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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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結果

跑馬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賽事，重頭戲是第
九場的馬拉華度賽馬會挑戰杯，結果由潘頓策騎
的 「恩格斯」後上掄元，潘頓並最終以四十二分
榮膺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第一場 第五班 一〇〇〇米
入直路後不久， 「好玩神駒」在 「盈驥」後

面受困而未能望空後向內移入避開該駒後蹄。接
近終點時， 「好玩神駒」一度收慢避開 「盈驥」
後蹄，當時 「盈驥」向內斜跑。 「共創良機」大
部分途程上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在直路上墮
退。

第二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在直路早段， 「四貝勒」將頭轉側，並不願

移至 「明威」後蹄外側。跑過一百五十米處時，
「綻放美麗」向外移出避開 「極霸戰道」後蹄，

當時 「極霸戰道」正在墮退。在直路上， 「駟馬
難追」在催策下將頭轉側並內閃。

川河名駒沙田較合
第三場 第四班 一八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川河名駒」的表現時，鄭雨滇

說，他需沿途一路催策坐騎以保持位置。他說，
趨近千一米處時他積極催策 「川河名駒」以推進
，從而避免被帶出更外疊，然而， 「川河名駒」
未能改善位置上前，因而被移離內欄的 「精嘜」
帶至第三疊的位置競跑。他說，他持續一路催策
「川河名駒」以改善位置，過了八百米處後坐騎

在沒有遮擋下競跑。他說，在餘下途程上他一路
猛烈催策 「川河名駒」，但 「川河名駒」對他的
催策毫無反應，令人失望。他又說，儘管 「川河
名駒」以往曾在跑馬地的賽事中取得第四名，但
他告知馬主及練馬師，他認為 「川河名駒」在沙
田出賽或更合其發揮。

第四場 第五班 一六五〇米
接近一百米處時， 「領航精神」在 「不老精

英」與 「香港發」之間無路可上時收慢。其後
「領航精神」移至 「香港發」外側以望空。 「光

芒四射」最後一百五十米未能望空，因而未能全
力施為。在末段， 「的確好靚」靠近 「桂花飄香
」後蹄處於窘境， 「的確好靚」因而未能如常地
被力策至終點。

第五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時，賴維銘說，他獲指示在早段將

「翡翠明星」在馬群後面切入，以確保他能取得
遮擋。練馬師姚本輝說，今季 「翡翠明星」兩次
出賽時的表現均令人十分失望。他說， 「翡翠明

星」是賽自第十檔起步，他指示騎師賴維銘將
「翡翠明星」在馬群後面切入以獲取遮擋，希望

在此情況下 「翡翠明星」在末段能以勁勢衝刺。
他說，他希望 「翡翠明星」或能居大約中間位置
或中間稍後位置競跑，但鑑於賽事的形勢， 「翡
翠明星」需居較打算為後的位置競跑。他說，他
滿意 「翡翠明星」是賽在末段衝刺時的走勢，他
打算日後讓 「翡翠明星」回師沙田出賽，並視乎
賽事的形勢以決定是否以比過往較為留後的方式
策騎該駒。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六五〇米
起步後不久， 「超級精神」向外斜跑並觸碰

「化工之昇」後軀後失去平衡。儘管早段被一路
猛烈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但 「軍花」未能加速
，首次趨近終點時在馬群後面切入。跑過千六米
處時， 「白鹿勁」向內斜跑，碰撞 「新力多」。
過了六百米處後， 「新力多」靠近 「錢程萬里」
後蹄處於窘境，當時 「錢程萬里」開始墮退。其
後接近五百米處時， 「新力多」收慢避開 「魅力
心」後蹄時與 「錢程萬里」互相觸碰後失去平衡
，當時 「魅力心」向外斜跑。趨近及跑過二百米
處時， 「超級精神」在 「日日發」與 「定做」之
間的窄位競跑，當時 「定做」向外斜跑。

韋達被小組譴責
第七場 第三班 一六五〇米
首次趨近終點時， 「傳奇快車」一度在 「富

逸」內側受擠迫，當時 「富逸」在被 「安甲」略
為帶向內跑後將頭轉側及向內移入避開該駒。一
段短途程後， 「傳奇快車」再次在 「富逸」內側
受擠迫，當時 「富逸」被 「安甲」（韋達）帶向
內跑。小組譴責韋達，並告誡他日後須更為小心
。 「安甲」於接近千三米處試圖向內移入至 「富
逸」後面有遮擋的位置時靠近該駒後蹄處於窘境
。過了六百米處後轉彎時， 「傳奇快車」在 「安
甲」內側緊迫競跑，當時 「安甲」將頭轉側及略
為向內斜跑。 「好好機會」沿途在外疊競跑，沒
有遮擋，在直路上墮退。韋達賽後報告， 「安甲
」在閘後需重新綁上鼻帶時十分煩躁不安。他說
，儘管 「安甲」沿途在第三
疊競跑，但能在 「好好機會
」後面獲取遮擋，然而，坐
騎在直路上對他的催策毫無
反應。他又說，儘管 「安甲
」在賽事中走外疊，但他認
為該駒是賽的表現，純粹是
歸咎該駒於閘前煩躁不安這
一項因素。

