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草地賽事，焦點落在
第八場本地一級賽香港打吡大賽，結果由冠軍騎
師韋達策騎的 「陽明飛飛」勝出這場四歲馬最高
獎金的二千米賽事，冠軍練馬師蔡約翰則是在港
從練以來首度贏出打吡殊榮。精英碟由 「自由好
」奪得。

韋達與蘇狄雄（其他騎師）同以二十八分榮
膺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賽事部分競賽報告：
第一場 第五班 一二〇〇米
入閘後， 「不老精英」煩躁不安，以後足豎

立並一度坐下，導致騎師楊明綸被拋下。同樣在
入閘後， 「風馳電掣」煩躁不安。 「不老精英」
及 「風馳電掣」均必須經閘廂測試及格後，才可
再次出賽。 「電訊新星」及 「光芒四射」起步時
均在 「如日方中」與 「豐彩人生」之間受擠迫，
當時 「豐彩人生」向外斜跑。「不老精英」與 「彪
形好漢」自外檔出閘後不久在馬群後面切入。

晴天左後腳割傷
第二場 第四班 一八〇〇米
過了千四米處後， 「晴天」在 「好運得福」

與 「足智多謀」（巫斯義）之間受擠迫，當時
「足智多謀」向內斜跑。 「足智多謀」繼而向外

移出以紓緩對 「晴天」的緊迫。跟隨其後的 「豹
顯神駒」因而勒避 「晴天」的後蹄，跟隨 「豹顯
神駒」的 「中華寶寶」則受到妨礙。小組譴責巫
斯義，並告誡他日後須確保給予內側馬匹足夠的
競賽空間。被查詢時，楊明綸說，賽前打算盡可
能將 「添多福」置於領放馬後面競跑，因該駒上
仗在此騎法下勝出。他說，是賽 「添多福」出閘
迅速，其後他嘗試佔取有遮擋的位置，但有數駒
在他內側保持位置，他覺得他不可能取得遮擋，
並且很可能被頂在外疊。他說，因此他讓 「添多
福」上前進佔領放馬 「勁威小子」外側的位置。
他說， 「添多福」佔取這位置後開始搶口及外閃
。他又說，儘管是賽的步速不快，但他並不認為
「添多福」適合居於前列競跑，坐騎因而在末段

未能以勁勢衝刺。賽後獸醫報告， 「晴天」左後
腳有一處割傷。賽後獸醫應練馬師苗禮德的要求
替 「好運得福」進行內窺鏡檢查。獸醫說，是項
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痰液。

閃爍武士氣管多血
第三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賽後獸醫檢查 「進勝福星」，發現該駒左前

腳不良於行。被查詢時，杜利萊說，他獲指示以

留後競跑的方式策騎 「閃爍武士」，因為該駒上
仗以此方法策騎時表現良佳。他說， 「閃爍武士
」出閘迅速，他隨即留住坐騎以圖在馬群後列取
得遮擋。他說，當他收慢 「閃爍武士」時，坐騎
隨即開始搶口並十分難以穩定走勢。他說，跑過
千二米處時，他嘗試向內移入至 「威猛」後面，
然而， 「非常精」推進至 「威猛」後面，因此他
未能向內移入。他又說，其後 「閃爍武士」持續
搶口，過了一千米處在沒有遮擋下走第三疊時，
他選擇讓坐騎展步上前至更前位置，而不繼續與
坐騎鬥力。他說，獲許推進至更前位置後， 「閃
爍武士」較能穩定走勢，然而，入直路時隨即需
受催策以保持位置。他說，儘管 「閃爍武士」受
一路催策，坐騎其後在直路上轉弱。他又說，儘
管是日陣上形勢不利 「閃爍武士」，他對該駒入
直路需受催策，以及在直路上全程未能對他的催
策作出反應的情況感到關注。賽後獸醫檢查 「閃
爍武士」，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
血，以及該駒右前蹄系部有一處表面割傷。

