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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東尼 富衛保險女皇盃 ‒ 時時精綵、添滿意、馬克羅斯； 

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 ‒ 嘉應之星；主席短途獎 ‒ 錶之智能
現年 64 歲。告東尼是香港業餘賽馬年代著名騎師告魯士的兒子，也是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於 1972 年創校時，首批獲取錄

學員之一。他於 1973/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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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也曾在歐洲勝出一級賽，並曾夥拍出色雌馬「三連圖」取勝。他於 1996 年獲發練馬師牌照，並於 1999/2000 年度馬季首次

榮膺香港冠軍練馬師，其後於 2005 年再奪此項殊榮，並創下當時一季勝出最多頭馬（九十一場）及贏得最多獎金（一億一千

三百萬港元）的紀錄。他曾訓練的賽駒之中，以曾經連勝十七仗的香港馬王「精英大師」名氣最大。該駒於 2005 年在冠軍一

哩賽中被廄侶「牛精福星」擊敗而未能延續連勝紀錄。重要成就：香港冠軍騎師（1978/1979、1980/1981、1982/1983、

1983/1984、1985/1986、1994/1995 年度馬季）；香港冠軍練馬師（1999/2000、2004/2005 年度馬季）。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

頭馬（七項）：冠軍一哩賽（2005及2006年「牛精福星」）、女皇盃（2015年「將男」、2018年「巴基之星」、2020年「時

時精綵」）、主席短途獎（2004 及 2005 年「精英大師」）。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一千三百三十四場。 

 

 

方嘉柏 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 ‒ 川河尊駒；主席短途獎  ‒ 顯心星 

現年 53 歲。方嘉柏曾為其已故父親方祿麟擔任助手數季，至 2003/2004 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繼承父業。他從練首季已

奪得四十四場頭馬，超越其父最佳馬季的成績；2006/2007 年度馬季首次登上冠軍練馬師寶座，其後再奪得該項殊榮兩次。他

於 2013/2014 年度馬季季終賽馬日後來居上，取得三場頭馬，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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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取得五百一十四場頭馬（截止 4 月

5 日為止），僅次於在港從練最久的約翰摩亞。方嘉柏曾勝出多項海外大賽，包括三度在新加坡揚威一級賽 KrisFlyer 國際短

途錦標，建功者為「綠色駿威」（2010 年）及「天久」（2013 及 2014 年）。他最近期的海外戰績同樣來自新加坡，憑「川河

尊駒」連續兩年攻下新加坡一級賽克蘭芝一哩賽。目前在練馬師榜領先。重要成就：香港冠軍練馬師 2006/2007、2008/2009

及 2013/2014 年度馬季）。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三項）：冠軍一哩賽（2020 年「川河尊駒」）、主席短途獎（2013 及

2014 年「天久」）。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九百四十二場。 

 

 

高伯新 主席短途獎 ‒ 大籐王、福逸 

現年 51 歲。英籍練馬師高伯新於 2011/2012 年度馬季展開前來港發展，之前在法國設廄，曾勝出一級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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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在尚蒂伊首次獲發練馬師牌照，而早在 1999 年便已取得輝煌

成績，憑「翠德郡主」在隆尚勝出馬素爾大賽（一級賽）。該駒其後更成為歐洲兩歲馬后。高伯新迄今合共奪得八項一級賽

冠軍，當中包括由「事事為王」及「迪諾醫生」分別在香港及美國摘下的一級賽桂冠。高伯新來港前由他一手訓練的其他佳

駟包括「馬力得」、「金月亮」、Cut Quartz、「魔泉」及 Swedish Shave。此外，「多利得」也曾由他訓練一段短期間。他

曾憑藉「事事為王」勝出香港打大賽，並於 2016 年派出頂班佳駟「大運財」角逐皇家雅士谷賽期一級賽鑽禧錦標，結果跑

獲一席接近的亞軍。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一項）：主席短途獎（2015 年「大運財」）。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

為止）：二百五十二場。 

 

 

羅富全 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 ‒ 健康愉快；主席短途獎 ‒ 日日精彩、載譽歸來 

現年 54 歲。羅富全最初在港以騎師的身分展開其賽馬事業，於 1981 年至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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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馬季開始

之前獲發練馬師牌照。2017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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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他從練後首場頭馬。羅富全於該季結束時在練馬師榜上位列亞軍，僅居他的師傅蔡約翰之後。他從練首季合共取得

