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暫定騎師歷屆成績 

 

 
 

- 64 - 

 
艾道拿    戴圖理 (6冠)    蘇兆輝 (續)   
首度參賽    51: 6-6-3    馬上發財 2016 香港盃 第6名 

    鑄鐘大師 2011 香港瓶 第5名  首飾太陽 2016 一哩錦標 第12名 

    田園莊主 2010 香港盃 第5名  幸福指數 2016 短途錦標 季軍 

巴度    愛跑得 2010 短途錦標 第12名  東方快車 2016 香港瓶 第10名 

首度參賽    技藝精湛 2010 香港瓶 冠軍     

    好先生 2009 香港盃 第8名     

    亞歷山大 2009 一哩錦標 第7名  紀仁安 (1冠)   
布文    威滿蹄 2007 香港盃 冠軍  9: 1-1-1   

17: 0-1-2    奇速達 2007 一哩錦標 亞軍  攻心如焚 2017 香港瓶 亞軍 

美麗大師 2018 一哩錦標 第4名  紅石駒 2007 香港瓶 第9名  包裝奔馳 2016 一哩錦標 第14名 

林家遊輪 2018 短途錦標 第7名  綠色駿威 2007 短途錦標 第7名  銀色海浪 2016 香港瓶 第12名 

佳騰駒 2018 香港瓶 第12名  神威天后 2006 香港盃 第6名  富林特郡 2014 香港瓶 冠軍 

善得福 2017 香港盃 第4名  俊歡騰 2006 一哩錦標 第7名  勝萬金 2013 一哩錦標 第11名 

神燈光照 2017 一哩錦標 第11名  紅櫻桃 2005 香港瓶 第9名  電光烈焰 2012 香港盃 第11名 

幸運如意 2017 短途錦標 第4名  遠古世界 2004 香港盃 第5名  迂迴百轉 2012 香港瓶 季軍 

朗日清天 2016 香港盃 第4名  防火線 2004 一哩錦標 冠軍  諺語 2011 香港盃 第6名 

喜蓮獎星 2016 一哩錦標 亞軍  百變 2004 短途錦標 第10名  人人興旺 2011 一哩錦標 第11名 

新力風 2016 短途錦標 第7名  眼中金 2004 香港瓶 亞軍     
喜蓮歡星 2016 香港瓶 第13名  飛霸 2003 香港盃 冠軍     
花月春風 2015 香港盃 第7名  防火線 2003 一哩錦標 第5名  許覺能   
駿馬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8名  勝利喝采 2003 短途錦標 第5名  3: 0-0-0   
新力風 2015 短途錦標 季軍  天注定 2003 香港瓶 第12名  戰爭政令 2017 香港盃 第10名 

加官進爵 2015 香港瓶 第7名  威武神駒 2002 香港盃 第7名  果占卷 2017 一哩錦標 第14名 

模範駒 2014 香港盃 季軍  舞劇大師 2002 一哩錦標 第8名  天蠍 2006 香港瓶 第7名 

志在贏 2009 一哩錦標 第13名  藝高強 2002 香港瓶 第4名     
赤目駒 2006 短途錦標 第9名  勁射 2002 短途錦標 第13名     

    多博 2001 香港盃 亞軍  何澤堯   

    中國遊 2001 一哩錦標 季軍  首度參賽   
郭能    藝高強 2001 香港瓶 亞軍     

15: 0-0-1    奇異光芒 2000 香港盃 冠軍     
將男 2016 香港盃 第5名  威太子 2000 香港瓶 第8名  連達文   
龍城勇將 2016 短途錦標 第9名  寶蹄伶俐 2000 短途錦標 第11名  1: 0-0-0   
期惑 2016 香港瓶 第14名  嘉寶 1999 香港盃 第4名  巨橙 2016 香港瓶 第11名 

將男 2015 香港盃 季軍  海浪 1999 香港瓶 季軍     
醒目名駒 2015 一哩錦標 第10名  馬哈迪 1999 一哩錦標 第4名     
將男 2014 香港盃 第12名  峻嶺 1998 國際盃 第13名  李慕華 (1冠)   
風花雪月 2014 一哩錦標 第9名  家家好 1998 國際碗 第5名  16: 1-1-3   
花月春風 2012 香港盃 第4名  愛的果實 1998 國際瓶 第5名  迪雅卓 2018 香港盃 亞軍 

