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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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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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①溫暖先鋒 柏 寶 W：88.00 P：32.00
亞：②長 勝 巫斯義 P：20.00
季：⑤厲 行 星 安國倫 P：31.00
殿：博 利 好 黎海榮
連贏：①②271.50 位置Q：①② 87.50 三重彩：①②⑤ 3,965.00

①⑤130.50 單 T：①②⑤ 616.00
②⑤ 86.50 四連環：①②⑤563.00

時間： 1.09.21
冠軍勝亞軍： 2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②恩 格 斯 柏 寶 W：57.00 P：20.00
亞：④名 駒 霍勵賢 P：29.00
季：③好 友 福 薛寶力 P：26.00
殿：①大把在手 呂卓賢
連贏：②④268.00 位置Q：②④106.00 三重彩：②④③ 4,212.00

②③ 69.50 單 T：②③④ 666.00
③④126.50 四連環：①②③④1,963.00

時間： 1.08.33
冠軍勝亞軍： 1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⑩銀 子 彈 何澤堯 W：57.50 P：21.00
亞：都靈一號 梁家俊 P：25.50
季：①獵豹小子 湯智傑 P：21.00
殿：⑥大將風雲 李寶利
連贏：⑩240.00 位置Q：⑩ 99.00 三重彩：⑩① 2,929.00

①⑩ 82.50 單 T：①⑩ 736.00
①100.50 四連環：①⑥⑩4,845.00

時間： 1.08.03
冠軍勝亞軍：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3/4馬位

冠：②神 童 杜利萊 W：96.00 P：29.50
亞：④飛 霹 靂 馬偉昌 P：25.00
季：雄姿儷影 何澤堯 P：36.50
殿：①鄉村活力 柏 寶
連贏：②④381.00 位置Q：②④113.00 三重彩：②④8,799.00

②170.50 單 T：②④1,349.00
④141.50 四連環：①②④901.00

時間： 1.08.98
冠軍勝亞軍：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④拼 勁 黎海榮 W：85.50 P： 21.00
亞：⑥四喜滿堂 潘 頓 P： 15.50
季：好 笑 容 吳嘉晉 P：157.50
殿：②勁 飛 馳 蘇狄雄
連贏：④⑥144.50 位置Q：④⑥ 50.00 三重彩：④⑥ 13,504.00

④639.00 單 T：④⑥ 2,928.00
⑥343.00 四連環：②④⑥5,264.00

時間： 1.09.08
冠軍勝亞軍：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寶 中 寶 蔡明紹 W：246.50 P：66.50
亞：⑤不老英雄 霍勵賢 P：63.50
季：⑥金獅猛將 潘 頓 P：33.50
殿：⑨黃金褭蹄 李寶利
連贏：⑤3,638.00 位置Q：⑤885.50 三重彩：⑤⑥ 54,186.00

⑥362.00 單 T：⑤⑥ 6,749.00
⑤⑥230.00 四連環：⑤⑥⑨17,513.00

時間： 1.47.82
冠軍勝亞軍： 3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頭位

冠：⑨快樂無窮 杜利萊 W：117.00 P：32.50
亞：無 敵 黎海榮 P：37.50
季：⑤綠 色 寶 何澤堯 P：15.50
殿：⑥金 湶 鄭雨滇
連贏：⑨747.50 位置Q：⑨174.50 三重彩：⑨⑤ 5,618.00

⑤⑨ 83.50 單 T：⑤⑨ 695.00
⑤ 73.50 四連環：⑤⑥⑨1,131.00

時間： 1.08.60
冠軍勝亞軍：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3/4馬位

冠：⑧香檳歲月 馬偉昌 W：55.50 P：17.50
亞：②非 常 好 薛寶力 P：29.50
季：⑥南陽望族 韋 達 P：120.00
殿：⑦先聲奪人 安國倫
連贏：②⑧380.50 位置Q：②⑧116.50 三重彩：⑧②⑥ 27,436.00