第四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時，普萊西說，他獲指示盡可能將

「大將軍」置於大約中間位置競跑。他說， 「大
將軍」以往在賽事中居前列競跑時，在早段被一
路催策後動作未能取得平衡，因而在末段未能以
勁勢衝刺。他說，近仗 「大將軍」由於排在外檔
起步而留後競跑，末段以勁勢衝刺。他說，因此
覺得 「大將軍」只要走勢暢順，可居於大約中間
或中間稍前位置競跑。他說，儘管在早段他有機
會帶離內側的 「銀飛龍」及 「神聖駒」，並切入
內欄，他將 「大將軍」移入第二疊，但不想進一
步向內移入，因他不想 「大將軍」貼欄競跑。他
又說， 「大將軍」來港出賽後他曾數次策騎該駒
，他相信步速平穩的賽事較合該駒發揮。他說，
讓 「大將軍」走第二疊或可令牠在直路上有機會
望空，而不會沿欄在馬群後面受困。他說，然而
，趨近八百米處時 「皇仁勁駒」十分難以穩定走
勢， 「大將軍」靠近該駒後蹄競跑，而是賽早段
及中段的形勢不合 「大將軍」發揮。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見習騎師吳嘉晉說，他獲指示自

大外檔出閘後讓 「高耀之寶」佔取前列位置。他
說，對面直路在一段途程上，他需一路催策 「高
耀之寶」以超越其內側的馬匹。他說，過了九百
米處後，他注意到 「幸運來」居其內側，他數度
望向內側以確定他能否超越該駒。他說，儘管
「幸運來」看似未有被一路催策以保持在 「高耀

之寶」內側的位置，他覺得需要繼續略為催策坐
騎才能足夠帶離 「幸運來」以切入內欄。他說，
鑑於在早段他消耗了坐騎氣力，因此他選擇不繼
續催策坐騎上前，而保持在 「幸運來」外側的第
二疊位置競跑。

第六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馬上得勝」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杜利萊說，坐騎走勢暢順直至六百米處。他說
，此時 「馬上得勝」需被一路催策以保持在 「閃
耀之星」後面的位置。他說，進入直路時，他將
「馬上得勝」移至 「閃耀之星」外側，但與上仗

勝出時不同， 「馬上得勝」在直路上未能增速，
僅能保持同速。他又說，他於三月十二日曾策騎
「馬上得勝」在千八米操練跑道上進行一課操練

，他認為該駒的表現良好。他說，他未能就該駒
是日令人失望的表現提供任何解釋。賽後獸醫檢
查 「閃耀之星」，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
有很多血。

柏寶被小組告誡
第七場 精英碟 香港三級賽 一八〇〇米

過了六百米處後， 「人人興旺」在 「滿綵」
與 「歡呼星」之間緊迫競跑。直路早段在一段短
途程上， 「較量」受困未能望空。趨近一百米處
時， 「包裝選擇」在 「較量」與 「沙貝利」之間
受擠迫，當時 「沙貝利」被 「自由好」（柏寶）
帶向內跑。小組告誡柏寶，日後必須更加小心。