讚惑 2012 短途錦標 第6名  得獎英雄 1997 國際碗 第6名  魔族雅谷 2018 一哩錦標 第7名 

求勝心切 2009 一哩錦標 第14名  美好年華 1997 國際盃 第7名  天下為攻 2018 短途錦標 第6名 

博得士哥 2009 短途錦標 第11名  聖捷 1997 國際瓶 第9名  伊士華 2018 香港瓶 季軍 

求勝心切 2008 一哩錦標 第10名  針槍 1996 國際盃 第7名  易奔勝 2013 香港瓶 第6名 

吉祥三寶 2007 一哩錦標 第11名  塔古拉 1996 國際碗 第4名  百利駿驥 2012 香港瓶 第6名 

大漠霸主 2007 短途錦標 第9名  牢騷 1996 國際瓶 冠軍  莎貝寶駒 2011 一哩錦標 第8名 

大漠霸主 2006 短途錦標 第12名  三利是 1995 國際盃 第10名  威達馬 2011 香港瓶 第10名 

    針槍 1995 國際瓶 亞軍  勝多利大 2010 香港盃 第8名 

    鍾士皇 1994 國際盃 第5名  莎貝寶駒 2010 一哩錦標 季軍 

蔡明紹 (2冠)    心湖 1994 國際碗 季軍  至勁寶 2010 香港瓶 第5名 

8: 2-0-0    隻響槍 1994 國際瓶 第7名  利達高威 2008 一哩錦標 第11名 

幸福指數 2017 短途錦標 第9名  美國紅番 1993 國際盃 第13名  自豪 2006 香港盃 冠軍 

醒目名駒 2016 一哩錦標 第8名  遊艇樂園 1993 國際碗 亞軍  登陸 2005 香港盃 第5名 

加州萬里 2014 香港盃 第8名  莫查斯丹 1991 邀請盃 第5名  尋寶 2005 短途錦標 第8名 

愛跑得 2013 短途錦標 第4名      登陸 2004 香港盃 季軍 

加州萬里 2012 香港盃 冠軍         
滿綵 2012 一哩錦標 第8名  蘇兆輝 (1冠)       
傾力之城 2012 短途錦標 第11名  9: 1-0-1    梁家俊 (1冠)   
加州萬里 2011 香港盃 冠軍  歡樂之光 2018 香港盃 冠軍  2: 1-0-0   

    星洲司令 2018 一哩錦標 第9名  美麗傳承 2017 一哩錦標 冠軍 

    勝得威 2018 短途錦標 第10名  美麗之星 2016 一哩錦標 第13名 

    鷹雄 2018 香港瓶 第4名     

    狂暴不羈 2017 短途錦標 第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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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敦    莫雷拉 (4冠)    潘頓 (續)   

3: 0-0-0    21: 4-1-3    世界王牌 2014 一哩錦標 第4名 

演奏家 2018 香港瓶 第7名  白日彗星 2018 香港盃 第4名  友瑩格 2014 短途錦標 冠軍 

拜倫勳爵 2014 短途錦標 第4名  當家精選 2018 一哩錦標 第6名  軍事出擊 2013 香港盃 第4名 

搖滾勁力 2013 短途錦標 第10名  旺蝦王 2018 短途錦標 第9名  軍事攻略 2013 一哩錦標 第9名 

    雍容白荷 2018 香港瓶 亞軍  恩格斯 2013 短途錦標 季軍 

    新寫實派 2017 香港盃 季軍  多名利 2013 香港瓶 冠軍 

松岡正海    四季旺 2017 一哩錦標 第4名  雄心威龍 2012 一哩錦標 冠軍 

首度參賽    澳斯卡 2017 短途錦標 第7名  紅山茶 2012 香港瓶 第10名 

    東瀛羅勒 2017 香港瓶 季軍  蓮華生輝 2011 短途錦標 第10名 

    威爾頓 2016 香港盃 第8名  友誼至上 2010 一哩錦標 第11名 

麥道朗    步步友 2016 一哩錦標 第6名  小橋流水 2010 短途錦標 第8名 

6: 0-0-1    華恩庭 2016 短途錦標 第4名  友誼至上 2009 一哩錦標 季軍 

五十五十 2018 一哩錦標 第10名  里見皇冠 2016 香港瓶 冠軍  爆炸 2008 香港盃 第12名 

研究大學 2018 香港瓶 第11名  威爾頓 2015 香港盃 第4名     
神燈光照 2015 香港盃 第11名  步步友 2015 一哩錦標 季軍     
續領風騷 2012 香港盃 第7名  幸福指數 2015 短途錦標 冠軍  李寶利   
軍事攻略 2012 一哩錦標 第7名  喜蓮歡星 2015 香港瓶 第5名  4: 0-0-0   
甜將 2012 短途錦標 季軍  威爾頓 2014 香港盃 冠軍  馬上發財 2017 一哩錦標 第6名 

    步步友 2014 一哩錦標 冠軍  明朝盛世 2015 香港瓶 第4名 

    綽力之城 2014 短途錦標 第10名  滿綵 2013 一哩錦標 第10名 

麥維凱    多名利 2014 香港瓶 第4名  勁飛寶 2012 短途錦標 第8名 

首度參賽    很簡單 2012 短途錦標 第10名     

           

        史卓豐   
莫雅 (5冠)  莫艾誠    首度參賽   

33: 5-3-3    6: 0-0-0       
四季旺 2018 香港盃 第7名  大雄圖 2018 香港盃 第6名     
我作主 2018 一哩錦標 第8名  小刀鋸木 2018 一哩錦標 第11名  蘇銘倫 (1冠)   
爭分奪秒 2018 短途錦標 季軍  怒江 2018 香港瓶 第9名  38: 1-5-9   
玄舞幻步 2018 香港瓶 第14名  金髮俏馬 2017 香港盃 第12名  善得福 2016 香港盃 季軍 

