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匹 擁 有 權 附 則
一.

採用及引用之權力
一．一 此等附則乃由馬會董事局根據馬會會章第四十五條所制定，並按此作為馬會之規例。此等附則須配
合馬會會章予以解釋。
一．二 此等附則將稱為馬匹擁有權附則，並得由馬會董事局不時予以增訂及修改，有關之通告將在所有會
所大廈及跑馬地體育道壹號總部大樓之報告板上公佈。

二.

此等附則之適用範圍
此等附則規定會員及公司會員提名人根據賽事規例擁有馬匹及讓馬匹參賽之資格。此等附則亦規定有關馬匹
之出售、退役及處理辦法。

三.

一般附則之適用範圍
一般附則將適用於此等附則，即如其乃列於此等附則中及逐一經予轉載般。

四.

解釋
在此等附則中，下列之用語將具有下述之意義，並可在適當時毋須顧及其在會章或一般附則中之相應定義︰
用語

五.

意義

「馬主」

已根據規例第三十九條註冊，而不論其為個人、合夥成員或賽馬團體經理人的
每名人士，又或已獲批准的公司團體。「馬主」一詞亦包括馬主的授權代表在
內。

「會員」

每位已獲選成為馬會會員的人士，但不包括聯繫會員、到訪會員、公司會員及
缺席會員。

「認可之賽馬主辦當局」

獲本會不時認可其管轄權、並執行本會所判各項處分及取消資格罰則的賽馬機
構。

「賽事規例」

即由馬會董事局制定的香港賽馬會賽事規例及指示。

註冊為馬主之資格
只有下列人士方可註冊為馬主︰
五．一 香港賽馬會會員及其配偶。
五．二 認可合夥馬主及賽馬團體，其成員只限香港賽馬會會員。
五．三 獲馬會董事局批准的公司團體。
五．四 由任何認可賽馬機構註冊為馬主，並應馬會董事局邀請註冊為訪港馬主的人士，以及合夥及賽馬團
體成員。

六.

馬匹擁有權之類別
馬匹擁有權之類別為︰
六．一 個人馬主︰
已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一)(i)條註冊，而其姓名已列入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二)條由馬會董事局保存之馬
主名冊內之會員（競駿會會員及公司會員之提名人除外）。

六．二 合夥馬主︰
一個合夥包括兩名、三名或四名成員，其中每一成員均須為會員（競駿會會員及公司會員之提名人
除外），並須符合規例第四十一(二)條之規定，且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一)(ii)條註冊，而其名字已列入
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二)條由馬會董事局保存之馬主名冊內。
六．三 團體馬主︰
一個包括不少於五名而不超過五十名成員之團體，所有成員均須為會員，且須符合根據附則第五條
註冊為馬主或賽馬團體之普通成員之資格，及經遵照規例第四十三條後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一)(ii)條
註冊，而其名字已列入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二)條由馬會董事局保存之馬主名冊內。賽馬團體若擬更
改成員須獲馬會董事局批准方可。

七.

六．三．一

凡未有因其他理由按馬會附則喪失資格之競駿會會員或公司會員之提名人，均有資格
註冊成為賽馬團體之普通成員，但無資格出任賽馬團體之經理人。

六．三．二

所有賽馬團體之成員均須受賽馬團體協議內的條款所約束。

六．三．三

經由馬匹進口許可證抽籤獲發許可證的賽馬團體，提出更改團體成員申請時，現有成
員中最少須有百分之八十仍然留在該團體內，其申請方獲考慮。此項規定的有效期直
至團體在此情況下所進口的馬匹已運抵香港足十二個月為止。

六．三．四

每名成員或經理人在賽馬團體內所佔權益，最少為百分之二，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三
十。

馬匹之類別
在此等附則之下，馬匹得被視為分作五類︰
七．一 國際馬匹拍賣會新馬︰
於香港國際拍賣會投得之從未出賽馬匹。
七．二 自購馬︰
自購馬為根據申請馬匹進口抽籤附則而由馬會發給進口許可證作私人進口之曾經出賽馬匹。
七．三 自購新馬︰
自購新馬為根據申請馬匹進口抽籤附則而由馬會發給進口許可證作私人進口之從未出賽馬匹。
七．四 本地承購馬︰
於馬會進行拍賣時或在馬會舉行之拍賣會中以投標方式購入之自購馬、自購新馬、國際馬匹拍賣會
新馬或配售新馬。
七．五 配售新馬︰
根據申請馬匹進口抽籤附則，由馬會購入而以配售方式發售予會員，並經由抽籤予以分配之未嘗出
賽馬匹。

八.