甜橙末段才能望空
第八場 香港打吡大賽 香港一級賽 二〇

〇〇米
接近千八米處時， 「醒目精英」靠近 「軍事

出擊」後蹄處於窘境之際昂首。當賽事步速於趨
近千四米處減慢時， 「驌龍」靠近 「陽明飛飛」
後蹄處於窘境，並且向外斜跑避開該駒後蹄。其
後， 「驌龍」獲許推進至領放馬外側。過了一千
米處後， 「續領風騷」在沒有遮擋下競跑。跑過
八百五十米處時， 「多名利」勒避 「甜橙」後蹄
時失去平衡。跟隨在後的 「花月春風」因而勒避
。過了五百米處後， 「多名利」靠近 「花月春風
」後蹄處於窘境。接近二百米處時， 「包裝之寶
」向外移出避開 「驌龍」後蹄。 「軍事出擊」難
以望空直至接近二百米處。 「甜橙」難以望空直
至趨近一百米處。 「智多飛」未能望空直至過了
一百米，因而未能全力施為。在末段， 「續領風
騷」被 「陽明飛飛」（韋達）帶出更外疊時受阻
礙，當時 「陽明飛飛」向外斜跑。小組告誡韋達
必須小心。被查詢時，馬偉昌說，他獲嚴謹指示
不要在外疊沒有遮擋下競跑。他說，因此在跑過
七百米處當他注意到 「花月春風」在他外側迅速
推進時，他選擇繼續在 「同個世界」後面競跑，
而沒有向外移出。他說，倘若此時他移至 「同個
世界」外側，將導致 「甜橙」在沒有遮擋下競跑
，而他覺得這將違反策騎指示。他又說，在直路
不同階段 「甜橙」可進佔窄位，但他認為坐騎不
願在 「同個世界」與 「花月春風」之間推進。他
說，過了一百米處後 「甜橙」始能在 「同個世界
」與 「花月春風」取得足夠的競跑空間。

郭能被罰停賽三日
第九場 第三班 一六〇〇米
郭能（ 「百事神駒」）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接近一
百五十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進攻足
球」時向內斜跑，導致該駒勒避及失去應有的跑
線。在此宗事件中， 「進攻足球」向內斜跑並碰
撞 「晨采」。小組判罰郭能停賽（三個香港賽馬
日）直至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才可再次出賽。此
項停賽罰則即時執行。黎海榮（ 「晨采」）在舉
鞭時將手臂抬高於肩部水平，因而被罰款二千元
。小組就賴維銘（ 「阿哥精神」）在舉鞭時將手
臂抬高於肩部水平而向他發出一項警告。

花月佳期開閘跳躍
第十場 第二班 一二〇〇米
開閘時， 「花月佳期」向上跳躍，因而失地

甚多。被查詢時，蔡明紹說，他獲指示自第十一
檔出閘後讓 「夢幻十一」順其自然地競跑，但盡
可能嘗試取得遮擋。他說，在早段他將 「夢幻十
一」移至 「幸運雄威」後面，以圖在該駒後面取
得遮擋。他說，然而， 「綠茵神駒」受催策以保
持在 「幸運雄威」後面的位置， 「夢幻十一」因
而在沒有遮擋下競跑，居於比他所願較後的位置
。他又說，他曾考慮收慢 「夢幻十一」以在 「綠
茵神駒」後面取得遮擋，然而，他覺得這樣做的
話，坐騎將失地太多。賽後獸醫應練馬師苗禮德
的要求替 「幸運雄威」進行內窺鏡檢查，是次檢
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痰液。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蔡約翰蔡約翰首贏香港打吡首贏香港打吡

(第一口)
⑤叻 先 生搭③晴 天 192.00
安慰獎
⑤叻 先 生搭⑤足智多謀 37.50
(第二口)
③晴 天搭⑩塑 料 盈 5,499.00
安慰獎
③晴 天搭⑥非 常 精 215.50
(第三口)
⑩塑 料 盈搭④驚 雷 4,573.50
安慰獎
⑩塑 料 盈搭⑥銀 飛 龍 2,599.50
(第四口)
④驚 雷搭⑥超光越影 110.50
安慰獎
④驚 雷搭志氣高昂 421.00
(第五口)
⑥超光越影搭⑥小 宇 宙 164.50

