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口)
劍 追 風搭七星樂園 718.50
安慰獎
劍 追 風搭鴻福星威 246.00
(第二口)
七星樂園搭至 上 535.50
安慰獎
七星樂園搭卓越成就 294.50
(第三口)
至 上搭東方遊戲 638.50
安慰獎
至 上搭恒運財星 383.00
(第四口)
東方遊戲搭瀟灑王子 341.00
安慰獎
東方遊戲搭濰 坊 84.00
(第五口)
瀟灑王子搭魄力之城 652.50

安慰獎
瀟灑王子搭財寶天王 37.50
(第六口)
魄力之城搭大富之星 1,239.50
安慰獎
魄力之城搭寶樹友盈 74.00
(第七口)
大富之星搭陽 光 626.50
安慰獎
大富之星搭再領風騷 265.50
(第八口)
陽 光搭勝利鑽石 369.50
安慰獎
陽 光搭大 腦 81.50
(第九口)
勝利鑽石搭零 用 錢 191.00
安慰獎
勝利鑽石搭再 勝 多 92.00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七草四泥賽事，公司騎師
李寶利憑着 「尚駿心」打開來港後的勝利之門，
之後並勝出 「美的人生」而起孖； 「尚駿心」的
練馬師胡森除憑「兄弟齊心」而同樣起孖之外，另
取一亞兩季戰績，騎練於復活節賽日雙雙發威。

至於是日兩項杯賽， 「豹顯神駒」捧走西洋
會挑戰杯， 「飛闖」則奪得獅威啤酒挑戰杯。騎
師王由韋達以四十二分榮膺。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賽事部分競賽報告：
第一場 新馬賽 一〇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川河快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韋達說，坐騎在賽事的前半程走勢良好。然而
，於四百米處前已需受催策以保持在 「崇山寶」
外側的位置。他說，其後他一路催策 「川河快駒
」，但坐騎全程對他的催策毫無反應，在末段嚴
重轉弱。他說，賽後 「川河快駒」看來情況良好
，並沒有發出任何異常呼吸聲。他又說，他曾為
「川河快駒」賽前的大部分試閘中主策，他認為
「川河快駒」在這些試閘中的表現良好，按該駒

在這些試閘中的走勢而論，預期該駒在是賽中將
可在前列過終點。 「川河快駒」的練馬師蔡約翰
說，該駒於是賽表現令人失望後，他打算讓該駒
休賽。賽後獸醫檢查 「川河快駒」，並無發現任
何明顯異常之處。賽後獸醫報告， 「崇山寶」失
去左後蹄的蹄鐵， 「彩利」右後膝關節內側有一
處割傷。

新三刀王氣管多血
第二場 第五班 一二〇〇米
「新三刀王」出閘十分笨拙，導致其騎師杜

利萊大力觸碰右邊閘門。在此宗事件中，杜利萊
在起步後一段短途程上右腳脫出腳踏， 「新三刀
王」因而在馬群後列競跑。賽後，杜利萊接受馬
會醫生檢查，醫生認為他適宜履行餘下的策騎聘
約。賽後獸醫檢查 「新三刀王」，內窺鏡檢查顯
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賴維銘被罰二千元
第三場 第五班 一六〇〇米
千四米處， 「良辰美景」在 「八佰匹」（杜

利萊）內側一度受擠迫時收慢， 「八佰匹」繼而
向外移出以紓緩對 「良辰美景」的緊迫。居 「良
辰美景」內側的 「馬運來」因而受擠迫。小組告
誡杜利萊，須確保日後在已充分帶離他駒之下才
可轉換跑線。賴維銘（ 「天鷹」）在舉鞭時將手

臂抬高於肩部水平，因而被罰款二千元。被查詢
有關 「大衛金剛」令人失望的表現時，梁家俊說
， 「大衛金剛」是賽縮程角逐千六米，坐騎沿途
脫口，賽事步速較該駒上仗勝出時為快。他說，
鑑於坐騎的走勢，過了九百米處後他未能把 「恒
運財星」帶向至內欄的位置， 「大衛金剛」因而
在第三疊競跑，沒有遮擋。他說， 「大衛金剛」
跑過七百米處時已需受催策，但坐騎全程對他的
催策毫無反應。他又說， 「大衛金剛」在直路上
顯著墮退。他說， 「大衛金剛」賽後返回解鞍處
時看來情況良好。賽後獸醫檢查 「大衛金剛」，
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賽後獸醫應練馬師
苗禮德的要求替 「善風」進行內窺鏡檢查，獸醫
表示是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韋達被罰停賽兩日
第四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前往全天候跑道途中踏進草地跑道時， 「佑