多維小城 2017 香港盃 第11名  電擊長矛 2017 一哩錦標 第10名  大印銀紙 2016 一哩錦標 第11名 

轟炸大戰 2017 一哩錦標 第5名  化學能量 2017 香港瓶 第4名  以身犯難 2016 香港瓶 季軍 

高地之舞 2017 香港瓶 冠軍      大印銀紙 2015 一哩錦標 亞軍 

滿樂時 2016 香港盃 冠軍      大運財 2015 短途錦標 亞軍 

新寫實派 2016 一哩錦標 第9名  柏士祺    大利盈 2015 香港瓶 季軍 

大仁大勇 2016 短途錦標 第10名  5: 0-0-0    天鷹翱翔 2014 香港盃 第4名 

高地之舞 2016 香港瓶 亞軍  更凌駕 2017 香港盃 第9名  天鷹翱翔 2013 香港盃 季軍 

新紀錄 2015 香港盃 亞軍  福兆 2017 短途錦標 第13名  早發 2012 香港盃 亞軍 

滿樂時 2015 一哩錦標 冠軍  福兆 2016 短途錦標 第5名  狩獵專家 2012 一哩錦標 第10名 

高地之舞 2015 香港瓶 冠軍  更凌駕 2016 香港瓶 第7名  搖滾專輯 2012 香港瓶 第9名 

金滿載 2014 短途錦標 第5名  耀目之星 2007 香港瓶 第5名  天鷹翱翔 2011 香港盃 第5名 

漫天飄雪 2014 香港瓶 第7名      犀利靈 2011 香港瓶 第13名 

富麗堂皇 2013 香港盃 第7名      網絡電郵 2009 香港瓶 第4名 

好好計 2013 短途錦標 第6名  潘頓 (8冠)    牛精福星 2008 香港盃 第5名 

多產作家 2013 香港瓶 第5名  29: 8-2-3    好爸爸 2008 一哩錦標 冠軍 

嘉登行宮 2012 香港盃 第6名  馬克羅斯 2018 香港盃 季軍  紅莓果 2008 香港瓶 第4名 

紅色禮物 2011 香港瓶 季軍(平頭)  美麗傳承 2018 一哩錦標 冠軍  大將領 2007 一哩錦標 季軍 

飛雪仙蹤 2010 香港盃 冠軍  小巨人 2018 短途錦標 第4名  步爽利 2007 香港瓶 季軍 

小柏高 2010 一哩錦標 第13名  時時精綵 2018 香港瓶 冠軍  蹄瀟灑 2007 短途錦標 第8名 

京畿地膽 2010 短途錦標 第6名  馬克羅斯 2017 香港盃 冠軍  爆冷 2006 香港盃 第4名 

星光水晶 2010 香港瓶 第10名  美麗大師 2017 一哩錦標 第7名  勝利飛駒 2006 一哩錦標 第6名 

爭持不下 2009 一哩錦標 第6名  每月一回 2017 短途錦標 第12名  新力升 2006 短途錦標 第5名 

西國明月 2009 香港瓶 亞軍  大雄圖 2017 香港瓶 第5名  深得利 2006 香港瓶 季軍 

凌駕力 2008 香港盃 季軍  天才 2016 香港盃 亞軍  自豪 2005 香港盃 亞軍 

滿利恩 2008 香港瓶 第11名  美麗大師 2016 一哩錦標 冠軍  天仲之寶 2005 一哩錦標 季軍 

阿卡斯 2007 一哩錦標 第12名  友瑩格 2016 短途錦標 冠軍  凜冽 2005 短途錦標 第10名 

土霸王 2007 香港瓶 第11名  火紅人 2016 香港瓶 第9名  深得利 2005 香港瓶 第4名 

蹄特靈 2004 短途錦標 第12名  軍事出擊 2015 香港盃 第6名  力提升 2004 香港盃 第10名 

蹄特靈 2003 短途錦標 第7名  櫻花福音 2015 短途錦標 第12名  步步勇 2004 短途錦標 第5名 

    多名利 2015 香港瓶 第6名  波蘭之夏 2004 香港瓶 第6名 

    軍事出擊 2014 香港盃 亞軍  丹麥旗 2003 香港盃 第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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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銘倫 (續)    利敬國       
好彩 2003 一哩錦標 第8名  首度參賽       
波蘭之夏 2003 香港瓶 亞軍         
皇室寶 2002 香港盃 第12名         
嘉勇 2002 一哩錦標 第6名  韋米高       
波蘭之夏 2002 香港瓶 第5名  2: 0-0-0       
天時地利 2001 香港盃 季軍  衝破難關 2018 一哩錦標 第12名     

    亞朗親王 2018 香港瓶 第8名     

           
田泰安 (1冠)           

6: 1-0-0    屈迪生       
雪霸神駒 2018 香港盃 第5名  首度參賽       
魅力知友 2018 一哩錦標 第13名         
紅衣醒神 2018 短途錦標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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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