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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見秀一   

1: 0-0-0   
風之歌 2006 香港瓶 第4名 

   

   
包義定 (1冠)   

7: 1-0-0   
金髮俏馬 2017 香港盃 第12名 

側目相看 2013 香港盃 第5名 

食夢精靈 2010 一哩錦標 第8名 

珠寶世家 2009 香港瓶 第9名 

珠寶世家 2008 香港瓶 第6名 

鳳凰烈焰 2004 香港瓶 冠軍 

霎眼嬌 2003 一哩錦標 第11名 

   

   
告東尼 (9冠)   

62: 9-5-4   
馬克羅斯 2017 香港盃 冠軍 

美麗大師 2017 一哩錦標 第7名 

幸福指數 2017 短途錦標 第9名 

大雄圖 2017 香港瓶 第5名 

將男 2016 香港盃 第5名 

喜蓮巨星 2016 香港盃 第12名 

美麗大師 2016 一哩錦標 冠軍 

醒目名駒 2016 一哩錦標 第8名 

美麗之星 2016 一哩錦標 第13名 

幸福指數 2016 短途錦標 季軍 

期惑 2016 香港瓶 第14名 

將男 2015 香港盃 季軍 

美麗大師 2015 香港盃 第8名 

美麗之星 2015 一哩錦標 第6名 

醒目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10名 

幸福指數 2015 短途錦標 冠軍 

喜蓮巨星 2015 香港瓶 第13名 

喜蓮巨星 2014 香港盃 第5名 

加州萬里 2014 香港盃 第8名 

將男 2014 香港盃 第12名 

幸福指數 2014 短途錦標 亞軍 

威利加數 2014 香港瓶 亞軍 

將男 2013 香港盃 第6名 

滿綵 2013 一哩錦標 第10名 

加州萬里 2012 香港盃 冠軍 

滿綵 2012 一哩錦標 第8名 

加州萬里 2011 香港盃 冠軍 

滿綵 2011 香港盃 第7名 

締造美麗 2011 一哩錦標 第6名 

威利旺旺 2010 香港盃 第10名 

締造美麗 2010 一哩錦標 冠軍 

再領風騷 2009 一哩錦標 第4名 

牛精福星 2008 香港盃 第5名 

再領風騷 2008 一哩錦標 季軍 

牛精財星 2008 一哩錦標 第14名 

飛馬王子 2007 香港盃 第7名 

俊歡騰 2007 一哩錦標 第4名 

終身美麗 2006 香港盃 第8名 

牛精福星 2006 一哩錦標 第4名 

俊歡騰 2006 一哩錦標 第7名 

金碧明珠 2006 一哩錦標 第10名 

精英大師 2006 短途錦標 亞軍 

金碧明珠 2005 香港盃 第4名 

牛精福星 2005 一哩錦標 第4名 

告東尼 (9冠)   
開心精采 2005 一哩錦標 第7名 

鄉村樂韻 2005 短途錦標 第4名 

牛精福星 2004 香港盃 亞軍 

開心精采 2004 一哩錦標 亞軍 

精英大師 2004 短途錦標 冠軍 

萬事旺 2004 短途錦標 第6名 

幸運馬主 2003 一哩錦標 冠軍 

萬事勁 2003 一哩錦標 第12名 

精英大師 2003 短途錦標 冠軍 

行雷 2002 短途錦標 第4名 

紅太陽 2001 一哩錦標 第12名 

丹山王 2001 短途錦標 第14名 

駿仕 2000 香港盃 第11名 

自然贏 2000 香港瓶 第9名 

丹山王 2000 短途錦標 季軍 

駿仕 1999 香港盃 第10名 

日月神駒 1999 一哩錦標 第6名 

神龍出海 1998 國際碗 第14名 

   

   
鄧樂普 (3冠)   

7: 3-0-1   
紅色禮物 2014 香港瓶 第6名 

紅色禮物 2013 香港瓶 第4名 

紅色禮物 2012 香港瓶 冠軍 

紅色禮物 2011 香港瓶 季軍(平頭) 

飛雪仙蹤 2010 香港盃 冠軍 

珍品 2005 一哩錦標 第5名 

占卜 2005 香港瓶 冠軍 

   

   
倪事和   

5: 0-0-1   
挪威舞者 2005 香港瓶 第11名 

印族聯盟 2003 香港瓶 第9名 

印族聯盟 2002 香港盃 第8名 

長矛 1999 香港盃 季軍 

地瞻 1990 邀請盃 第4名 

   