⑥⑧470.00 單 T：②⑥⑧ 4,648.00
②⑥730.50 四連環：②⑥⑦⑧8,834.00

時間： 1.47.86
冠軍勝亞軍： 3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④拼 勁⑥四喜滿堂好 笑 容
第四場⑤不老英雄⑥金獅猛將寶 中 寶
派 彩：2,739,216.00 (0.1注中)
投注額：3,652,288.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②非 常 好⑥南陽望族⑧香檳歲月
第七場①獵豹小子⑩銀 子 彈都靈一號
派 彩：527,822.00 (4.4注中)
投注額：3,110,631.00
(三T)
第四場⑤不老英雄⑥金獅猛將寶 中 寶
第五場⑤綠 色 寶⑨快樂無窮無 敵
第六場②非 常 好⑥南陽望族⑧香檳歲月
正 獎：無人中
第四場⑤不老英雄⑥金獅猛將寶 中 寶
第五場⑤綠 色 寶⑨快樂無窮無 敵
安慰獎：547,835.00 (1注中)
投注額：5,410,717.00

(三寶)
第六場 ⑧香檳歲月
第七場 ⑩銀 子 彈
第八場 ②恩 格 斯
正 獎：2,537.00 (950.2注中)
安慰獎：⑧⑩④531.00 (801.1注中)
投注額：3,781,614.00
(六環彩)
第三場 ④拼 勁⑥四喜滿堂
第四場 寶 中 寶⑤不老英雄
第五場 ⑨快樂無窮無 敵
第六場 ⑧香檳歲月②非 常 好
第七場 ⑩銀 子 彈都靈一號
第八場 ②恩 格 斯④名 駒
普通獎：154,367.00 (21.3注中)
六寶獎：5,572,180.00 (0.3注中)
投注額：8,781,366.00
(騎師王)
編號②柏寶 最後賠率：4.75倍

(第一口)
①溫暖先鋒搭②神 童 631.50
安慰獎
①溫暖先鋒搭④飛 霹 靂 147.50

(第二口)
②神 童搭④拼 勁 638.00
安慰獎
②神 童搭⑥四喜滿堂 55.00

(第三口)
④拼 勁搭寶 中 寶 2,289.50
安慰獎
④拼 勁搭⑤不老英雄 217.00

(第四口)
寶 中 寶搭⑨快樂無窮 3,227.50

安慰獎
寶 中 寶搭無 敵 616.00

(第五口)
⑨快樂無窮搭⑧香檳歲月 599.00
安慰獎
⑨快樂無窮搭②非 常 好 266.00

(第六口)
⑧香檳歲月搭⑩銀 子 彈 287.50
安慰獎
⑧香檳歲月搭都靈一號 94.50

(第七口)
⑩銀 子 彈搭②恩 格 斯 355.00
安慰獎
⑩銀 子 彈搭④名 駒 91.50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金秋神態活躍

練馬師鄭俊偉練馬師鄭俊偉中三元中三元

昨朝出試馬數目尚不
少，周日有賽程大約有二
十匹左右露面快跳，現擇

述如下。
「鐵胆龍」薛寶力與 「旺當家」黎海榮

同試兩段， 「鐵胆龍」一路領先，走來步勁
力雄，末段抗衡廄侶衝刺，狀態保持在爭拚
水準之上； 「旺當家」全程外檔走來快慢由
人，力度比上回增強，口勁收斂，狀態有全
面復甦感覺。 「包裝選擇」杜利萊與 「同個
世界」梁家俊同試兩段， 「包裝選擇」起步
一路跟住廄侶，二百米後上前挑戰，四蹄開
揚有暗勁，狀態保持勇健； 「同個世界」全
程拍住走，最後力度一般，馬身稍重，狀態
初起未足。

「一寶」梁家俊與 「超群名駒」副練同
試兩段， 「一寶」在外檔輕鬆完成，最後增
速超越廄侶，狀態保持在大勇境界； 「超群
名駒」緊韁下跑畢全程，最後力度能維持到
達，狀態感覺上仍佳。

「金秋」副練試三段，全程貼欄而馳，
跑過一仗之後，晨課走來伐開揚有力，神態
活躍，狀態比初出入位時有再進一步感覺。

「天久」助手試一段，沿中檔慢踱入直路，
走來步勁不弱，馬身收得不錯，但神色一般
，狀態有水準，卻未復贏馬時。 「名列前茅
」韋達試兩段，按韁在中外檔任馳，落腳較
初出時有勁，火旺力足，馬身扎實，狀態予
人大幅進步，值得跟進。