六十五場頭馬，打破蔡約翰於 2002 年首季在港從練即勇奪香港冠軍練馬師榮銜時所創下首季贏得最多頭馬紀錄。羅富全於從

練第二季即打開一級賽勝利之門，在 2018 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中，憑「紅衣醒神」攻下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以及派出「歡

樂之光」捧走浪琴表香港盃。他於該季更憑「添滿意」及「妙算達人」囊括 2019 年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全部三關冠軍。富衛

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一項）：主席短途獎（2020 年「紅衣醒神」）。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二百二十三

場。 

 

 

呂健威 富衛保險女皇盃 ‒ 龍鼓飛揚；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 ‒ 金鎗六十、幸福笑容 

現年 62 歲。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生。由 1975 年至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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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 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2019/2020 年度馬季為呂健威成績最好的一季，他不但曾一度有機會問鼎冠軍練馬

師寶座，也憑「金鎗六十」橫掃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全取三關冠軍。「金鎗六十」自上季起十三戰全勝，保持不敗紀錄。

呂健威於上季合共取得六十三場頭馬，創下個人最佳成績，居練馬師榜第三位，較冠軍練馬師姚本輝僅落後四場頭馬。呂健

威於 2006 年也曾憑「終身美麗」攻下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其中一關香港打預賽，而在「金鎗六十」出道前，旗下馬房之星

為短途馬「幸運如意」，該駒於 2017 年攻下主席短途獎，為他帶來從練後首場一級賽勝仗。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一

項）：主席短途獎（2017 年「幸運如意」）。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七百二十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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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關知人 富衛保險女皇盃 – 耀滿瓶 

年齡： 49 歲。於大學修畢獸醫課程後，1999 年加入馬圈時擔任馬匹料理員。2008 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後，

翌年設廄。從練至今累積頭馬數目二百九十八場，今季截至 4 月 1 日為止則贏得頭馬六場。「彎刀赤駿」於 2016 年在中山競

馬場攻下短途馬錦標，為他奪得首項一級賽勝利，該駒翌年成功衛冕該賽。「耀滿瓶」於 2019 年在沙田勇奪一級賽浪琴表香

港瓶冠軍，為他首度在海外贏得頭馬。旗下另一猛將「櫻花福音」曾於 2015 年捧走二級賽京王盃春季盃。在港累積頭馬 (截

至 4 月 11 日為止)：一場。 

 

 

蔡約翰 主席短途獎 ‒ 美麗掌聲 

現年 66 歲。2001 年來港設廄之前，蔡約翰是悉尼前列練馬師，以擅於令老馬恢復勇態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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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馬季，蔡約翰締創練馬師單季在港累積頭馬最多紀錄，以九十四場頭馬第九度榮

膺香港冠軍練馬師，比第二位的約翰摩亞多二十七場頭馬。2017/2018 年度馬季，蔡約翰再捧走冠軍練馬師榮銜，並刷新練馬

師單季贏得最多獎金紀錄，共得一億七千六百四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港元。2018/2019 年度馬季，蔡約翰與約翰摩亞鬥得難分

難解，至馬季煞科日才分出勝負，第十一度勇奪香港冠軍練馬師殊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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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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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香港冠軍練馬師（2001/2002、2002/2003、2003/2004、

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5/2016、2016/2017、2017/2018 及 2018/2019 年度馬季）；位列澳洲賽

馬名人堂（2018 年）。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七項）：女皇盃（2004 年「駿河」）、冠軍一哩賽（2003 年「電子麒

麟」、2009 年「勝眼光」及 2017 年「詠彩繽紛」）、主席短途獎（2003 年「喜勁寶」、2018 年「天下為攻」及 2019 年「爭

分奪秒」）。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一千三百一十三場。 

 

 

杉山晴紀 富衛保險女皇盃 – 謀勇兼備 

現年 39 歲，在川崎出生，2004 年加入日本中央競馬會擔任馬匹料理員。2016 年獲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給練馬師牌照，2018 年

憑「渾身勇氣」勝出一級賽日本育馬場盃經典賽，贏得他設廄從練後的首場主要頭馬。2020 年其馬房成績出色，旗下目前的

鎮倉寶「謀勇兼備」，先後勝出櫻花賞、日本橡樹大賽以及秋華賞而成為歷來第六匹日本三冠雌馬，亦是歷來首匹以不敗身

分攻下三冠雌馬大賽的佳駟。杉山晴紀迄今累積一百二十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頭馬，包括今季 (截至 4 月 1 日為止)取得八場勝

利。在港累積頭馬：初次派馬在港上陣。 

 

 