   
費伯華 (2冠)   

15: 2-3-1   
攻心如焚 2017 香港瓶 亞軍 

深不可測 2016 香港盃 第7名 

重大機密 2015 一哩錦標 第4名 

富林特郡 2015 香港瓶 亞軍 

富林特郡 2014 香港瓶 冠軍 

迂迴百轉 2012 香港瓶 季軍 

諺語 2011 香港盃 第6名 

耀目之星 2007 香港瓶 第5名 

土霸王 2007 香港瓶 第11名 

奇礁勝景 2005 香港瓶 第6名 

力行駒 2004 香港盃 第9名 

波蘭之夏 2004 香港瓶 第6名 

波蘭之夏 2003 香港瓶 亞軍 

波蘭之夏 2002 香港瓶 第5名 

博爾吉亞 1999 香港瓶 冠軍 

   

   
范朗善   
首度參賽   

方嘉柏 (2冠)   

32: 2-4-3   
準備就緒 2016 香港盃 第11名 

軍事出擊 2015 香港盃 第6名 

天久 2015 短途錦標 第10名 

軍事出擊 2014 香港盃 亞軍 

天久 2014 短途錦標 第11名 

勝哥兒 2014 香港瓶 第11名 

勝哥兒 2013 香港盃 第12名 

包裝博士 2013 一哩錦標 季軍 

喜蓮標緻 2013 一哩錦標 第7名 

天久 2013 短途錦標 第7名 

天久 2012 短途錦標 第5名 

天久 2011 短途錦標 冠軍 

綠色駿威 2011 短途錦標 第11名 

自由好 2011 香港瓶 亞軍 

極品絲綢 2011 香港瓶 第9名 

極品絲綢 2010 香港盃 第6名 

自由好 2010 一哩錦標 第6名 

天久 2010 短途錦標 第7名 

綠色駿威 2010 短途錦標 第10名 

綠色駿威 2009 短途錦標 第4名 

喜聚寶 2009 香港瓶 第12名 

綠色駿威 2008 短途錦標 亞軍 

喜聚寶 2008 香港瓶 第13名 

星運爵士 2007 一哩錦標 第7名 

喜皇寶 2007 短途錦標 季軍 

綠色駿威 2007 短途錦標 第7名 

星運爵士 2006 一哩錦標 冠軍 

祝福 2006 一哩錦標 第11名 

土星 2006 香港瓶 第9名 

星運爵士 2005 一哩錦標 亞軍 

土星 2005 香港瓶 第10名 

星運爵士 2004 一哩錦標 季軍 

   

   
藤原英昭   

9: 0-0-3   
善得福 2017 香港盃 第4名 

東瀛羅勒 2017 香港瓶 季軍 

善得福 2016 香港盃 季軍 

善得福 2015 香港盃 第10名 

引以為榮 2015 一哩錦標 第9名 

真誠少女 2015 短途錦標 第9名 

阿基米德 2014 香港盃 第7名 

引以為榮 2014 一哩錦標 第6名 

真誠少女 2014 短途錦標 季軍 

   

   
高伯新 (3冠)   

9: 3-4-0   
大印銀紙 2016 一哩錦標 第11名 

大印銀紙 2015 一哩錦標 亞軍 

大運財 2015 短途錦標 亞軍 

誰可拼 2015 短途錦標 第4名 

大運財 2014 一哩錦標 亞軍 

事事為王 2013 香港盃 冠軍 

大運財 2013 一哩錦標 亞軍 

迪諾醫生 2008 香港瓶 冠軍 

迪諾醫生 2007 香港瓶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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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爾士   
首度參賽   

   

   
郗國思   

3: 0-0-0   
狩獵專家 2012 一哩錦標 第10名 

雨中熱舞 2012 香港瓶 第8名 

杜邦名駒 2002 一哩錦標 第7名 

   

   
賀賢 (1冠)   

7: 1-1-0   
格哥兒 2014 香港瓶 第9名 

厚利多 2008 香港盃 第9名 

勇將軍 2008 香港瓶 第8名 

厚利多 2007 香港瓶 第10名 

騏綵 2007 短途錦標 亞軍 

騏綵 2006 短途錦標 冠軍 

雷氏報復 1993 4月 國際盃 第12名 

   

   
橋田滿   

6: 0-0-0   
至愛 2006 香港瓶 第8名 

大賞識 2005 短途錦標 第11名 

大賞識 2003 一哩錦標 第4名 

喜高善 2002 一哩錦標 第4名 

皇家鈴鹿 1998 國際碗 第4名 

無聲鈴鹿 1997 國際盃 第5名 

   