第八場 第三班 一二
〇〇米

過了二百米處後， 「勁
卒過河」在 「仔仔女女」
（鄭雨滇）內側緊迫競跑，
當時 「仔仔女女」向內斜跑
。小組告誡鄭雨滇在類似情
況下必須小心。被查詢時，
湯智傑（ 「添歡笑」）說，
他獲指示盡可能將坐騎置於
領放馬外側競跑。他說，按
照指示他在早段猛烈催策坐
騎以佔取前列位置，首次轉
彎時居 「旺綵」及 「仔仔女
女」外側的第三疊位置。他
說， 「添歡笑」首次轉彎時
走勢笨拙，進入對面直路時
顯而易見，倘若 「旺綵」繼
續固守其位置的話，他必須
消耗 「添歡笑」很多氣力才

能超越 「旺綵」。他說，因此他嘗試收慢 「添歡
笑」，以圖向內移入至 「旺綵」後面。他說，然
而，此時 「添歡笑」跑來搶口，沒有如他所願般
留後，因此他持續催策坐騎上前，希望 「旺綵」
或會收慢並讓 「添歡笑」過頭。他說，然而，
「旺綵」持續固守 「添歡笑」內側的位置， 「添

歡笑」因而需在沒有遮擋下走第三疊。他又說，
入直路時， 「添歡笑」向內斜跑，在 「旺綵」外
側處於窘境，其後墮退。小組告誡湯智傑，他的
解釋會被載入報告，然而，他應盡可能盡力避免
坐騎多走腳程。

第九場 馬拉華度賽馬會挑戰杯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八心之鑽」出閘緩慢。接近一百米處時，
「八心之鑽」收慢避開 「多益善」（霍勵賢）後

蹄，當時 「多益善」在尚未充分帶離時向內斜跑
。小組譴責霍勵賢，並告誡他日後須確保盡力阻
止坐騎斜跑。同樣在接近一百米處時， 「大家勝
利」在 「名馬」內側未能望空時移至該駒外側。

兩駒氣管內很多血
第十場 第二班 一二〇〇米
「易搏贏」、 「文武維揚」及 「讚賞」自外

檔出閘後不久均在馬群後面切入。起步後不久，
「銀桂飄香」收慢避開 「跑寶貝跑」後蹄，當時
「跑寶貝跑」將頭轉側並向外斜跑。接近千一米

處時， 「跑寶貝跑」與 「尊勝福星」互相碰撞。
接近六百米處時， 「大把在手」靠近 「跑寶貝跑
」後蹄處於窘境後向外斜跑，與 「皇帝法令」互
相觸碰。跟隨 「大把在手」的 「光輝出擊」因而
收慢。入直路後不久， 「大把在手」移至 「跑寶
貝跑」內側以望空。跑過二百米處時， 「紅旗勇
將」向內斜跑，挨擦 「鐵胆龍」。同樣在過了二
百米處後， 「美猴王」佔取 「皇帝法令」與 「尊
勝福星」之間的窄位時在該兩駒之間緊迫競跑。
賽後獸醫應練馬師伍碧權的要求替 「皇帝法令」
進行內窺鏡檢查，獸醫說，是次檢查顯示該駒的
氣管內有很多血。賽後獸醫檢查 「尊勝福星」，
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恩格斯恩格斯捧馬拉華度賽馬會杯捧馬拉華度賽馬會杯

(第一口)
②雄姿儷影搭⑩勝在分秒 464.00
安慰獎
②雄姿儷影搭①金 紫 荊 52.00
(第二口)
⑩勝在分秒搭⑦莫 己 若 455.00
安慰獎
⑩勝在分秒搭③財 源 來 113.00
(第三口)
⑦莫 己 若搭③香 港 發 363.00
安慰獎
⑦莫 己 若搭⑨桂花飄香 36.00
(第四口)
③香 港 發搭①真誠真意 165.00
安慰獎
③香 港 發搭⑨團隊精神 69.50
(第五口)
①真誠真意搭⑥好 旺 財 394.00