丁冠豪 主席短途獎 ‒ 君達星 

現年 48 歲。丁冠豪於 1988 年加入馬會成為見習騎師，跟隨練馬師簡炳墀學藝。他於 1993 年成為正式騎師，從騎至 2003 年退

出騎師行列，並轉任許怡馬房的助理練馬師兩個馬季。2005/2006 年度馬季，丁冠豪轉任鄭俊偉馬房的助理練馬師。在鄭俊偉

馬房任職三個馬季後，丁冠豪獲派往呂健威馬房擔任助理練馬師五年，其後轉任沈集成馬房的助理練馬師五年。2018/2019 年

度馬季，丁冠豪獲發練馬師牌照，並憑首匹參賽馬「勝利寶石」於 2018 年 9 月 2 日沙田開鑼賽馬日取得從練後首場勝仗。他

在該季累積三十八場頭馬。2019/2020 年度馬季，丁冠豪增添三十五場頭馬進賬，由他訓練的「君達星」贏得四場頭馬，更成

為該季最大進步馬匹。丁冠豪具備不少海外工作經驗，曾於澳洲、愛爾蘭和英國工作。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

止）：九十五場。 

 

 

野泰之 富衛保險女皇盃 – 神業 

現年 39 歲，在大阪出生。今年首度獲發練馬師牌照，屬日本新一代練馬師之一。他最初在北海道的育馬場擔任策騎員，其後

於 2005 年加入日本中央競馬會擔任馬匹料理員。自 2006 年起在角居勝彥的馬房工作。角居勝彥於 2020 年退休後，野泰之

今年獲發練馬師牌照，3 月在栗東練馬中心開始設廄從練，接收了多匹之前由角居勝彥訓練的馬，包括一級賽菊花賞冠軍「神

業」及日本一級賽柏市紀念賽盟主 Wide Pharaoh。野泰之於今年 3月 7日第二次派馬上陣，即能在中山競馬場贏得其從練後

首場頭馬。至今累積三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頭馬(截至 4 月 1 日為止)。在港累積頭馬：初次派馬在港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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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達 主席短途獎 ‒ 當家猴王 

現年 49 歲。韋達於 2019/2020 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從練首季合共取得四十四場頭馬。韋達在南非德班市出生。他曾連

續十三季雄踞香港冠軍騎師寶座，奠下不朽傳奇。韋達於 2019 年 2 月正式掛靴，當時他是在港累積最多頭馬（一千八百一十

三場）和歷來贏得最多獎金的香港騎師（逾十五億港元）。韋達曾花數月時間，走訪歐洲、杜拜、南非及澳洲的世界頂級練

馬師取經，學習馬房經營之道。他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在沙田奧運馬房設廄，展開從練生涯。韋達是一名優秀騎手，年僅兩歲

時首次坐上馬背，在南非跟隨其現已離世的父親習騎，其父親也曾擔任騎師。從南非騎師學院畢業後，韋達很快便往海外尋

求發展。1996 年每逢週末，他都在新加坡策騎。1996/1997 年度馬季初，他在香港履行短期合約。1997/1998 年度馬季，他再

度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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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06 年度馬季更奪得一百一十四場頭馬，該

項紀錄至 2014/2015 年度馬季才被莫雷拉打破。重要成就：香港冠軍騎師（自 2000/2001 至 2012/2013 年度連續十三季）；浪

琴表國際騎師錦標賽冠軍（2002年、2007 年、2008 年）；日本世界超級騎師大賽冠軍（2004年）；2013年 4月 7日一天內取

得六勝（平了當時的香港紀錄）；從騎以來在港累積最多頭馬（一千八百一十三場）及最多獎金（逾十五億港元）的紀錄保

持者。從練後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六十三場。 

 

 

矢作芳人 富衛保險女皇盃 – 唯獨愛你 

現年六十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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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矢作芳人在東京大井競馬場附近長大，他曾

前往澳洲，在蘭域、費明頓及圖文巴等馬場學習練馬，於 1984 年返回日本擔任馬房助理。1990 年，他於英國跟隨韋力學藝三

個月。矢作芳人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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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贏得四項日本中央競

馬會大獎，包括於 2014年、2016年及 2020 年勝出最多頭馬的練馬師。截至 4月 1日為止，他累積六百九十五場日本中央競馬

會賽事頭馬，包括今季的十六場頭馬，令他在 2021 年日本中央競馬會練馬師榜上暫居榜首。矢作芳人憑「大賽波士」奪得從

練後首項一級賽殊榮，於 2010年攻下朝日盃未來錦標。2012年，又憑 Deep Brillante 奪得日本打大賽冠軍。其他主要頭馬

亦包括憑「不撓真鋼」攻下 2016 年杜拜草地大賽、於 2018 年以「魔族雅谷」摘下安田紀念賽、憑「鐵鳥翱天」勝出 2020 年

日本三冠大賽、以及派出「雍容白荷」南下澳洲勇奪一級賽覺士盾冠軍，「雍容白荷」其後更榮膺日本馬王。暫未在港錄得

頭馬。 

 

