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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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草地賽事，重頭戲是
第八場的其士杯，結果由何澤堯策騎的 「蓬萊仙
子」及蘇狄雄策騎的 「如願以償」同告率先衝線
而平頭奪冠。

蔡約翰則持續強勢，再度取得三場頭馬，近
五戰合共勝出十一場，於練馬師榜續領群雄。同
樣大演 「帽子戲法」的韋達，最終以四十二分榮
膺騎師王。

至於在日本舉行的國際一級賽日本杯，三歲
雌馬 「貴婦人」力壓日本馬王 「黃金巨匠」奪標
，季軍是 「統治地位」。另外，馬會聘約騎師潘
頓代表香港在東京競馬場出戰世界超級騎師大賽
，於四關賽事中兩度掄元，整個系列合共取得五
十二分，在十五位參賽騎師當中得分最高，成為
今屆賽事冠軍。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韋達被小組譴責
第一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跑過五百米處時， 「翡翠寶寶」收慢避開

「叻先生」後蹄，當時 「叻先生」被 「十二門徒
」（韋達）挨擦後將頭轉側，並且向外斜跑避開
該駒。小組譴責韋達，並告誡他，儘管此宗事件
由 「叻先生」引起，但他在佔取 「叻先生」與
「萬事盛」之間的窄位時曾壓向 「叻先生」。被

查詢時，薛寶力說， 「合駿騰飛」在早段傾向外
閃，但過了六百米處後開始嚴重外閃。他說，其
後他嘗試一路催策坐騎，但坐騎持續嚴重外閃，
鑑於坐騎的走勢，他在最後四百米全程未能力策
坐騎。小組告知練馬師文家良及 「合駿騰飛」馬
主活龍團體的代表，考慮到該駒以往曾在陣上斜
閃而被小組着令須在轉彎途程上試閘及格後才可
再次出賽，小組需要考慮該駒是否適合繼續在港
出賽。小組接納活龍團體代表的申請，可與賽馬
團體全部成員商討後才就此事作最終決定。賽後
獸醫檢查 「合駿騰飛」，發現該駒左後蹄球節外
側有幾處表面擦傷。

風力威猛流鼻血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四〇〇米
「動力網絡」在馬匹亮相圈被發現右邊鼻孔

有血，因而退出賽事。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並
非流鼻血馬匹。接近一千米處時， 「大將軍」及
「風莫停」均在 「四貝勒」內側受擠迫，當時
「四貝勒」向內移入避開 「駿威煌」（霍勵賢）

後蹄， 「駿威煌」則在尚未帶離時向內移入。小
組嚴厲譴責霍勵賢，並告誡他日後轉移跑線時必

須確保已充分帶離。賽後獸醫檢查 「風力威猛」
，發現該駒流鼻血。

第三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時，蔡明紹說， 「喜蓮芳芬」上仗在

早段被一路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後，在末段未能
以勁勢衝刺，因此是賽他獲指示盡量將坐騎置於
大約中間有遮擋的位置競跑。他說，首次轉彎時
坐騎在 「好易搵」外側的第三疊競跑，因此他進
一步收慢 「喜蓮芳芬」以在該駒後面取得遮擋。
他說，此舉導致 「喜蓮芳芬」居於較預期稍後的
位置。練馬師告東尼證實， 「喜蓮芳芬」上仗被
一路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他對該駒末段的走勢
感到失望。他說，是賽該駒排在第九檔出閘，他
不想重蹈覆轍，因而指示騎師蔡明紹將 「喜蓮芳
芬」置於大約中間有遮擋的位置競跑，希望該駒
的衝刺會較上仗強勁。

第四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接近三百米處時， 「紅褲仔」一度收慢避開

「翡翠明星」（薛寶力）後蹄，當時 「翡翠明星
」在催策下向內斜跑。小組告誡薛寶力，在類似
情況下必須更加小心。

富國強駒氣管多血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比你高」入閘後以後足豎立，繼而坐下，

導致騎師黎海榮被拋下。 「比你高」被牽出閘廂
由獸醫檢查，獸醫認為該駒適宜出賽。在直路上
， 「比你高」將頭轉側及內閃。 「確威星」及
「綠茵飛」沿途均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賽後

