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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度   
首度參賽   

   

   
巴米高   
首度參賽   

   

   
布達德   

3: 0-0-0   
言出必行 2017 一哩錦標 第13名 

深不可測 2016 香港盃 第7名 

重大機密 2015 一哩錦標 第4名 

   

   
布文   

14: 0-1-2   
善得福 2017 香港盃 第4名 

神燈光照 2017 一哩錦標 第11名 

幸運如意 2017 短途錦標 第4名 

朗日清天 2016 香港盃 第4名 

喜蓮獎星 2016 一哩錦標 亞軍 

新力風 2016 短途錦標 第7名 

喜蓮歡星 2016 香港瓶 第13名 

花月春風 2015 香港盃 第7名 

駿馬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8名 

新力風 2015 短途錦標 季軍 

加官進爵 2015 香港瓶 第7名 

模範駒 2014 香港盃 季軍 

志在贏 2009 一哩錦標 第13名 

赤目駒 2006 短途錦標 第9名 

   

   
布宜學   

5: 0-1-0   
拜倫勳爵 2013 一哩錦標 第4名 

朦朧美態 2013 香港瓶 亞軍 

拜倫勳爵 2012 一哩錦標 第4名 

珠寶世家 2009 香港瓶 第9名 

珠寶世家 2008 香港瓶 第6名 

   

   
郭能   

15: 0-0-1   
將男 2016 香港盃 第5名 

龍城勇將 2016 短途錦標 第9名 

期惑 2016 香港瓶 第14名 

將男 2015 香港盃 季軍 

醒目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10名 

將男 2014 香港盃 第12名 

風花雪月 2014 一哩錦標 第9名 

花月春風 2012 香港盃 第4名 

讚惑 2012 短途錦標 第6名 

求勝心切 2009 一哩錦標 第14名 

博得士哥 2009 短途錦標 第11名 

求勝心切 2008 一哩錦標 第10名 

吉祥三寶 2007 一哩錦標 第11名 

大漠霸主 2007 短途錦標 第9名 

大漠霸主 2006 短途錦標 第12名 

   

   
卡素蘭奴   
首度參賽   

蔡明紹 (2冠)   

8: 2-0-0   
幸福指數 2017 短途錦標 第9名 

醒目名駒 2016 一哩錦標 第8名 

加州萬里 2014 香港盃 第8名 

愛跑得 2013 短途錦標 第4名 

加州萬里 2012 香港盃 冠軍 

滿綵 2012 一哩錦標 第8名 

傾力之城 2012 短途錦標 第11名 

加州萬里 2011 香港盃 冠軍 

   

   
祈普敦   

3: 0-1-0   
妙聲傳城 2017 香港盃 第8名 

西方快車 2017 一哩錦標 亞軍 

喜蓮彩星 2017 香港瓶 第12名 

   

   
杜滿萊   

9: 0-0-1   
神業 2017 香港瓶 第9名 

皇后寶戒 2016 香港盃 第9名 

標誌名駒 2016 一哩錦標 第5名 

彎刀赤駿 2016 短途錦標 第12名 

引以為榮 2015 一哩錦標 第9名 

喜蓮巨星 2014 香港盃 第5名 

精彩日子 2014 一哩錦標 第5名 

歌爾達 2014 短途錦標 第14名 

桃花心 2014 香港瓶 季軍 

   

   
蘇兆輝   

5: 0-0-1   
狂暴不羈 2017 短途錦標 第11名 

馬上發財 2016 香港盃 第6名 

首飾太陽 2016 一哩錦標 第12名 

幸福指數 2016 短途錦標 季軍 

東方快車 2016 香港瓶 第10名 

   

   
杜俊誠   

2: 0-0-0   
托摩亞 2015 一哩錦標 第11名 

貓隊長 2014 一哩錦標 第10名 

   

   
許覺能   

3: 0-0-0   
戰爭政令 2017 香港盃 第10名 

果占卷 2017 一哩錦標 第14名 

天蠍 2006 香港瓶 第7名 

   

   
何澤堯   
首度參賽   

   

   
岩田康誠 (2冠) 

9: 2-0-2   
唐吉快跑 2017 短途錦標 第6名 

新紀錄 2016 香港瓶 第4名 

阿基米德 2014 香港盃 第7名 

岩田康誠 (續) 