   
何良   

10: 0-0-1   
火紅人 2016 香港瓶 第9名 

好先生 2011 香港瓶 第12名 

包裝大師 2010 香港盃 季軍 

好先生 2010 香港瓶 第12名 

好先生 2009 香港盃 第8名 

包裝大師 2009 香港瓶 第11名 

包裝大師 2008 香港瓶 第5名 

森林王子 1999 香港瓶 第9名 

森林王子 1998 國際盃 第8名 

森林王子 1997 國際瓶 第14名 

   

   
池江泰壽   

6: 0-0-0   
神燈光照 2017 一哩錦標 第11名 

朗日清天 2016 香港盃 第4名 

神燈光照 2016 一哩錦標 第7名 

神燈光照 2015 香港盃 第11名 

世界王牌 2014 一哩錦標 第4名 

始創先鋒 2011 香港瓶 第6名 

   

   
喬偉傑   
首度參賽   

   

   
羅富全   
首度參賽   

呂健威   

5: 0-1-0   
幸運如意 2017 短途錦標 第4名 

幸運如意 2016 短途錦標 亞軍 

醒目波幅 2014 短途錦標 第7名 

陽光 2008 短途錦標 第5名 

陽光 2007 短途錦標 第5名 

   

   
苗禮德 (1冠)   

11: 1-0-0   
馬上發財 2017 一哩錦標 第6名 

川河寶駒 2017 一哩錦標 第8名 

馬上發財 2016 香港盃 第6名 

積多福 2016 短途錦標 第8名 

龍城勇將 2016 短途錦標 第9名 

金滿載 2014 短途錦標 第5名 

雄心威龍 2012 一哩錦標 冠軍 

雄心威龍 2011 香港盃 第4名 

石磨藍 2003 香港盃 第8名 

李逵 2001 香港瓶 第14名 

勝利名駒 2000 香港盃 第13名 

   

   
約翰摩亞 (7冠) 

110: 7-9-11   
明月千里 2017 香港盃 亞軍 

美麗傳承 2017 一哩錦標 冠軍 

喜蓮獎星 2017 一哩錦標 季軍 

壯思飛 2017 一哩錦標 第9名 

新力風 2017 短途錦標 第10名 

鷹雄 2017 香港瓶 第8名 

喜蓮彩星 2017 香港瓶 第12名 

威爾頓 2016 香港盃 第8名 

喜蓮獎星 2016 一哩錦標 亞軍 

壯思飛 2016 一哩錦標 季軍 

步步友 2016 一哩錦標 第6名 

新力風 2016 短途錦標 第7名 

喜蓮歡星 2016 香港瓶 第13名 

威爾頓 2015 香港盃 第4名 

花月春風 2015 香港盃 第7名 

步步友 2015 一哩錦標 季軍 

駿馬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8名 

風花雪月 2015 一哩錦標 第13名 

新力風 2015 短途錦標 季軍 

一寶 2015 短途錦標 第6名 

喜蓮歡星 2015 香港瓶 第5名 

多名利 2015 香港瓶 第6名 

活力歡騰 2015 香港瓶 第12名 

威爾頓 2014 香港盃 冠軍 

同個世界 2014 香港盃 第9名 

步步友 2014 一哩錦標 冠軍 

風花雪月 2014 一哩錦標 第9名 

綽力之城 2014 短途錦標 第10名 

旗幟鮮明 2014 短途錦標 第13名 

多名利 2014 香港瓶 第4名 

軍事出擊 2013 香港盃 第4名 

同個世界 2013 香港盃 第10名 

花月春風 2013 一哩錦標 第8名 

軍事攻略 2013 一哩錦標 第9名 

恩格斯 2013 短途錦標 季軍 

綽力之城 2013 短途錦標 第5名 

約翰摩亞 (續) 