贏」的左前腳一度擱在跑道欄杆閘門上。抵達起
步點後， 「佑贏」接受獸醫檢查，獸醫認為該駒
適宜出賽。韋達（ 「千軍萬馬」）承認一項不小
心策騎〔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
末段，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寶貝」時向內斜
跑，導致該駒勒避及失去應有的跑線，並相應被
帶向內跑壓向 「生豪」， 「生豪」因而受擠迫。
小組判罰韋達停賽（兩個香港賽馬日）直至四月
十九日星期四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即時
執行。此外，韋達被罰款四萬元，以代替停賽多
一個賽馬日。

第五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過了四百米處後， 「日日中」收慢避開 「尚

駿心」（李寶利）後蹄，當時 「尚駿心」向外斜
跑。小組嚴厲譴責李寶利，並告誡他須確保日後
給予其他馬匹充分的競賽空間。趨近二百米處時
， 「吾誰與歸」在 「必勝熊」與 「綻放美麗」之
間受擠迫時勒避，當時 「綻放美麗」起初自己向
外斜跑避開 「好利佳」（見習騎師蘇狄雄）後繼
而被 「好利佳」帶向外跑。小組告誡見習騎師蘇
狄雄，儘管在與 「綻放美麗」互相觸碰之前他已
收起馬鞭並試圖修正 「好利佳」，但在類似情況
下他須努力阻止坐騎斜跑及避免對他駒構成干擾
。小組提醒跑第八名 「六六駿駒」的騎師賴維銘
，在情況許可下他有責任至少手足並用力策坐騎
至終點。賽後獸醫報告， 「日日中」失去右後蹄
的蹄鐵， 「神采商人」失去右前蹄的蹄鐵。賽後
獸醫檢查 「荃城歡欣」，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
氣管內有很多膿痰。

第六場 西洋會挑戰杯 第四班 一八〇〇
米

接近二百米處時， 「勝利福星」靠近 「更捷
勝」後蹄處於窘境，當時 「更捷勝」向外斜跑。
「勝利福星」其後未能望空，過了一百米處後移

入馬群內側以望空。 「更捷勝」沿途在外疊競跑
，沒有遮擋。賽後韋達報告，轉直路彎時 「雅趣
」步幅顯著收窄，在直路早段迅速墮退。他說，
他認為 「雅趣」展步並不順暢。賽後獸醫檢查
「雅趣」，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賽後獸

醫報告， 「更捷勝」失去右前蹄的蹄鐵。
第七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安國倫說，轉直路彎時他將 「綠

豆爽」自 「多利皇」後面向外移出，在此階段之
前他一直跟隨 「多利皇」競跑。他說，當他這樣
做時，他注意到居 「多利皇」外側位置的 「小林
夜雨」正在墮退，因此，他將 「綠豆爽」移回裡
面，居 「多利皇」後面的位置競跑。他說，進入
直路後不久 「綠豆爽」開始走勢強勁，他需將坐

騎向內移入以避開 「多利皇」後蹄。他說，當他
這樣做時， 「綠豆爽」持續走勢強勁，在 「多利
皇」後蹄內側推進，他需在跑了一段距離後方能
自 「多利皇」後面移出至該駒外側。他又說，儘
管 「小林夜雨」向外斜跑，令到在該駒與 「多利
皇」之間出現空位，但此時 「綠豆爽」已推進至
「多利皇」內側，因此，他未能立即佔取此空位

