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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度    莫雷拉 (續)    薛恩   
首度參賽    爭分奪秒 2019 主席短途獎 冠軍  4: 0-0-1   

    平海福星 2018 女皇盃 第4名  幸福掌聲 2020 女皇盃 第4名 

    爭分奪秒 2018 主席短途獎 季軍  創意天才 2020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波健士    四季旺 2018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常感恩 2020 主席短途獎 季軍 

2: 0-0-0    紅衣醒神 2017 主席短途獎 亞軍  喜蓮歡星 2016 女皇盃 第7名 

烽煙四喜 2020 女皇盃 第7名  佳龍駒 2017 冠軍一哩賽 拉停     
旌暉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6名  新寫實派 2017 女皇盃 冠軍     

    滿樂時 2016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田泰安 (1冠)   

    澳斯卡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0名  17: 1-2-0   
蔡明紹    朗日清天 2016 女皇盃 第4名  添滿意 2020 女皇盃 亞軍 

12: 0-4-1    步步友 2015 冠軍一哩賽 冠軍  幸福笑容 2020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仁者荃心 2020 主席短途獎 亞軍  威爾頓 2015 女皇盃 第4名  紅衣醒神 2020 主席短途獎 冠軍 

巴基之星 2019 女皇盃 第5名  步步友 2014 冠軍一哩賽 亞軍  馬克羅斯 2019 女皇盃 第11名 

醒目名駒 2019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軍事出擊 2014 女皇盃 亞軍  星洲司令 2019 冠軍一哩賽 亞軍 

美麗之星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勝得威 2019 主席短途獎 第7名 

幸福指數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3名      達羅素 2018 女皇盃 第6名 

加州萬里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11名  松山弘平    澳斯卡 2018 主席短途獎 第8名 

喜蓮標緻 2013 冠軍一哩賽 亞軍  首度參賽    有得威 2018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加州萬里 2013 女皇盃 亞軍      首飾太陽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8名 

締造美麗 2012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極地風暴 2017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加州萬里 2012 女皇盃 第5名  彭國年    積多福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12名 

加州萬里 2011 女皇盃 亞軍  首度參賽    馬上發財 2016 女皇盃 第11名 

締造美麗 2010 冠軍一哩賽 季軍      驌龍 2015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加州萬里 2015 女皇盃 第9名 

    潘明輝    精彩日子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4名 

賀銘年    首度參賽    再自由 2014 女皇盃 第10名 

2: 0-0-0           
嘉應之星 2020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有理共想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5名  潘頓 (4冠)       

    23: 4-4-0       

    時時精綵 2020 女皇盃 冠軍     
何澤堯 (1冠)    美麗傳承 2020 冠軍一哩賽 亞軍     

5: 1-0-1    忠心勇士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11名     
川河尊駒 2020 冠軍一哩賽 冠軍  時時精綵 2019 女皇盃 亞軍     
遨遊戰士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7名  美麗傳承 2019 冠軍一哩賽 冠軍     
達羅素 2019 女皇盃 第8名  馬克羅斯 2018 女皇盃 第8名     
小巨人 2019 主席短途獎 季軍  天下為攻 2018 主席短途獎 冠軍     
準備就緒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美麗傳承 2018 冠軍一哩賽 冠軍     

    美麗大師 2017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天才 2017 女皇盃 第6名     
梁家俊    小河彎彎 2016 冠軍一哩賽 第12名     

8: 0-0-0    友瑩格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8名     
載譽歸來 2020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里見皇冠 2016 女皇盃 第12名     
日日精彩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10名  戰利品 2015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歡樂之光 2019 女皇盃 第4名  拜倫勳爵 2014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平湖之星 2019 主席短途獎 第5名  信利多 2014 女皇盃 第5名     
平湖之星 2018 冠軍一哩賽 第6名  雄心威龍 2013 女皇盃 第6名     
龍城勇將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9名  好先生 2012 女皇盃 第11名     
神舟小子 2016 主席短途獎 第7名  沙貝利 2011 女皇盃 第7名     
同個世界 2015 女皇盃 第12名  共創未來 2011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友誼至上 2010 冠軍一哩賽 亞軍     

    友誼至上 2009 冠軍一哩賽 第10名     
馬雅    大腦 2008 冠軍一哩賽 第8名     
首度參賽           

           

    史卓豐       
莫雷拉 (4冠)    5: 0-1-0       

19: 4-3-2    龍鼓飛揚 2020 女皇盃 第6名     
馬克羅斯 2020 女皇盃 第5名  美麗滿載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9名     
夏威夷 2020 冠軍一哩賽 季軍  大籐王 2019 主席短途獎 亞軍     
旺蝦王 2020 主席短途獎 第4名  星洲司令 2018 冠軍一哩賽 第5名     
夏威夷 2019 女皇盃 第12名  澳斯卡 2017 主席短途獎 第4名     
以奇用兵 2019 冠軍一哩賽 第7名         

 
 

女皇盃：自 1995 年起紀錄 冠軍一哩賽：自 2005 年起紀錄 主席短途獎：自 2016 年起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