參與申請馬匹進口抽籤之資格
參與申請馬匹進口抽籤之資格，詳列於申請馬匹進口抽籤附則第十三條。

九.

馬主之責任
所有馬主均須時刻承擔與其馬匹有關之一切風險，並同意若其馬匹遭受任何損失或受傷，本會均毋須負責，
亦毋須作出賠償，不論有關之損失或受傷是如何引致亦然，包括但不限於因參賽、試閘、閘廂測試、獸醫治
療、運送，以及任何形式之操練而導致之死亡、喪失競賽能力或受傷。

十二.

十三.

參與出售馬匹投標之資格
十二．一

任何名列在發出售馬通告時有效之有資格投標買馬及候補中籤人名單內之馬主，將有資格出標競
投任何提供出售之馬匹。倘若接獲同樣金額之投標，則在名單上排列較先者可購得馬匹。

十二．二

任何馬主（除出售馬匹合夥馬主之其餘合夥人外）倘未有名列在發出售馬通告時有效之有資格投
標買馬及候補中籤人名單內者，其所提交之任何投標將屬無效。

更換馬主
十三．一

有關更改任何類別馬匹擁有權之任何建議，必須以書面列明理由呈交馬會董事局請准，而馬會董
事局對該等申請之決定將為最終決定，並對申請人具有約束力。馬會董事局將毋須對拒絕任何該
等申請解釋原因。

十三．二

雖然附則第十三．一條為一般適用，但於獲得馬會董事局批准之前，一律不可轉換馬匹擁有權，
惟加入姓名已包括在根據規例第三十九(二)條由馬會董事局保存之馬主名冊內之馬主配偶及／或
子女，或已根據規例第四十三(七)條已就賽馬團體成員之變動而向馬會登記者除外。除非由於下
列一個或更多原因而須作出變動者則例外：

十三．四

十三．二．一

馬主身故；

十三．二．二

獲馬會董事局明確許可，但有關許可僅在特殊情況下始會給予。

雖然附則第十三．一條為一般適用，但馬會董事局可批准毋須經投標出售而更改馬匹擁有權：
十三．四．一

十三．五

十四.

根據有關合夥之規例，合夥之任何成員可因附則第十三．二．一或十三．二．
二條內所列明之其中一個理由而予以更換，但獲提名之任何新合夥人均須符合
附則第五．一或五．二條的要求，而且最少須有一名原本之合夥人繼續留任作
為合夥之成員。

除附則第十三．四條准許者外，馬匹擁有權之任何更改均須以出售馬匹辦法進行，出售馬匹將
須︰
十三．五．一

遵照馬會董事局不受約束之決定認為適合着令執行之該等規則，包括不受上述
者一般適用之限制，限定可從售馬淨得收益中付予出售馬匹之馬主之款額；及

十三．五．二

以密封投標方式進行，而投標將須遵照馬會董事局不受約束之決定着令執行之
一般性或特別對某次出售馬匹適用之該等投標規則辦理。

十三．六

以投標方式出售馬匹之會員、合夥馬主或賽馬團體，將再無資格參與以後之申請馬匹進口許可證
或配售新馬之抽籤，除非經馬會董事局全權決定予以特許者則例外。任何由該出售馬匹之會員、
合夥馬主或賽馬團體持有而尚未使用之馬匹進口許可證將被取消，而該許可證將分配予在有資格
投標買馬及候補中籤人名單上排列首位之人士。

十三．七

以暗標方式購入之馬匹，任何更改馬匹擁有權若不經由再度投標出售之辦法辦理均不會獲准，但
購馬者擬與其配偶及／或子女組成合夥則屬例外。

不再具備資格之馬主
十四．一

倘若一位會員不論因何理由而不再具備資格繼續作為個人馬主或作為合夥或賽馬團體成員，及雖
則前述者為一般適用，無論其乃因辭去馬會會藉、因馬會董事局決定執行會章第三十四(a)條之規
定、因馬會董事局或任何獲馬會董事局適當授權之組織或委員會作出紀律處分之後果、或因任何
認可賽馬組織作出處分使然者，則除非馬會董事局全權另行頒令，否則︰
十四．一．一

以該個人馬主名義註冊之每一馬匹之擁有權均完全歸於馬會，而馬會將毋須付
款，亦毋須備有任何轉讓馬匹擁有權之契據或文件；

十四．一．二

註冊在有該等會員為成員之每一合夥之每一馬匹之有關股份，須於六十天內由
其餘之合夥人購入，價錢由繼續之合夥人及該不再具備資格之會員協議訂定，
倘不能就價錢達成協議，則該合夥擁有之每一馬匹之擁有權均完全歸於馬會，
而馬會將毋須付款，亦毋須備有任何轉讓馬匹擁有權之契據或文件；及

十四．一．三

十五.