安慰獎
⑥超光越影搭開心陶寶 437.50
(第六口)
⑥小 宇 宙搭②自 由 好 150.00
安慰獎
⑥小 宇 宙搭較 量 196.00
(第七口)
②自 由 好搭①陽明飛飛 427.50
安慰獎
②自 由 好搭同個世界 175.50
(第八口)
①陽明飛飛搭⑨名 采 1,340.50
安慰獎
①陽明飛飛搭⑦百事神駒 153.50
(第九口)
⑨名 采搭⑦先鞭直前 1,692.00
安慰獎
⑨名 采搭④花月佳期 149.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⑥非 常 精⑩塑 料 盈創 新 高
第四場④驚 雷⑥銀 飛 龍駿 盈
派彩：2,657,576.00 (0.7注中)
投注額：3,543,434.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⑥小 宇 宙⑩好 心 思開心陶寶
第七場②自 由 好⑩沙 貝 利較 量
派彩：200,266.00 (8.8注中)
投注額：2,349,787.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③精算縱橫⑦百事神駒⑨名 采
第十場④花月佳期⑦先鞭直前⑧幸運雄威
派彩：86,309.00 (33.1注中)
投注額：3,816,428.00
(三T)
第四場④驚 雷⑥銀 飛 龍駿 盈
第五場⑥超光越影⑦幸 運 來志氣高昂
第六場⑥小 宇 宙⑩好 心 思開心陶寶
正獎：無人中
第四場④驚 雷⑥銀 飛 龍駿 盈
第五場⑥超光越影⑦幸 運 來志氣高昂
安慰獎：51,528.00 (6.6注中)

投注額：3,358,855.00
(三寶)
第八場 ①陽明飛飛
第九場 ⑨名 采
第十場 ⑦先鞭直前
正獎：13,824.00 (202.9注中)
安慰獎：①⑨④1,260.00 (392.9注中)
投注額：4,400,315.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⑥超光越影志氣高昂
第六場 ⑥小 宇 宙開心陶寶
第七場 ②自 由 好較 量
第八場 ①陽明飛飛同個世界
第九場 ⑨名 采⑦百事神駒
第十場 ⑦先鞭直前④花月佳期
普通獎：63,091.00 (35.3注中)
六寶獎：927,968.00 (2.4注中)
投注額：5,938,981.00
(騎師王)
韋 達 最後賠率：10倍
其他騎師 最後賠率：1.6倍

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昨日沙田賽馬總投注額十一
億九千八百七十七萬一千二百一十
四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九
六七一人，公眾席三八二○九人，
合共四七八八○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
五○三六人。總入場人數

：五二九一六人。

投注額十一億九千萬投注額十一億九千萬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結果結果
B10賽馬責任編輯：薛少科

▲「陽明飛飛」（右二）於韋達胯下力壓群雄，勝出本屆香港打吡大賽 ▲香港打吡大賽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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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⑤叻 先 生 蘇狄雄 W：39.50 P：16.00
亞：豐彩人生 普萊西 P：13.00
季：好 精 伶 勞愛德 P：62.00
殿：④好 辣 椒 吳嘉晉
連贏：⑤80.50 位置Q：⑤ 29.00 三重彩：⑤ 1,367.00

⑤ 130.50 單 T：⑤ 346.00
 137.00 四連環：④⑤ 1,491.00

時間 ： 1.10.17
冠軍勝亞軍 ： 2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③晴 天 高雅志 W：47.50 P：24.00
亞：⑤足智多謀 巫斯義 P：26.50
季：②好 旺 財 薛寶力 P：43.00
殿：雅 趣 馬偉昌
連贏：③⑤205.00 位置Q：③⑤ 81.50 三重彩：③⑤② 3,516.00

②③ 189.00 單 T：②③⑤ 864.00
②⑤ 178.00 四連環：②③⑤ 790.00

時間 ： 1.49.25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⑩塑 料 盈 黎海榮 W：1,362.50 P：131.00
亞：⑥非 常 精 薛寶力 P：36.50
季：創 新 高 湯智傑 P：79.00
殿：③好 主 意 賴維銘
連贏：⑥⑩6,064.00 位置Q：⑥⑩ 890.00 三重彩：⑩⑥ 386,861.00