 

安田隆行 主席短途獎 – 野田重擊 

現年 68 歲。安田隆行在京都出生，於 1972 年至 1994 年從騎期間，合共贏得六百八十場頭馬。1991 年，他勝出八十場頭馬，

為個人最高紀錄。同年，他夥拍傳奇佳駟「東海帝皇」攻下日本二千堅尼大賽及日本打大賽兩項經典賽事。安田隆行於

1994 年取得練馬師牌照，並於翌年 3 月勝出首場頭馬。他於 2019 年勝出六十二場頭馬，首次榮膺日本中央競馬會冠軍練馬

師。他迄今累積八百六十一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頭馬，包括今季截至 4 月 1 日為止的十四場。安田隆行迄今累積十八項一級賽/

日本一級賽冠軍，超級佳駟「龍王」仍是他至今訓練過最出色一駒。該駒位列名人堂，曾於 2013 年榮膺日本馬王。「龍王」

曾取得六項一級賽冠軍，包括於 2012 年及 2013 年兩勝短途馬錦標及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龍王」的子嗣「野田重擊」去年

12 月在沙田勝出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為安田隆行贏得他在港的第三場一級賽頭馬，此外，「真機伶」(2011 年短途馬錦

標)、「創升」(2010 年及 2011 年日本盃泥地大賽)、Grape Brandy (2013 年二月錦標)、Danon The Kid (2020 年希望錦標) 

以及「潮流評審」（2020 年日本育馬場盃雌馬經典賽）也曾為安田隆行屢創佳績。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三

場。 

 

 

葉楚航 主席短途獎 – 有理共想 

現年53歲。自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畢業，於1984至1993年間在港從騎，合共勝出五十九場頭馬。其後赴海外學習練馬，

返港後曾為香港多屆冠軍練馬師簡炳墀擔任助手。2002/2003 年度馬季獲發練馬師牌照，一直以來每季均能取得逾三十場頭

馬，但於 2019/2020 年度馬季，由於季初表現較為慢熱，下半季才奮力追趕，結果全季取得二十六場頭馬。2011/2012 年度馬

季，他以五十場頭馬在練馬師榜上位居第四。2012/2013 年度馬季續創佳績，憑藉該季最後一場賽事的勝利，以總數六十九場

頭馬壓倒告東尼，首奪冠軍練馬師殊榮。該季代表作是憑「跑寶貝跑」勇奪洋紫荊短途錦標（香港三級賽），另有「隨心隨

意」榮膺最佳新馬及最大進步馬匹。重要成就：香港冠軍練馬師（2012/2013 年度馬季）。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

止）：七百六十八場。 

 

 

姚本輝 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 – 高大威猛；主席短途獎 – 旌暉、遨遊戰士 

現年 63 歲。自 1974 至 1980 年跟隨高仕和學藝，期間曾策騎勝出十一場賽事。姚本輝掛靴後曾分別擔任施萬賦及羅國洲的助

理練馬師，其後於 1995/1996 年度馬季首次獲發練馬師牌照。他於 2019/2020 年度馬季榮膺冠軍練馬師，實現抱負。他於該季

大部分時間雄踞練馬師榜榜首，成績令人驚喜，結果全季累積六十七場頭馬，以兩場頭馬之先力壓告東尼稱王。他從練早期

的代表作之一是於 1999 年憑「靚蝦王」勝出首屆香港短途錦標。三屆世界短途馬王兼一代香港馬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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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0 年度馬季榮膺香港馬王。2010/2011 年度馬季，「蓮華生輝」

連續第四季當選香港最佳短途馬。姚本輝於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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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生輝」於 2012 年春季退役後，另一出色短

途好手「崇山寶」為姚本輝在香港和海外續創佳績。2018/2019 年度馬季開鑼前，姚本輝的兒子姚浩豐獲發助理練馬師牌照在

他的馬房工作。重要成就：香港冠軍練馬師（2019/2020 年度馬季）。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頭馬（三項）：主席短途獎（1999

年「靚蝦王」、2008 年及 2010 年「蓮華生輝」）。在港累積頭馬（截至 4 月 11 日為止）：八百三十八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