註冊在有該等會員為成員之每一賽馬團體之每一馬匹之有關股份，須於六十天
內由其餘之團體成員購入，價錢由繼續之團體成員及該不再具備資格之會員協
議訂定，倘不能就價錢達成協議，則該賽馬團體擁有之每一馬匹之擁有權均完
全歸於馬會，而馬會將毋須付款，亦毋須備有任何轉讓馬匹擁有權之契據或文
件。

十四．二

根據附則第十四．一條歸由馬會擁有之馬匹之處理辦法得由馬會董事局決定，彼等可讓該駒退
役，或着令以投標方式將其出讓，而按此出讓之任何淨得收益，將付予該個人馬主、合夥或賽馬
團體（視情況而定）。

十四．三

根據此等附則而被褫奪馬匹擁有權之任何人士，包括在不妨礙上述規例之一般性之原則下，該馬
主之遺產執行人，以及合夥或賽馬團體之每一成員及其遺產執行人，均不得向馬會、馬會董事
局、馬會之任何行政人員、幹事或僱員要求賠償其因而蒙受之實際損失及／或因實施附則第十
四．一及十四．二條而無論如何引致之如有之任何其他損失。

十四．四

附則第十四條適用於以任何方式獲取之所有馬匹。

賽事規例及董事局指示
每位馬主及合夥或賽馬團體之每位成員，均被視為曾經閱讀，並且熟知及同意遵守不時適用之賽事規例及馬
會董事局指示，並受其約束。賽事規例及馬會董事局指示之印本可向賽事秘書處索取。

十七.

個人馬主逝世
當有個人馬主逝世時，下列之規例將會適用︰
十七．一

馬匹擁有權之轉讓︰
十七．一．一

倘於註冊馬主逝世後之二十四個西曆月份或由馬會董事局全權決定准許之該等
延長期內，已故馬主之遺產承辦人向馬會登記彼等所獲發給之遺囑認證書或遺
產承辦書，以及︰
十七．一．一．一 以書面方式申請將有關馬匹之擁有權轉讓予一名身為馬主或
有資格根據馬會附則註冊成為馬主之人士；
十七．一．一．二 連同申請書一併附上馬會董事局所要求之文件及表格；
十七．一．一．三 以書面方式答允於規定之期間內呈交馬會董事局要求須令彼
等認為滿意之文件，以證明彼等乃將馬匹擁有權適當轉讓予
指定之新馬主；及
十七．一．一．四 為已故者清繳不論如何欠付馬會任何賬戶之全部款項，以及
支付截至及包括根據附則第十七．一．二條馬匹擁有權之轉
讓當作生效之最後一天之全部養馬費用；
馬會董事局將考慮該項申請。

十七．一．二

十七．二

倘若馬會董事局允許該項馬匹擁有權之轉讓，則該項轉讓將視作即時生效，而
有關之馬匹亦有資格以其新馬主之名義出賽。

拒絕馬匹擁有權轉讓申請︰
倘馬會董事局拒絕允許一匹馬之擁有權轉讓要求，或倘於馬主逝世隨後之二十四個西曆月份，或
由馬會董事局全權決定准許之該等延長期內，而取其較先滿期者，仍未能覓得一名馬會董事局接
納之承讓人時，該馬匹將根據馬會董事局全權決定之條件以投標方式出售，而出售馬匹如有之任
何收益將依照附則第十七．七條之規定處理。

十七．三

出售逝世馬主之馬匹︰
除非馬會董事局全權另行決定者以外，否則以投標方式出售馬匹之廣告，須於遺產承辦人或有資
格獲發遺產承辦書之人士之要求下，或不得超逾馬主逝世後之二十四個西曆月份而取其較先滿期
者發出。出售馬匹如有之任何收益將依照附則第十七．七條之規定處理。

十七．四

過渡期規定︰
於任何備受附則十七．一至十七．三條影響之馬匹出售、擁有權轉讓或退役之前：
十七．四．一

除非獲馬會董事局批准，否則該馬匹將留在其於馬主逝世時所在馬房之練馬師
處，不論馬會曾否接獲簽署日期早於馬主逝世日期之轉換馬房申請亦然。

十七．四．二

該馬匹在出售或擁有權轉讓前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方可出賽︰
十七．四．二．一 遺產承辦人或有資格獲發遺產承辦書之人士委任一名獲馬會
董事局接納之授權代表；及
十七．四．二．二 該授權代表書面同意受規例及此等附則之約束。