安慰獎
①真誠真意搭①魅 力 心 34.00
(第六口)
⑥好 旺 財搭⑤魅 力 星 698.00
安慰獎
⑥好 旺 財搭③心中有程 513.50
(第七口)
⑤魅 力 星搭仔仔女女 668.00
安慰獎
⑤魅 力 星搭③勁卒過河 47.00
(第八口)
仔仔女女搭②恩 格 斯 633.50
安慰獎
仔仔女女搭⑥善 寳 76.00
(第九口)
②恩 格 斯搭②紅旗勇將 181.50
安慰獎
②恩 格 斯搭①鐵 胆 龍 42.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③財 源 來⑤精 嘜⑦莫 己 若
第四場①京城精英③香 港 發⑨桂花飄香
派彩：10,720.00 (220.9注中)
投注額：3,158,032.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①魅 力 心②雪山神駒⑥好 旺 財
第七場③心中有程⑤魅 力 星⑩利 駿
派彩：234,828.00 (7.9注中)
投注額：2,474,164.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②恩 格 斯⑥善 寳⑩名 馬
第十場①鐵 胆 龍②紅旗勇將易 搏 贏
派彩：36,033.00 (72注中)
投注額：3,460,286.00
(三T)
第四場①京城精英③香 港 發⑨桂花飄香
第五場①真誠真意⑦軒轅勇將⑨團隊精神
第六場①魅 力 心②雪山神駒⑥好 旺 財
正獎：286,047.00 (6.5注中)
第四場①京城精英③香 港 發⑨桂花飄香
第五場①真誠真意⑦軒轅勇將⑨團隊精神

安慰獎：544.00 (605.4注中)
投注額：3,255,797.00
(三寶)
第八場 仔仔女女
第九場 ②恩 格 斯
第十場 ②紅旗勇將
正獎：3,167.00 (815.1注中)
安慰獎：②①598.00 (761.5注中)
投注額：4,049,514.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①真誠真意⑨團隊精神
第六場 ⑥好 旺 財①魅 力 心
第七場 ⑤魅 力 星③心中有程
第八場 仔仔女女③勁卒過河
第九場 ②恩 格 斯⑥善 寳
第十場 ②紅旗勇將①鐵 胆 龍
普通獎：1,771.00 (1117.1注中)
六寶獎：270,927.00 (7.3注中)
投注額：5,274,962.00
(騎師王)
潘 頓 最後賠率：1.75倍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昨日跑馬地賽馬總投注額
十億八千二百二十萬零一千八百

九十九元。
入場人數：跑馬地馬場，會員席

六一三三人，公眾席八九三七人，合
共一五○七○人。

雙邊投注：沙田馬場，四八
○五人。總入場人數：一九八

七五人。

投注額十億八千多萬投注額十億八千多萬

▲何良（右）憑 「莫己若」 及 「魅力星」 起孖▲練馬師約翰摩亞（右）昨派遣三駒出戰，在精兵制下，包辦尾口孖
寶兼又嘗捧杯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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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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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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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賽馬結果及派彩跑馬地賽馬結果及派彩

英國冠軍錦標賽馬日結果及派彩英國冠軍錦標賽馬日結果及派彩

S1
-4

冠：馬 力 佳 史賓沙 W：62.00 P：18.50
亞：洞察先機 李 尊 P：89.00
季：光輝前景 祈 力 P：47.50
殿：皇室貴賓 祁義理
連贏：1,213.50 位置Q：402.50 三重彩： 23,017.00

182.50 單 T： 6,077.00
823.50 四連環： 16,747.00

時間：1.15.99

冠：瑰麗藍寶 施慕齡 W：30.00 P：13.50
亞：思樂之星 范義龍 P：19.50
季：雨中熱舞 莫 狄 P：24.00
殿：美麗天空 布宜學
連贏：121.50 位置Q： 40.50 三重彩： 1,425.00

 56.50 單 T： 300.00
121.00 四連環： 187.00

時間：2.37.32

冠：盡 歡 騰 岳本賢 W：16.00 P：10.50
亞：都市風光 杜俊誠 P：18.50
季：魔幻女郎 布宜學 P：20.00
殿：嘉登行宮 莫 雅
連贏：48.00 位置Q：20.00 三重彩： 172.00
時間：1.42.33 23.00 單 T： 57.00

50.50 四連環： 57.00
第一口孖T：第五場搭第六場3,353.00

S1
-6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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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7

冠：范 高 爾 祁義理 W：11.50 P：11.00
亞：天鷹翺翔 柏兆雷 P：16.50
季：天賜寶駒 布宜學
殿：百事多利 戴圖理
連贏：18.00 三重彩： 38.00
時間：2.10.22 單 T： 16.00

四連環： 18.00
三寶正獎：//66.00 安慰獎：//65.00

冠：②雄姿儷影 何澤堯 W：72.50 P：22.50
亞：③足球快綫 潘 頓 P：26.50
季：⑨盈 驥 蘇狄雄 P：24.00
殿：⑤時時有機 吳嘉晉
連贏：②③275.00 位置Q：②③ 89.50 三重彩：②③⑨ 3,442.00