大賽波士 2014 一哩錦標 季軍 

真誠少女 2014 短途錦標 季軍 

龍王 2013 短途錦標 冠軍 

飛鳥阿栗 2013 香港瓶 第7名 

龍王 2012 短途錦標 冠軍 

榮進快蹄 2010 一哩錦標 第4名(平頭) 

   

   
川田將雅   

1: 0-0-0   
神燈光照 2016 一哩錦標 第7名 

   

   
簡國能   
首度參賽   

   

   
李慕華 (1冠)   

12: 1-0-2   
易奔勝 2013 香港瓶 第6名 

百利駿驥 2012 香港瓶 第6名 

莎貝寶駒 2011 一哩錦標 第8名 

威達馬 2011 香港瓶 第10名 

勝多利大 2010 香港盃 第8名 

莎貝寶駒 2010 一哩錦標 季軍 

至勁寶 2010 香港瓶 第5名 

利達高威 2008 一哩錦標 第11名 

自豪 2006 香港盃 冠軍 

登陸 2005 香港盃 第5名 

尋寶 2005 短途錦標 第8名 

登陸 2004 香港盃 季軍 

   

   
梁家俊 (1冠)   

2: 1-0-0   
美麗傳承 2017 一哩錦標 冠軍 

美麗之星 2016 一哩錦標 第13名 

   

   
羅敦   

2: 0-0-0   
拜倫勳爵 2014 短途錦標 第4名 

搖滾勁力 2013 短途錦標 第10名 

   

   
麥道朗   

4: 0-0-1   
神燈光照 2015 香港盃 第11名 

續領風騷 2012 香港盃 第7名 

軍事攻略 2012 一哩錦標 第7名 

甜將 2012 短途錦標 季軍 

   

   
莫雅 (5冠)   

29: 5-3-2   
多維小城 2017 香港盃 第11名 

轟炸大戰 2017 一哩錦標 第5名 

高地之舞 2017 香港瓶 冠軍 

滿樂時 2016 香港盃 冠軍 

新寫實派 2016 一哩錦標 第9名 

大仁大勇 2016 短途錦標 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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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雅 (續)   
高地之舞 2016 香港瓶 亞軍 

新紀錄 2015 香港盃 亞軍 

滿樂時 2015 一哩錦標 冠軍 

高地之舞 2015 香港瓶 冠軍 

金滿載 2014 短途錦標 第5名 

漫天飄雪 2014 香港瓶 第7名 

富麗堂皇 2013 香港盃 第7名 

好好計 2013 短途錦標 第6名 

多產作家 2013 香港瓶 第5名 

嘉登行宮 2012 香港盃 第6名 

紅色禮物 2011 香港瓶 季軍(平頭) 

飛雪仙蹤 2010 香港盃 冠軍 

小柏高 2010 一哩錦標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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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利恩 2008 香港瓶 第11名 

阿卡斯 2007 一哩錦標 第12名 

土霸王 2007 香港瓶 第11名 

蹄特靈 2004 短途錦標 第12名 

蹄特靈 2003 短途錦標 第7名 

   

   
莫雷拉 (4冠)   

17: 4-0-3   
新寫實派 2017 香港盃 季軍 

四季旺 2017 一哩錦標 第4名 

澳斯卡 2017 短途錦標 第7名 

東瀛羅勒 2017 香港瓶 季軍 

威爾頓 2016 香港盃 第8名 

步步友 2016 一哩錦標 第6名 

華恩庭 2016 短途錦標 第4名 

里見皇冠 2016 香港瓶 冠軍 

威爾頓 2015 香港盃 第4名 

步步友 2015 一哩錦標 季軍 

幸福指數 2015 短途錦標 冠軍 

喜蓮歡星 2015 香港瓶 第5名 

威爾頓 2014 香港盃 冠軍 

步步友 2014 一哩錦標 冠軍 

綽力之城 2014 短途錦標 第10名 

多名利 2014 香港瓶 第4名 

很簡單 2012 短途錦標 第10名 

   

   
巫斯義 (8冠)   

62: 8-4-7   
壯思飛 2017 一哩錦標 第9名 

有得威 2017 短途錦標 季軍 

喜蓮巨星 2016 香港盃 第12名 

壯思飛 2016 一哩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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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寶 2015 短途錦標 第6名 