「魅力知己」助手一段，一路沿外檔慢
踱，全程順勢而馳，時間雖然不快，但落腳
急勁有勢頭，馬身壯碩，毛水油潤，狀態已
具爭拚水準。 「宇宙駿駒」巫斯義試兩段，
沿欄緊扣下完成，全程按韁未放，馬身扎實
，神色比上回活躍，保持在良佳水準。 「左
右逢源」霍勵賢試三段，貼欄走來步頭有暗
勁，灰馬仔本身型格不弱，感覺上已有火有
力，初出已有留意價值。

「喜蓮標緻」助手一段，沿中檔扣實下
跑畢全程，可能太慢關係，故此有多少搶口
現象，神態生猛，狀態一直在水準之上。
「龍得風雲」助手兩段，沿欄順勢加速，老

馬走來步勁不弱，馬身比上回飽滿，雙眼有
神，狀態有復甦感覺。 「很簡單」杜利萊試
草地兩段，中檔走來力度一般，過終點未幾
已收停，且有多少喘氣聲，狀態一般而已。

香港賽馬會昨天宣布，與寶
馬汽車（香港）有限公司達成為

期五年的合作協議，寶馬將成為香港一級賽 2013 年寶馬
香港打吡大賽的冠名贊助商。這項比賽定於 3 月 17 日
（星期日）舉行，總獎金高達1,600萬港元，是全球獎金
最高的打吡大賽事之一，較美國肯塔基打吡及賽馬發源地
英國葉森打吡的獎金更高。

圖為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右）及寶馬汽車（香港）有
限公司香港區董事總經理曾耀民主持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港打吡獲冠名

昨晚沙田馬場舉行八場泥地賽馬，練馬師鄭俊偉先後
贏出 「神童」、 「快樂無窮」和 「香檳歲月」三場頭馬。
騎師柏寶取兩場頭馬一場第四積二十四分膺騎師王。

昨晚沙田馬場賽馬總投注額九億四千三百七十萬一千
二百三十三元。

全球三大獎金賽馬日之一
今年，浪琴表香港盃（2000 米）的獎

金由二千萬增至二千二百萬港元；浪琴表
香港短途錦標（1200 米）及浪琴表香港瓶
（2400 米）的獎金俱由一千四百萬增至一
千 五 百 萬 港 元 ； 浪 琴 表 香 港 一 哩 錦 標
（1600 米）的獎金則為二千萬港元，是全
球獎金最高的一哩賽事之一。

在去年香港國際賽事中，香港賽駒在
四場國際一級賽連中三元， 「天久」、
「步步穩」及 「加州萬里」相繼勝出香港

短途錦標、香港一哩錦標以及香港盃。此
外， 「自由好」也在香港瓶跑獲亞軍。這
是主隊歷來取得的最佳成績，證明香港賽
馬水準不但早已居於世界頂級水平，而且
不斷進步。今年，主隊人馬必定全力以赴
，繼續爭取佳績。

本屆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合共收到267
匹賽駒報名，包括80匹一級賽冠軍，堪稱
星光熠熠，足證這項世界草地錦標大賽廣
受海外馬主及練馬師歡迎。

英法長氣袋覬覦浪琴表香港瓶
途程 2400 米的浪琴表香港瓶，向來是

歐洲佳駟的主打目標。事緣打從此項賽事
於 1994 年創辦以來，主隊只有 1998 年憑

「原居民」奪標，其餘17屆頭馬盡由客軍
包辦，此中英國隊贏過六次，而法國代表
則九度揚威。英法大軍長途威力的確非同
小可。

今年法國報名馬中，便有應屆凱旋門
大賽冠軍 「蘇林美亞」與上屆香港瓶得主
「多利得」等等。另一邊廂，英國人馬亦

虎視眈眈。例如 2011 年葉森橡樹賽兼冠軍
雌馬錦標得主 「雨中熱舞」便已準備就緒
，只待香港馬會的邀請函。

「雨中熱舞」去年11 月遠征日本，競
逐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紀念盃落敗，亦因肌
肉拉傷而其後休賽長達11個月，直至今年
10月20日才告復出，衛冕英國冠軍雌馬錦
標，雖然在老拍檔莫狄胯下只得季軍，負
於頭馬 「瑰麗藍寶」，但練馬師郗國思對
其該役表現大表讚賞。

「很高興見牠重拾水準。雖是久休復
出，但沿途奮戰，表現令我們很滿意。賽
後檢視過，牠一切正常，而且胃口大開。
香港瓶是下一個目標，而明年仍會繼續服
役。」郗國思說。