。他說，儘管如此， 「綠豆爽」於趨近三百米處
望空後加速良佳，於最後五十米卻未能再增速，
「美的人生」因而能進一步拋離 「綠豆爽」過終

點。
第八場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萬醒駒」出閘笨拙。 「吉祥」起步時向內

斜跑，導致 「光宗耀祖」受阻礙。起步後不久，
「光宗耀祖」在 「吉祥」與 「亮亮的」之間的窄

位競跑，當時 「亮亮的」碰撞 「名馬」後向外斜
跑。過了七百米處後， 「幸運紀錄」在 「名馬」
後蹄外側處於窘境。賽後獸醫報告， 「活力至寶
」失去右前蹄的蹄鐵， 「高山威龍」則失去左前
蹄的蹄鐵。賽後獸醫檢查 「名馬」，內窺鏡檢查
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第九場 第三班 一八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福到威威」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柏寶說，坐騎在大約中間位置走勢強勁。他說
，趨近六百米處時他開始將 「福到威威」自 「高
友勁」後面向外移出。然而， 「福到威威」隨即
已需受催策。他說，此時他需開始一路猛烈催策
「福到威威」以保持在 「高友勁」後面的位置，

但儘管他作出催策， 「福到威威」卻毫無反應，
並開始墮退。他又說，進入直路時他轉用右手握
鞭，以觀察能否有助 「福到威威」在末段以勁勢
衝刺。然而， 「福到威威」動作顯著收窄，最後
三百米轉弱。他說，儘管他未能發現 「福到威威
」有任何即時疼痛，但對他而言坐騎動作欠順。

楊明綸被小組提醒
第十場 獅威啤酒挑戰杯 第二班 一二〇

〇米
「聖迪達」出閘十分笨拙、昂首，並撞到其

騎師李寶利的頭部。賽後，李寶利接受馬會醫生
檢查，醫生認為他適宜履行餘下的策騎聘約。
「財運」出閘笨拙，向內斜跑並碰撞 「中國動力

」。儘管小組認為跑第五名的楊明綸（ 「銘記心
頭」）在末段的騎法並未影響該駒的最終名次，
但仍提醒他只要情況許可，他有責任至少手足並
用力策坐騎至終點。賽後獸醫應練馬師沈集成的
要求替 「多益善」進行內窺鏡檢查，檢查顯示該
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同樣在賽後，獸醫報告
「超群如意」及 「聖迪達」均失去右前蹄的蹄

鐵。

堅旺財終點前斜跑
第十一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神州八號」在閘廂內十分煩躁不安，數度

將頭低俯，出閘緩慢。 「奄尖大少」挨倚閘廂內
側，出閘笨拙。 「堅旺財」與 「喜來仙子」自外
檔起步後不久均在馬群後面切入。接近千一米處
時， 「按一按」開始跑來搶口，靠近 「龍城動力
」後蹄處於窘境。同樣於接近千一米處時， 「堅
旺財」在難以穩定走勢之際昂首，並向外移出避
開 「千江映月」後蹄。趨近一千米處時， 「奄尖
大少」靠近 「火熱動感」後蹄處於窘境。過了四
百米處後， 「火熱動感」被 「勝利之星」帶向外
跑。接近終點時， 「堅旺財」急促向內斜跑，導
致其騎師薛寶力需停止催策及試圖修正坐騎。
「龍城動力」沿途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李寶利胡森胡森復活復活

(第一口)
⑥崇 山 寶搭⑦兄弟齊心 148.50
安慰獎
⑥崇 山 寶搭⑤英雄得勝 43.00
(第二口)
⑦兄弟齊心搭⑥歡樂寶寶 739.00
安慰獎
⑦兄弟齊心搭⑨無敵駿駒 26.00
(第三口)
⑥歡樂寶寶搭⑤千軍萬馬 493.50
安慰獎
⑥歡樂寶寶搭①齊 歌 唱 171.00
(第四口)
⑤千軍萬馬搭尚 駿 心 516.00
安慰獎
⑤千軍萬馬搭②日 日 中 36.00
(第五口)
尚 駿 心搭豹顯神駒 1,417.00
安慰獎
尚 駿 心搭④軍 士 879.50