喜多盈 2014 香港盃 第10名 

醒目波幅 2014 短途錦標 第7名 

紅色禮物 2014 香港瓶 第6名 

將男 2013 香港盃 第6名 

喜蓮標緻 2013 一哩錦標 第7名 

巫斯義 (續)   
紅旗勇將 2013 短途錦標 第8名 

紅色禮物 2013 香港瓶 第4名 

魔法幻影 2012 香港盃 第8名 

馴優馬 2012 一哩錦標 第11名 

時尚風采 2012 短途錦標 第4名 

紅色禮物 2012 香港瓶 冠軍 

滿綵 2011 香港盃 第7名 

締造美麗 2011 一哩錦標 第6名 

小橋流水 2011 短途錦標 第4名 

好先生 2011 香港瓶 第12名 

永勁 2010 香港盃 第9名 

締造美麗 2010 一哩錦標 冠軍 

天久 2010 短途錦標 第7名 

美利堅 2010 香港瓶 季軍 

艾莎妮達 2009 香港盃 第4名 

溫馨之家 2009 一哩錦標 第9名 

大利來 2009 香港瓶 冠軍 

希臘寶馬 2008 香港盃 亞軍 

開心歡笑 2008 短途錦標 第11名 

喜聚寶 2008 香港瓶 第13名 

俊歡騰 2007 一哩錦標 第4名 

厚利多 2007 香港瓶 第10名 

蓮華生輝 2007 短途錦標 冠軍 

祝福 2006 一哩錦標 第11名 

燦惑 2006 短途錦標 第8名 

牛精福星 2005 一哩錦標 第4名 

紅旗飛揚 2005 短途錦標 亞軍 

勝威旺 2004 香港盃 第6名 

魔術師 2004 一哩錦標 第12名 

貝多芬 2004 香港瓶 第7名 

勝威旺 2003 香港盃 季軍 

高耀之星 2003 一哩錦標 第6名 

更歡笑 2003 短途錦標 第10名 

完美結晶 2003 香港瓶 第5名 

丹麥旗 2002 香港盃 季軍 

超級無敵 2002 一哩錦標 第5名 

神鷹飛翔 2002 香港瓶 季軍 

更歡笑 2002 短途錦標 冠軍 

紅辣椒 2001 一哩錦標 第6名 

神彩金剛 2001 香港瓶 第11名 

雞尾酒 2000 香港盃 季軍 

核子世界 2000 短途錦標 第9名 

雞尾酒 1999 香港盃 冠軍 

雞尾酒 1998 國際碗 冠軍 

一定威 1994 國際盃 第7名 

阿當史密 1993 國際盃 第8名 

喜蓮之星 1993 4月 國際碗 亞軍 

翠河 1991 邀請盃 冠軍 

智多寶 1991 邀請碗 亞軍 

李愎先生 1990 邀請盃 第8名 

   

   
莫艾誠   

3: 0-0-0   
金髮俏馬 2017 香港盃 第12名 

電擊長矛 2017 一哩錦標 第10名 

化學能量 2017 香港瓶 第4名 

   

   

   

岳品賢   

1: 0-0-0   
巨獅嶺 2016 一哩錦標 第10名 

   

   
潘頓 (6冠)   

25: 6-2-2   
馬克羅斯 2017 香港盃 冠軍 

美麗大師 2017 一哩錦標 第7名 

每月一回 2017 短途錦標 第12名 

大雄圖 2017 香港瓶 第5名 

天才 2016 香港盃 亞軍 

美麗大師 2016 一哩錦標 冠軍 

友瑩格 2016 短途錦標 冠軍 

火紅人 2016 香港瓶 第9名 

軍事出擊 2015 香港盃 第6名 

櫻花福音 2015 短途錦標 第12名 

多名利 2015 香港瓶 第6名 

軍事出擊 2014 香港盃 亞軍 

世界王牌 2014 一哩錦標 第4名 

友瑩格 2014 短途錦標 冠軍 

軍事出擊 2013 香港盃 第4名 

軍事攻略 2013 一哩錦標 第9名 

恩格斯 2013 短途錦標 季軍 

多名利 2013 香港瓶 冠軍 

雄心威龍 2012 一哩錦標 冠軍 

紅山茶 2012 香港瓶 第10名 

蓮華生輝 2011 短途錦標 第10名 

友誼至上 2010 一哩錦標 第11名 

小橋流水 2010 短途錦標 第8名 

友誼至上 2009 一哩錦標 季軍 

爆炸 2008 香港盃 第12名 

   

