佳績。一九九○年，他憑 Go And Go 勝出一級賽貝蒙錦標（美國三冠大賽第

三關賽事），震動美國馬壇。翌年，他憑「更險」勝出首屆香港邀請碗（即現時的香港一哩錦標）。一九九三年，他旗下的「好

收成」在澳洲捧走墨爾本盃（一級賽），或許是其 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場勝仗。二○○二年，他再憑「傳媒之迷」摘下墨爾本

盃。除了平地賽外，他旗下的跳欄賽駒同樣戰績輝煌。多年來，他一直是著名的 Galway 賽馬節的風雲人物。香港國際賽事冠軍

（一項）：香港邀請碗（一九九一年「更險」）。在港累積頭馬一場。 

 
 

 

矢作芳人 一哩 – 魔族雅谷; 瓶 – 雍容白荷 
現年五十七歲。矢作芳人的父親曾是日本地方競馬全國協會的練馬師及騎師，矢作芳人在東京大井競馬場附近長大，年少時喜愛

賽馬、打網球及踏單車。他曾前往澳洲，在蘭域、費明頓及圖文巴等馬場學習練馬，於一九八四年返回日本擔任馬房助理。一九

九○年，他於英國跟隨韋力學藝三個月。矢作芳人於二○○四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其後晉身為日本其中一位頂

尖練馬師，曾贏得兩項日本中央競馬會大獎，分別是二○一四年及二○一六年勝出 多頭馬的練馬師。他迄今累積至少五百六十

八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頭馬，包括今季截至十一月十九日為止的五十場頭馬，暫時在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榜位列第二。矢作芳人

憑「大賽波士」奪得首兩項一級賽殊榮，分別於二○一○年攻下朝日盃未來錦標及於二○一一年勝出 NHK 一哩賽。二○一二年，

又憑 Deep Brillante 奪得日本打大賽冠軍。他今年再有兩項一級賽頭馬進賬，分別是「魔族雅谷」於六月勝出安田紀念賽，

以及「雍容白荷」於十一月贏得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盃。暫未在港錄得頭馬。 

 

 

 

容天鵬 短途 – 平湖之星 
現年五十九歲。容天鵬於一九七八年獲發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牌照，一九八二年成為正式騎師，並一直從騎至一九八六年。一九

九一年獲晉升為助理練馬師，隸屬張定邦馬房，其後被調往苗禮德馬房，擔任助理練馬師兩個馬季。二○○一年，澳洲籍練馬師

蔡約翰首季在港設廄，容天鵬開始為其效力，直至他獲發二○一三／二○一四年度馬季練馬師牌照為止。容天鵬從練首季贏得三

十七場頭馬，勝出率為百分之十一。其馬房至今 出色賽駒為灰色良駒「平湖之星」；該駒迄今勝出五場頭馬，並曾在二級賽中

入位。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一百六十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