(第六口)
豹顯神駒搭美的人生 5,207.00
安慰獎
豹顯神駒搭⑤綠 豆 爽 71.50
(第七口)
美的人生搭萬 醒 駒 2,247.00
安慰獎
美的人生搭④牛精巨星 640.00
(第八口)
萬 醒 駒搭④精算縱橫 260.00
安慰獎
萬 醒 駒搭⑩國中之星 287.00
(第九口)
④精算縱橫搭①飛 闖 371.50
安慰獎
④精算縱橫搭⑤獵豹小子 201.00
(第十口)
①飛 闖搭⑧競技英雄 530.50
安慰獎
①飛 闖搭⑤育成王子 24.50

(第一口孖T)
第四場①齊 歌 唱②榮進蜜運⑤千軍萬馬
第五場②日 日 中⑤神采商人尚 駿 心
派彩：50,886.00 (41.5注中)
投注額：2,820,888.00
(第二口孖T)
第七場⑤綠 豆 爽桂花飄香美的人生
第八場④牛精巨星⑩幸運紀錄萬 醒 駒
派彩：284,635.00 (6.1注中)
投注額：2,316,581.00
(第三口孖T)
第十場①飛 闖②帝豪駿駒⑤獵豹小子
第十一場④堅 旺 財⑤育成王子⑧競技英雄
派彩：9,195.00 (275.7注中)
投注額：3,380,355.00
(三T)
第五場②日 日 中⑤神采商人尚 駿 心
第六場④軍 士⑨勁威小子豹顯神駒
第七場⑤綠 豆 爽桂花飄香美的人生
正獎：無人中
第五場②日 日 中⑤神采商人尚 駿 心
第六場④軍 士⑨勁威小子豹顯神駒

安慰獎：287,201.00 (1.4注中)
投注額：3,971,174.00
(三寶)
第九場 ④精算縱橫
第十場 ①飛 闖
第十一場 ⑧競技英雄
正獎：4,238.00 (578.3注中)
安慰獎：④①⑤168.00 (2575.1注中)
投注額：3,845,163.00
(六環彩)
第六場 豹顯神駒④軍 士
第七場 美的人生⑤綠 豆 爽
第八場 萬 醒 駒④牛精巨星
第九場 ④精算縱橫⑩國中之星
第十場 ①飛 闖⑤獵豹小子
第十一場 ⑧競技英雄⑤育成王子
普通獎：23,501.00 (124.2注中)
六寶獎：無人中
投注額：7,786,883.00
(騎師王)
韋 達 最後賠率：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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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九千六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二

十二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七

二九九人，公眾席一三五六○人，合
共二○八五九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七
八五人。總入場人數：二四六

四四人。

投注額十億九千萬投注額十億九千萬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星期二

結果結果
A20賽馬責任編輯：薛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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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人生」 （左）在李寶利胯下爆大冷開齋
冠：⑥崇 山 寶 薛寶力 W：33.50 P：13.50
亞：①奪目商人 鄭雨滇 P：23.00
季：④赤 膽 普萊西
殿：⑤川河快駒 韋 達
連贏：①⑥84.50 三重彩： 443.00

單 T： 128.00
四連環： 16.00

時間 ： 0.56.56
冠軍勝亞軍 ： 7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4 3/4馬位

冠：⑦兄弟齊心 韋 達 W：58.00 P：24.50
亞：⑤英雄得勝 鄭雨滇 P：33.50
季：②厲 行 星 柏 寶 P：18.00
殿：齊 鼓 掌 梁家俊
連贏：⑤⑦293.50 位置Q：⑤⑦ 94.50 三重彩：⑦⑤② 3,415.00

②⑦ 71.00 單 T：②⑤⑦ 583.00
②⑤ 130.00 四連環：②⑤⑦ 962.00

時間 ： 1.10.23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⑥歡樂寶寶 吳嘉晉 W：139.00 P：40.50
亞：⑨無敵駿駒 勞愛德 P：12.50
季：⑦善 風 李寶利 P：33.50
殿：金 滿 貫 蘇狄雄
連贏：⑥⑨192.50 位置Q：⑥⑨ 77.50 三重彩：⑥⑨⑦ 5,765.00

⑥⑦ 250.00 單 T：⑥⑦⑨ 733.00
⑦⑨ 61.50 四連環：⑥⑦⑨ 1,911.00

時間 ： 1.35.47
冠軍勝亞軍 ： 5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⑤千軍萬馬 韋 達 W：26.50 P：13.50
亞：①齊 歌 唱 柏 寶 P：20.00
季：②榮進蜜運 安國倫 P：62.00
殿：雄姿儷影 郭立基
連贏：①⑤95.50 位置Q：①⑤ 45.00 三重彩：⑤①② 2,288.00