   
李寶利   

4: 0-0-0   
馬上發財 2017 一哩錦標 第6名 

明朝盛世 2015 香港瓶 第4名 

滿綵 2013 一哩錦標 第10名 

勁飛寶 2012 短途錦標 第8名 

   

   
史卓豐   
首度參賽   

   

   
武豊 (2冠)   

17: 2-2-1   
醒目層次 2017 香港盃 第5名 

榮進之光 2016 香港盃 第10名 

醒目層次 2016 香港瓶 第5名 

榮進之光 2015 香港盃 冠軍 

東京光環 2013 香港盃 亞軍 

瑞士名錶 2012 一哩錦標 第6名 

賞月 2006 香港盃 亞軍 

隨心起舞 2006 一哩錦標 第12名 

至愛 2006 香港瓶 第8名 

喜高善 2002 一哩錦標 第4名 

信念 2002 短途錦標 第12名 

大鵬展翅 2001 一哩錦標 第9名 

黃金旅程 2001 香港瓶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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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豊 (續)   
新光王 1997 國際碗 季軍 

無聲鈴鹿 1997 國際盃 第5名 

榮進珊珊 1997 國際瓶 第12名 

成田力 1993 國際盃 第7名 

   

   
田泰安   

3: 0-0-0   
準備就緒 2016 香港盃 第11名 

積多福 2016 短途錦標 第8名 

格哥兒 2014 香港瓶 第9名 

   

   
利敬國   
首度參賽   

   

   
韋米高   
首度參賽   

   

   
韋達 (3冠)   

54: 3-8-3   
誰可拼 2015 短途錦標 第4名 

喜蓮巨星 2015 香港瓶 第13名 

大運財 2014 一哩錦標 亞軍 

幸福指數 2014 短途錦標 亞軍 

威利加數 2014 香港瓶 亞軍 

事事為王 2013 香港盃 冠軍 

精彩日子 2013 一哩錦標 冠軍 

一寶 2013 短途錦標 第11名 

金秋 2012 香港盃 第9名 

精彩日子 2012 一哩錦標 亞軍 

紅旗勇將 2012 短途錦標 第12名 

網絡電郵 2012 香港瓶 亞軍 

雄心威龍 2011 香港盃 第4名 

川河勁駒 2011 一哩錦標 第5名 

盈彩繽紛 2011 短途錦標 亞軍(平頭) 

極品絲綢 2010 香港盃 第6名 

勝眼光 2010 一哩錦標 第7名 

綠色駿威 2010 短途錦標 第10名 

至勇威龍 2010 香港瓶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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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大師 2008 香港瓶 第5名 

紙醉金迷 2007 一哩錦標 第13名 

高智慧 2006 香港盃 第12名 

好利威 2006 一哩錦標 亞軍 

金岡盃 2006 短途錦標 第6名 

駿河 2005 香港盃 第10名 

高智慧 2005 一哩錦標 第8名 

步步勇 2005 短途錦標 季軍 

自由行 2005 香港瓶 季軍 

勁將軍 2004 一哩錦標 第7名 

歡呼聲 2004 短途錦標 第9名 

風雲小子 2004 香港瓶 第5名 

石磨藍 2003 香港盃 第8名 

奧運精神 2003 一哩錦標 拉停 

韋達 (續)   
紅辣椒 2003 香港瓶 第10名 

機緣無限 2002 香港盃 第11名 

百勝駒 2002 香港瓶 第8名 

好望角 2002 短途錦標 第9名 

原居民 2001 香港瓶 季軍 

新威王 2000 一哩錦標 第4名 

特區之星 2000 短途錦標 第4名 

原居民 1999 香港瓶 第4名 

先見之明 1999 一哩錦標 第11名 

必全勝 1998 國際盃 第10名 

聖利 1998 國際碗 第13名 

原居民 1998 國際瓶 冠軍 

軍樂聲 1997 國際碗 第9名 

奔騰 1997 國際盃 亞軍 

原居民 1997 國際瓶 第4名 

聖捷 1996 國際盃 第10名 

勝利拍檔 1996 國際碗 第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