十七．四．三

除非馬會董事局全權另行決定者以外，授權代表之委任將不准超逾二十四個西
曆月份。

十七．五

任何人士均無權要求馬會董事局就彼等拒絕批准轉讓馬匹予任何建議之承讓人、彼等拒絕一項委
任授權代表之申請，或彼等拒絕將根據此附則第十七條必須在期間作出任何委任及／或申請之時
間延長，而提出任何理由或作出解釋。

十七．六

馬主之遺產執行人、或其遺產承辦人（視情況而定），或任何指定之承讓人無論如何均不得因馬
會董事局拒絕允許馬匹擁有權之轉讓而向馬會、馬會董事局、或馬會任何行政人員、幹事或僱員
索取賠償。

十七．七

出售馬匹如有之任何收益︰
倘有關之馬匹已售出，且於已從買方所支付之價錢中扣除出售馬匹時所支出之費用，以及扣除截
至已故者逝世當日欠付馬會之全部款項連同馬匹待沽期間所需之全部養馬費用後尚有餘款，則該
筆餘款將由馬會保管，直至有關人士就已故馬主之遺產提交遺囑認證書或遺產承辦書（視情況而
定）之後，馬會方會將該筆餘款連同可能累積之任何利息付予遺產執行人。

十八.

十七．八

倘無接獲承購有關馬匹之投標，或馬會董事局認為所接獲之投標無一可予接納，則馬會董事局將
視作已獲授權着令該駒退役，而在此情況下，由註冊馬主逝世當日起計之一切所需養馬費用均須
由其遺產執行人負責支付，除非馬會董事局全權決定免收者則例外。

十七．九

倘馬會董事局拒絕接納承購該駒之任何投標，或免收欠付之養馬費用，則任何人士均無權要求得
悉彼等作出決定之任何理由。

合夥或賽馬團體中之一名馬主逝世
十八．一

當賽馬團體內有成員逝世，其餘之團體成員須負責與已故成員之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就該
已故成員對有關馬匹所佔權益之價值達成協議。其餘之團體成員保證於該已故成員逝世後
一百八十天內解決如何處理其對有關馬匹所佔權益之問題，並把處理已故成員所佔權益後所得收
益轉賬至其遺產戶口內而不得延誤。任何有關如何處理已故成員所佔權益之爭議，須交由馬會董
事局作出最終裁決。

十八．二

遇有合夥成員逝世，於該已故合夥人在有關馬匹所佔權益轉讓予新合夥人之前，該合夥名下馬匹
可如常出賽，但須符合下列規定：
十八．二．一

已故合夥人之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須已委任一名獲馬會董事局認可之授權
代表；

十八．二．二
十八．三

若未能遵照附則第十八．二條之規定行事，各合夥人或其中一人須隨即向馬會董事局報告此事。
馬會董事局須在可行情況下，盡快促使將該等合夥人擁有之馬匹，按照申請馬匹進口抽籤附則之
規定出售，而出售馬匹之淨得收益，須根據各合夥人申報或視為擁有之馬匹權益比例，而分配予
各在世合夥人，以及撥作已故合夥人之遺產。

十八．四

已故合夥人之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一經接獲授予遺囑認證書或財產管理狀後，須採取下列行
動：

十八．五

十九.

二十.

該名授權代表以書面方式同意遵守賽事規例及此等附則。

十八．四．一

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把已故合夥人對有關馬匹所佔權益轉讓予根據本會附則
屬現任馬主或有資格註冊為馬主之人士；

十八．四．二

申請書須附上馬會董事局規定之文件及表格；

十八．四．三

以書面方式保證出示馬會董事局規定之文件，以令他們確信已故合夥人所佔權
益已於規定期間適當及妥善地轉讓予新合夥人。

馬會董事局保留權利拒絕一項把已故合夥人所佔權益轉讓予他人的申請，而毋須給予理由。假如
馬會董事局拒絕此類轉讓權益之申請，有關馬匹得以投標方式出售，而售馬後若有任何淨收益，
須付予餘下的合夥人及已故合夥人之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視乎適用者而定）。

練馬師賽馬團體
十九．一

每一練馬師賽馬團體均由一位練馬師管理。有關練馬師須肩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存備團體成
員名冊及賬目、徵集攤款、與本會聯絡，以及購買馬匹。

十九．二

馬匹須留在香港特區滿三年，始准轉換馬房。

違反此等附則
如一旦證明並經馬會董事局審查屬實任何馬匹或馬匹之任何股份已被出售、購入、抵押、出租、租用或以違
反當時生效之此等附則之辦法處理者，馬會董事局有權執行規例第一五○條。

承馬會董事局命
賽事秘書處經理
二○一九年三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