②⑤ 127.50 單 T：①②⑤ 706.00
①② 252.00 四連環：①②⑤ 709.00

時間 ： 1.10.58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尚 駿 心 李寶利 W：146.00 P：38.50
亞：②日 日 中 勞愛德 P：20.50
季：⑤神采商人 鄭雨滇 P：15.00
殿：⑩必 勝 熊 安國倫
連贏：②558.50 位置Q：② 143.00 三重彩：②⑤ 3,652.00

⑤ 70.50 單 T：②⑤ 378.00
②⑤ 43.50 四連環：②⑤⑩ 688.00

時間 ： 0.57.35
冠軍勝亞軍 ： 2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豹顯神駒 鄭雨滇 W：114.50 P：39.00
亞：④軍 士 王志偉 P：95.50
季：⑨勁威小子 李寶利 P：41.00
殿：⑦電訊至尊 黎海榮
連贏：④2,558.50 位置Q：④ 645.00 三重彩：④⑨ 62,838.00

⑨ 228.00 單 T：④⑨ 6,851.00
④⑨ 588.00 四連環：④⑦⑨ 12,919.00

時間 ： 1.48.73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美的人生 李寶利 W：367.50 P：69.50
亞：⑤綠 豆 爽 安國倫 P：16.50
季：桂花飄香 鄭雨滇 P：38.00
殿：⑥黃金褭蹄 王志偉
連贏：⑤737.00 位置Q：⑤ 195.00 三重彩：⑤ 26,470.00
退出：世界波  509.00 單 T：⑤ 2,457.00

⑤ 82.50 四連環：⑤⑥ 6,343.00
時間 ： 1.22.88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3/4馬位

冠：萬 醒 駒 杜利萊 W：33.00 P：15.50
亞：④牛精巨星 郭立基 P：36.50
季：⑩幸運紀錄 薛寶力 P：40.00
殿：②禮尚往來 楊明綸
連贏：④259.50 位置Q：④ 79.50 三重彩：④⑩ 2,524.00

⑩ 89.50 單 T：④⑩ 633.00
④⑩ 213.50 四連環：②④⑩ 688.00

時間 ： 0.56.19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④精算縱橫 韋 達 W：68.00 P：25.00
亞：⑩國中之星 郭立基 P：154.00
季：⑧非 常 好 李寶利 P：26.00
殿：⑨金獅猛將 薛寶力
連贏：④⑩2,120.00 位置Q：④⑩ 610.00 三重彩：④⑩⑧ 27,410.00

④⑧ 102.00 單 T：④⑧⑩ 4,036.00
⑧⑩ 560.50 四連環：④⑧⑨⑩ 18,798.00

時間 ： 1.48.71
冠軍勝亞軍 ： 1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①飛 闖 柏 寶 W：58.50 P：21.00
亞：⑤獵豹小子 鄭雨滇 P：37.00
季：②帝豪駿駒 薛寶力 P：14.00
殿：⑦光輝出擊 杜利萊
連贏：①⑤416.50 位置Q：①⑤ 124.50 三重彩：①⑤② 2,377.00

①② 44.50 單 T：①②⑤ 366.00
②⑤ 78.00 四連環：①②⑤⑦ 320.00

時間 ： 1.09.25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⑧競技英雄 杜利萊 W：59.00 P：18.00
亞：⑤育成王子 韋 達 P：11.00
季：④堅 旺 財 薛寶力 P：41.00
殿：⑦齊 哈 哈 楊明綸
連贏：⑤⑧47.50 位置Q：⑤⑧ 27.00 三重彩：⑧⑤④ 1,356.00

④⑧ 138.00 單 T：④⑤⑧ 237.00
④⑤ 57.00 四連環：④⑤⑦⑧ 546.00

時間 ： 1.22.57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胡森昨派遣八駒上陣，結果取得兩冠一亞兩季佳績，季內頭馬數字
增至八場，暫居練馬師龍虎榜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