⑩ 1,831.50 單 T：⑥⑩ 32,803.00
⑥ 521.50 四連環：③⑥⑩ 56,654.00

時間 ： 1.22.97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④驚 雷 韋 達 W：26.50 P：13.00
亞：⑥銀 飛 龍 巫斯義 P：20.50
季：駿 盈 蘇狄雄 P：86.50
殿：⑩神 聖 駒 柏 寶
連贏：④⑥108.50 位置Q：④⑥ 44.50 三重彩：④⑥ 3,207.00

④ 191.50 單 T：④⑥ 1,159.00
⑥ 335.50 四連環：④⑥⑩ 984.00

時間 ： 1.10.06
冠軍勝亞軍 ： 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⑥超光越影 黎海榮 W：46.50 P：21.00
亞：志氣高昂 杜利萊 P：134.00
季：⑦幸 運 來 李寶利 P：29.00
殿：②高耀之寶 吳嘉晉
連贏：⑥1,686.00 位置Q：⑥ 467.50 三重彩：⑥⑦ 21,515.00

⑥⑦ 116.00 單 T：⑥⑦ 4,420.00
⑦ 836.00 四連環：②⑥⑦ 11,460.00

時間 ： 1.22.82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⑥小 宇 宙 勞愛德 W：26.00 P：12.00
亞：開心陶寶 馬偉昌 P：47.00
季：⑩好 心 思 潘 頓 P：20.00
殿：魅 力 多 郭 能
連贏：⑥261.50 位置Q：⑥ 79.50 三重彩：⑥⑩ 2,869.00

⑥⑩ 37.50 單 T：⑥⑩ 533.00
⑩ 177.50 四連環：⑥⑩ 2,967.00

時間 ： 1.09.29
冠軍勝亞軍 ： 2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3/4馬位

冠：②自 由 好 柏 寶 W：66.00 P：23.00
亞：較 量 梁家俊 P：118.50
季：⑩沙 貝 利 高雅志 P：23.50
殿：⑥人人興旺 潘 頓
連贏：②1,712.50 位置Q：② 425.00 三重彩：②⑩ 17,390.00

②⑩ 80.50 單 T：②⑩ 3,053.00
⑩ 450.50 四連環：②⑥⑩ 3,149.00

時間 ： 1.47.43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①陽明飛飛 韋 達 W：47.00 P：16.50
亞：同個世界 柏 寶 P：54.50
季：②甜 橙 馬偉昌 P：15.50
殿：③續領風騷 杜利萊
連贏：①395.00 位置Q：① 139.50 三重彩：①② 2,921.00

①② 37.50 單 T：①② 474.00
② 120.50 四連環：①②③ 1,198.00

時間 ： 2.04.41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⑨名 采 杜利萊 W：276.50 P：68.50
亞：⑦百事神駒 郭 能 P：34.50
季：③精算縱橫 韋 達 P：20.50
殿：⑧晨 采 黎海榮
連贏：⑦⑨1,512.50 位置Q：⑦⑨ 401.50 三重彩：⑨⑦③ 21,216.00

③⑨ 253.50 單 T：③⑦⑨ 2,899.00
③⑦ 138.50 四連環：③⑦⑧⑨ 24,924.00

時間 ： 1.36.22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⑦先鞭直前 蘇狄雄 W：78.50 P：24.00
亞：④花月佳期 郭 能 P：12.00
季：⑧幸運雄威 李寶利 P：22.00
殿：⑥恩 格 斯 韋紀力
連贏：④⑦110.00 位置Q：④⑦ 45.50 三重彩：⑦④⑧ 1,491.00

⑦⑧ 65.50 單 T：④⑦⑧ 182.00
④⑧ 41.00 四連環：④⑥⑦⑧ 739.00

時間 ： 1.09.38
冠軍勝亞軍 ： 3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