一寶 2013 短途錦標 第11名 

多名利 2013 香港瓶 冠軍 

花月春風 2012 香港盃 第4名 

軍事出擊 2012 香港盃 第5名 

續領風騷 2012 香港盃 第7名 

魔法幻影 2012 香港盃 第8名 

包裝選擇 2012 一哩錦標 季軍 

包裝博士 2012 一哩錦標 第5名 

軍事攻略 2012 一哩錦標 第7名 

甜將 2012 短途錦標 季軍 

讚惑 2012 短途錦標 第6名 

傾力之城 2012 短途錦標 第11名 

紅旗勇將 2012 短途錦標 第12名 

魔法幻影 2011 香港盃 亞軍 

曬冷王 2011 香港盃 第9名 

步步穩 2011 一哩錦標 冠軍 

軍事攻略 2011 一哩錦標 季軍 

卡達聖 2011 一哩錦標 第12名 

讚惑 2011 短途錦標 第7名 

火龍駒 2011 香港瓶 第8名 

魔法幻影 2010 香港盃 亞軍 

閒話一句 2010 香港盃 第13名 

共創未來 2010 短途錦標 第4名 

點心 2010 短途錦標 第9名 

同一世界 2010 短途錦標 第13名 

火龍駒 2010 香港瓶 第7名 

爆冷 2010 香港瓶 第8名 

閒話一句 2009 香港盃 亞軍 

花好月圓 2009 香港盃 第9名 

鳥語花香 2009 一哩錦標 亞軍 

步步穩 2009 一哩錦標 第8名 

同一世界 2009 短途錦標 亞軍 

創惑 2009 短途錦標 第9名 

爆冷 2009 香港瓶 第6名 

爆冷 2008 香港盃 第4名 

爆炸 2008 香港盃 第12名 

步步穩 2008 一哩錦標 亞軍 

創惑 2008 短途錦標 冠軍 

爆冷 2007 香港盃 亞軍 

詩情畫意 2007 香港盃 第4名 

勝利飛駒 2007 一哩錦標 第5名 

步步穩 2007 一哩錦標 第10名 

爆炸 2007 香港瓶 第12名 

新力升 2007 短途錦標 第12名 

爆冷 2006 香港盃 第4名 

詩情畫意 2006 香港盃 第5名 

勝利飛駒 2006 一哩錦標 第6名 

新力升 2006 短途錦標 第5名 

金岡盃 2006 短途錦標 第6名 

步步勇 2006 短途錦標 第7名 

風雲小子 2005 一哩錦標 第12名 

步步勇 2005 短途錦標 季軍 

自由行 2005 香港瓶 季軍 

步步勇 2004 短途錦標 第5名 

闖將 2002 短途錦標 第7名 

多財多毅 2001 香港盃 第12名 

開心名駒 2001 香港瓶 第12名 

開心名駒 1999 香港盃 第6名 

瀟洒勇士 1997 國際碗 第7名 

凱旋駒 1997 國際盃 第10名 

馬英雄 1996 國際碗 第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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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摩亞 (續) 

步步爽 1995 國際瓶 第12名 

有性格 1994 國際盃 第6名 

橫財就手 1994 國際碗 第10名 

開心人 1994 國際瓶 第10名 

計惑 1993 國際盃 冠軍 

博得快 1993 國際碗 第6名 

計惑 1993 4月 國際盃 第4名 

嘉惑 1991 邀請盃 第13名 

玉面金龍 1990 邀請盃 第12名 

新寶 1989 邀請盃 第6名 

玉面金龍 1989 邀請盃 第7名 

玉面金龍 1989 邀請盃 季軍 

永好 1988 邀請盃 第11名 

   

   
西浦勝一   
首度參賽   

   

   
岳伯仁 (2冠)   

16: 2-1-0   
戰爭政令 2017 香港盃 第10名 

多維小城 2017 香港盃 第11名 

轟炸大戰 2017 一哩錦標 第5名 

果占卷 2017 一哩錦標 第14名 

高地之舞 2017 香港瓶 冠軍 

巨獅嶺 2016 一哩錦標 第10名 

高地之舞 2016 香港瓶 亞軍 

高地之舞 2015 香港瓶 冠軍 

樂聖 2010 一哩錦標 第12名 

藝術瑰寶 2007 一哩錦標 第8名 

狄倫 2007 香港瓶 第7名 

天蠍 2006 香港瓶 第7名 

鮑華斯高 2004 香港盃 第4名 

羅馬王 2004 一哩錦標 第11名 

愛爾蘭王 2004 香港瓶 第12名 

巴赫 2001 香港盃 第14名 

   

   
岳本賢   
首度參賽   

   

   
沈集成   

10: 0-0-0   
四季旺 2017 一哩錦標 第4名 

紅山茶 2012 香港瓶 第10名 

小橋流水 2011 短途錦標 第4名 

小橋流水 2010 短途錦標 第8名 

自由好 2009 香港瓶 第7名 

燦惑 2007 短途錦標 第4名 

燦惑 2006 短途錦標 第8名 

燦惑 2005 一哩錦標 第10名 

芙蓉鎮 2005 一哩錦標 第13名 

燦惑 2004 一哩錦標 第4名 

   

