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賽事 
從化 - 草地 - "A" 賽道

宣佈出賽馬匹名單

第一場 - 下午二時三十分
條件限制賽 - 一二○○米 - 草地 - 平磅賽
香港賽馬會盃
（只限於任何馬季內進口及未曾勝出分級賽的國際馬匹拍賣會新馬。負磅：雄馬及閹馬負一百一十六磅。加磅：曾勝
出第二班或以上賽事加十七磅。曾勝出多過一場第三班賽事加十五磅。曾勝出一場第三班賽事加十磅。曾勝出多過一
場第四班或新馬賽事加五磅。曾勝出一場第四班或新馬賽事加兩磅。於公佈配磅時，所有配磅已被提高四磅。自由身
騎師及見習騎師將不獲減磅。）

馬名 烙印編號 練馬師 騎師 負磅 排位 配備編號 評分
快樂旅遊 沈集成 125 (72) 6 (B/TT)1 (B374) 史卓豐
醒目再臨 蘇偉賢 125 (63) 4 (B/TT)2 (A314) 沈拿
威武再現 賀賢 122 (64) 13 (A308) 潘頓
雪戰神駒 高伯新 122 (64) 2 (H-/B)4 (B371) 蔡明紹

↑劍追聲 告東尼 120 (50) 5 (B/TT)5 (B445) 田泰安
↑錶之霸 約翰摩亞 120 (49) 3 (H/XB)6 (A319) 蘇兆輝

出賽馬匹六匹

↑ 今賽較上賽班次為高

第二場 - 下午三時正
第五班 - 一八○○米 - 草地 - 評分四十至零分
大灣區盃（讓賽）
（前稱溫泉讓賽）

馬名 烙印編號 練馬師 騎師 負磅 排位 配備編號 評分
萬里威揚 徐雨石 133 (37) 7 (B)1 (A055) 梁家俊
新界之星 姚本輝 132 (36) 32 (A081) 田泰安
金碧光芒 蘇保羅 132 (36) 9 (B/TT)3 (T431) 郭能
上旺財上 沈集成 131 (35) 24 (A285) 潘頓
陽明賞賞 鄭俊偉 130 (34) 6 (B/TT)5 (B297) 李寶利
龍騰馬躍 丁冠豪 127 (31) 8 (B/XB)6 (V202) 史卓豐
天賦致寶 賀賢 120 (24) 1 (B)7 (S417) 蘇狄雄(-2)
心中有善 葉楚航 119 (23) 5 (CP/XB)8 (V164) 潘明輝(-3)
富貴榮華 文家良 115?+1 (19) 4 (B)9 (P324) 蘇兆輝
和諧繁榮 蘇偉賢 114?+1 (18) 10 (B-)10 (B233) 黃皓楠(-3)

出賽馬匹十匹

蘇狄雄,潘明輝及黃皓楠可獲自由身騎師減磅
?+1 可能超重一磅



第二頁

第三場 - 下午三時三十分
第三班 - 一二○○米 - 草地 - 評分八十至六十分
省港盃（讓賽）

馬名 烙印編號 練馬師 騎師 負磅 排位 配備編號 評分
真先生 賀賢 133 (77) 8 (CP)1 (S253) 潘頓
騰龍超影 蘇保羅 129 (73) 2 (V/TT)2 (T372) 郭能
力奇先鋒 沈集成 127 (71) 3 (B/TT)3 (B057) 何澤堯(-2)
威威心得 蘇偉賢 125 (69) 4 (B)4 (B052) 蘇兆輝
叫關健康 文家良 123 (67) 55 (A064) 李寶利
電子大師 方嘉柏 121 (65) 7 (XB)6 (A254) 史卓豐

↑綠勇士 約翰摩亞 121 (65) 6 (B/TT)7 (V126) 貝力斯
從頭越 徐雨石 120 (64) 10 (B)8 (B073) 沈拿
愛馬劍 丁冠豪 118 (62) 1 (TT)9 (B013) 梁家俊
友情人 告東尼 117 (61) 9 (B/TT)10 (A163) 田泰安

出賽馬匹十匹

↑ 今賽較上賽班次為高

何澤堯可獲自由身騎師減磅

第四場 - 下午四時正
第四班（條件限制） - 一二○○米 - 草地 - 評分六十至四十分
穗港盃（讓賽）
（只供曾在香港出賽五次以上而本季從未獲勝的賽駒參加。）

馬名 烙印編號 練馬師 騎師 負磅 排位 配備編號 評分
阿凡達 徐雨石 131 (60) 7 (B)1 (V123) 黃皓楠(-3)

↓一定賺 蘇保羅 130 (59) 32 (V398) 潘頓
↓馬功臣 蘇偉賢 130 (59) 5 (E/TT)3 (A296) 蔡明紹
狀元才 方嘉柏 129 (58) 10 (TT)4 (V016) 夏禮賢
理想回報 沈集成 124 (53) 4 (TT)5 (A305) 郭能
猴王駒 約翰摩亞 122 (51) 6 (B)6 (A336) 蘇兆輝
八心之友 蔡約翰 121 (50) 8 (P)7 (A007) 史卓豐
旺財生暉 葉楚航 119 (48) 9 (TT1)8 (S418) 田泰安
新威龍 高伯新 118 (47) 2 (CP/TT)9 (V412) 梁家俊
盈多福 沈集成 118 (47) 1 (XB-/TT)10 (B375) 潘明輝(-3)

出賽馬匹十匹

↓ 今賽較上賽班次為低

黃皓楠及潘明輝可獲自由身騎師減磅

第五場 - 下午四時三十分
第四班 - 二二○○米 - 草地 - 評分六十至四十分
從化盃（讓賽）

馬名 烙印編號 練馬師 騎師 負磅 排位 配備編號 評分
↓千金一諾 容天鵬 133 (60) 61 (V149) 夏禮賢
文武傳奇 沈集成 128 (55) 3 (B/TT)2 (B137) 田泰安
其樂無窮 鄭俊偉 125 (52) 4 (B/TT)3 (S147) 史卓豐
蒜頭爺爺 葉楚航 124 (51) 7 (B)4 (V039) 潘頓
開心日子 沈集成 123 (50) 8 (B/TT)5 (A333) 郭能
觀自在 容天鵬 122 (49) 1 (B/TT)6 (S015) 蔡明紹
高瞻遠矚 約翰摩亞 120 (47) 10 (PC-/B2)7 (B345) 貝力斯
乘勝追擊 蘇偉賢 119 (46) 9 (B)8 (V369) 蘇兆輝
黃埔之星 徐雨石 117 (44) 2 (B2/TT2)9 (B146) 梁家俊
為善聚樂 鄭俊偉 113 (40) 5 (B)10 (A249) 蘇狄雄(-2)

出賽馬匹十匹

↓ 今賽較上賽班次為低

蘇狄雄可獲自由身騎師減磅



第三頁

馬匹配備縮略語:
眼罩B 單邊半掩防沙眼罩PS
單邊眼罩BO 羊毛額箍SB
喉托CC 鼻箍SR
單邊羊毛面箍CO 繫舌帶TT
羊毛面箍CP 開縫眼罩V
耳塞E 交叉鼻箍XB
頭罩H 首次"1"
防沙眼罩P 重戴"2"
半掩防沙眼罩PC 除去"-"

見習及自由身騎師所獲之減磅(磅) : (-2) (-3) (-5) (-7) (-10) 

郭前
賽事秘書處經理

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