葉森橡樹賽得主揚威香港瓶早有先例
，2005 年 「占卜」便在范義龍胯下奪標。
能夠於英國經典大賽中脫穎而出當然實力
非凡， 「雨中熱舞」若然成行，絕對是本
屆浪琴表香港瓶爭標分子。

本屆澳洲墨爾本盃結果由柏寶策騎的
六歲馬 「翠月」奪標，然而據悉有多匹賽
駒受慢步速所累，未能展示真正實力，包
括英國名師古萬尼旗下兩駒 「神山」與
「和平訴求」，尤其是後者排在一檔起步

，大部分時間被困守內欄無法全力施為，
最終以第十名過終點，剛好取得 12 萬 5 千
澳元獎金。該駒馬主對於這個賽果甚為失
望，不過收拾心情後，已把目標指向浪琴
表香港瓶，並期望屆時會有正常步速，讓
愛駒能跑出漂亮一仗。

星日快馬垂涎
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

屢敗屢戰，鍥而不捨，可謂日本賽駒
在香港短途錦標的歷史寫照。由 2001 年起
，十年來日本合共派出十四駒競逐其中八
屆香港短途錦標，最佳成績只是去年 「真
機伶」跑第五，亦是首匹在此賽獲得獎金
的日本賽駒。今年 「真機伶」捲土重來，
有可能不再孤軍作戰，與廄侶 「龍王」攜
手征港。根據日本方面的消息，兩駒已定
於11月30日從日本飛來香港備戰。練馬師
安田隆行還透露，今次亦是 「真機伶」這
匹日本短途馬后的告別之戰，跑後隨即退
役，來年春季在日本配種。

King Kamehameha子嗣 「龍王」現年
4歲，可謂如日方中，出道至今十二戰全入
前三名，當中十一場以大熱門身份上陣，
備受日本馬迷擁戴。今年3月初次列陣一級
賽，競逐世界短途挑戰賽第二站高松宮紀
念賽，最終在內欄一度受困下追入第三名
。踏入秋季，此駒帥權落在日本冠軍騎師
岩田康誠手上，首先於人馬錦標中跑獲亞
軍，繼而在短途馬錦標力壓 「真機伶」，
首度揚威國際一級賽。

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年終壓軸馬壇盛事年終壓軸馬壇盛事
2012年香港國際賽事定於12月9日星期日在沙田舉

行。這個公認的世界草地錦標大賽日，今年首度獲浪琴表
冠名贊助，其中四項享負盛名的一級賽獎金總額達七千二
百萬港元，是全球三個獎金最豐富的賽馬日之一，吸引了
眾多頂級佳駟從世界各地前來參戰，進一步鞏固了這個大
賽日作為國際馬壇年終壓軸盛事之地位。

11月29日《浪琴表香港國
際賽事2012》有獎問答遊戲。

*參加者須年滿18歲

相信馬迷仍然記得，2010年，新加坡
馬王 「火箭人」征港，首先摘下二級賽馬
會短途錦標（平頭冠軍），繼而滿懷信心
進軍一級賽香港短途錦標，不料以短馬頭
位負於 「卡通飛機」，令星洲人馬揚威香
港國際賽事的好夢成空。

今年，新加坡馬壇的新星 「很簡單」
（見上圖），依照兩年前 「火箭人」的足
印，首先在 11 月 18 日出戰馬會短途錦標
，作為進軍12月9日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的踏跳板。此駒雖然也同時報爭香港一哩
錦標，但以香港短途錦標為第一選擇。

「很簡單」這匹由麥菲文訓練的四歲
良駒，從新西蘭轉往獅城服役之後，首十
二仗未嘗一敗，包括攻下新加坡堅尼
（1600米新加坡一級賽），直至上仗於10
月 7 日在克蘭芝一哩賽（新加坡一級賽）
中，始被打破在當地的不敗之身，但仍能
獲得亞軍。

密切留意

●浪琴表香港國
際賽事棒球帽
40 頂（零售
價每頂120元
）。

馬會贊助之獎品
（總值港幣29,200元）如下：

●浪琴表香港
國際賽事風
褸40件（零
售 價 每 件
420元）。

●浪琴表香港國
際賽事 Polo
恤 40件（零
售價每件190
元）。

「很簡單」 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 05002831 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2838 1171 2834 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