②⑨ 102.00 單 T：②③⑨ 541.00
③⑨ 81.00 四連環：②③⑤⑨ 969.00

時間 ： 0.57.40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2 1/4馬位

冠：⑩勝在分秒 吳嘉晉 W：86.50 P：21.50
亞：①金 紫 荊 韋 達 P：16.00
季：③駟馬難追 安國倫 P：19.50
殿：一言既出 蘇狄雄
連贏：①⑩122.50 位置Q：①⑩ 46.50 三重彩：⑩①③ 941.00

③⑩ 54.00 單 T：①③⑩ 136.00
①③ 41.00 四連環：①③⑩ 129.00

時間 ： 0.56.99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⑦莫 己 若 蘇狄雄 W：57.00 P：19.00
亞：③財 源 來 馬偉昌 P：25.00
季：⑤精 嘜 安國倫 P：28.50
殿：②百威將領 霍勵賢
連贏：③⑦241.50 位置Q：③⑦ 78.50 三重彩：⑦③⑤ 2,672.00

⑤⑦ 81.50 單 T：③⑤⑦ 532.00
③⑤ 109.50 四連環：②③⑤⑦ 3,936.00

時間 ： 1.50.88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③香 港 發 馬偉昌 W：63.00 P：21.00
亞：⑨桂花飄香 安國倫 P：18.00
季：①京城精英 韋 達 P：14.50
殿：②的確好靚 潘 頓
連贏：③⑨101.00 位置Q：③⑨ 49.50 三重彩：③⑨① 1,024.00

①③ 46.50 單 T：①③⑨ 147.00
①⑨ 41.50 四連環：①②③⑨ 267.00

時間 ： 1.41.03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①真誠真意 霍勵賢 W：29.50 P：15.50
亞：⑨團隊精神 潘 頓 P：15.50
季：⑦軒轅勇將 吳嘉晉 P：31.00
殿：②日月暉華 梁家俊
連贏：①⑨100.50 位置Q：①⑨ 36.00 三重彩：①⑨⑦ 830.00

①⑦ 69.50 單 T：①⑦⑨ 258.00
⑦⑨ 85.50 四連環：①②⑦⑨ 507.00

時間 ： 1.10.38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⑥好 旺 財 蔡明紹 W：128.00 P：35.00
亞：①魅 力 心 安國倫 P：24.50
季：②雪山神駒 韋 達 P：39.50
殿：④超級精神 巫斯義
連贏：①⑥313.50 位置Q：①⑥ 133.00 三重彩：⑥①② 9,757.00

②⑥ 296.00 單 T：①②⑥ 1,477.00
①② 152.50 四連環：①②④⑥ 1,239.00

時間 ： 1.40.54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1 3/4馬位

冠：⑤魅 力 星 潘 頓 W：74.00 P：21.50
亞：③心中有程 吳嘉晉 P：45.50
季：⑩利 駿 馬偉昌 P：19.50
殿：①全能足球 賴維銘
連贏：③⑤828.00 位置Q：③⑤ 221.50 三重彩：⑤③⑩ 6,520.00

⑤⑩ 58.50 單 T：③⑤⑩ 1,287.00
③⑩ 191.00 四連環：①③⑤⑩ 1,038.00

時間 ： 1.39.23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仔仔女女 鄭雨滇 W：87.50 P：22.50
亞：③勁卒過河 韋 達 P：16.00
季：快人一步 何澤堯 P：124.50
殿：⑧亮 亮 的 賴維銘
連贏：③121.50 位置Q：③ 45.00 三重彩：③ 9,054.00

 477.00 單 T：③ 1,587.00
③ 255.50 四連環：③⑧ 6,405.00

時間 ： 1.10.26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②恩 格 斯 潘 頓 W：61.50 P：23.00
亞：⑥善 寳 韋 達 P：18.00
季：⑩名 馬 吳嘉晉 P：18.00
殿：⑦多 益 善 霍勵賢
連贏：②⑥155.50 位置Q：②⑥ 61.50 三重彩：②⑥⑩ 1,467.00

②⑩ 65.00 單 T：②⑥⑩ 227.00
⑥⑩ 47.00 四連環：②⑥⑦⑩ 1,309.00

時間 ： 0.57.22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②紅旗勇將 韋 達 W：38.50 P：15.50
亞：①鐵 胆 龍 潘 頓 P：16.50
季：易 搏 贏 梁家俊 P：90.50
殿：⑧光輝出擊 賴維銘
連贏：①②60.50 位置Q：①② 28.00 三重彩：②① 4,012.00

② 331.50 單 T：①② 1,015.00
① 374.00 四連環：①②⑧ 4,476.00

時間 ： 1.09.60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鼻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