   
蔡約翰 (2冠)   

43: 2-7-1   
西方快車 2017 一哩錦標 亞軍 

詠彩繽紛 2017 一哩錦標 第12名 

蔡約翰 (續)   
紅衣醒神 2017 短途錦標 冠軍 

翩翩 2017 短途錦標 亞軍 

華恩庭 2017 短途錦標 第5名 

澳斯卡 2017 短途錦標 第7名 

詠彩繽紛 2016 一哩錦標 第4名 

首飾太陽 2016 一哩錦標 第12名 

華恩庭 2016 短途錦標 第4名 

東方快車 2016 香港瓶 第10名 

詠彩繽紛 2015 一哩錦標 第5名 

桃花心 2015 香港瓶 第8名 

安荃 2015 香港瓶 第9名 

安賞 2014 香港盃 第11名 

精彩日子 2014 一哩錦標 第5名 

桃花心 2014 香港瓶 季軍 

安賞 2013 香港盃 第11名 

精彩日子 2013 一哩錦標 冠軍 

驌龍 2013 一哩錦標 第5名 

精彩日子 2012 一哩錦標 亞軍 

川河勁駒 2011 一哩錦標 第5名 

勁飛寶 2011 一哩錦標 第14名 

盈彩繽紛 2011 短途錦標 亞軍(平頭) 

富貴金龍 2011 短途錦標 第6名 

勝眼光 2010 一哩錦標 第7名 

好日子 2009 香港盃 第7名 

勝眼光 2009 一哩錦標 第11名 

勝眼光 2008 香港盃 第8名 

好利威 2008 一哩錦標 第6名 

安畋 2008 短途錦標 第4名 

高智慧 2006 香港盃 第12名 

好利威 2006 一哩錦標 亞軍 

駿河 2005 香港盃 第10名 

高智慧 2005 一哩錦標 第8名 

勁將軍 2004 一哩錦標 第7名 

風雲小子 2004 香港瓶 第5名 

赤胆福星 2003 香港盃 第6名 

喜勁寶 2003 短途錦標 第11名 

駿河 2003 香港瓶 第6名 

赤胆福星 2002 香港盃 第10名 

電子麒麟 2002 一哩錦標 亞軍 

喜勁寶 2002 一哩錦標 第11名 

電子麒麟 2001 一哩錦標 亞軍 

   

   
司徒德爵士 (2冠) 

19: 2-2-2   
詩人之言 2017 香港盃 第6名 

來電管家 2017 香港瓶 第7名 

原始森林 2015 香港瓶 第11名 

漫天飄雪 2014 香港瓶 第7名 

嘉登行宮 2012 香港盃 第6名 

玻璃杯琴 2010 香港盃 第12名 

京畿地膽 2010 短途錦標 第6名 

星光水晶 2010 香港瓶 第10名 

爭持不下 2009 一哩錦標 第6名 

西國明月 2009 香港瓶 亞軍 

凌駕力 2008 香港盃 季軍 

馬力好 2006 香港瓶 第5名 

馬力好 2005 香港盃 季軍 

勁速 2001 一哩錦標 第11名 

大利多 2001 香港瓶 第6名 

希臘舞 2000 香港盃 亞軍 

司徒德爵士 (續) 

大利多 2000 香港瓶 冠軍 

聖禮 1996 國際瓶 第8名 

蘇式路線 1994 國際碗 冠軍 

   

   
高橋義忠   
首度參賽   

   

   
友道康夫   
首度參賽   

   

   
韋嘉   
首度參賽   

   

   
華禮納   

1: 0-0-0   
加官進爵 2015 香港瓶 第7名 

   

   
衛爾德 (1冠)   

6: 1-1-0   
鷹揚晴空 2015 香港盃 第13名 

愛莉花 2002 短途錦標 第11名 

鑽石紛陳 1993 4月 國際碗 第13名 

審慎 1991 邀請盃 亞軍 

更險 1991 邀請碗 冠軍 

環境 1990 邀請盃 第13名 

   

   
矢作芳人   

3: 0-0-1   
大賽波士 2014 一哩錦標 季軍 

大賽波士 2012 一哩錦標 第12名 

超級黃蜂 2008 一哩錦標 第5名 

   

   
容天鵬   
首度參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