獸醫應練馬師沈集成的要求替 「比你高」進行內
窺鏡檢查。獸醫說，是項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
有很多膿痰。同樣在賽後，馬偉昌報告 「富國強
駒」在收停時數度咳嗽。賽後獸醫檢查 「富國強
駒」，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同樣在賽後，獸醫報告 「確威星」失去左後蹄的
蹄鐵。

皇帝諭令煩躁不安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六〇〇米
「皇帝諭令」入閘後煩躁不安。過了四百米

處後， 「精嘜」收慢避開 「蜚聲國際」後蹄，當
時 「蜚聲國際」在 「日日發」後面受困而未能望
空後向外移出。接近三百米處時， 「皇帝諭令」
一度在 「名人」與 「高耀之寶」之間的窄位競跑
，當時 「高耀之寶」向外斜跑。趨近二百米處時
， 「超光越影」急促向內斜跑避開 「創新高」及
「感恩」的後蹄以望空。返回解鞍處後， 「我的

」倒下。
第七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王志偉說，由於他獲指示讓 「大

蘋果」帶頭，他在早段一路催策坐騎以帶離內側
的馬匹。他說，他在毋須過度催策 「大蘋果」下
就能帶頭，但坐騎於過了一千米處取得領先後，
隨即開始搶口，不肯穩定走勢。他說，他嘗試留
住坐騎，但儘管他已作出努力，但 「大蘋果」繼
續搶口，不肯放鬆來跑。他又說，他會向 「大蘋
果」的練馬師徐雨石建議考
慮更改該駒的配備，以圖令
牠較是賽更能穩定走勢。

第八場 其士杯 第一
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締造美麗
」的表現時，蔡明紹說，他
獲指示盡可能佔取領放馬匹
後面的前列位置。他說，儘
管在早段被一路催策，但
「締造美麗」未能展現前速

，其後全程走勢欠順。他說

，他認為 「締造美麗」是日的表現令人十分失望
。被查詢有關 「如願以償」末段的騎法時，蘇狄
雄說，他在直路猛烈催策坐騎，在末段他停止對
坐騎用鞭，並以手足並用的方式推策坐騎，令坐
騎在最後數步傾盡全力衝線。他說，他過去曾數
度使用這方法策騎而勝出，他認為在叮噹馬頭的
情況下，這有助坐騎俯首衝線。他說，觀看賽事
影片後，他相信儘管他已持續力策坐騎至終點，
但他使用這策騎方法的技巧仍有待改進。小組告
誡蘇狄雄，儘管小組認為他在末段的騎法未有違
反賽事規例第一○○（二）條，但是仍告誡他必
須確保以令人無可置疑的方式力策坐騎。賽後獸
醫檢查 「超群名駒」，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
管內有很多血。

樂有贏被蹄鐵擊中
第九場 第三班 一六〇〇米
接近千四米處時， 「樂有贏」被一隻鬆脫的

蹄鐵擊中。趨近千一米處時， 「樂有贏」在外疊
競跑，沒有遮擋。過了一千米處後， 「博愛福星
」靠近 「樂馳」後蹄處於窘境時昂首，當時 「樂
馳」在搶口及靠近 「喜勝多」後蹄競跑時向外斜
跑。 「博愛福星」在直路早段難以望空。接近三
百五十米處時， 「喜勝多」在 「奪金」與 「樂有
贏」之間無路可上之際向外移出以望空，當時
「樂有贏」被 「薄荷糖」帶向外跑。賽後獸醫報

告， 「龍騰虎震」失去左後蹄的蹄鐵， 「豐華盛
甲」失去右後蹄的蹄鐵。

第十場 第二班 一四〇〇米
起步後不久， 「佳同」及 「幸運全勝」均在

「育成王子」與 「加州活力」（梁家俊）之間受
擠迫， 「佳同」因而受阻礙， 「幸運全勝」則需
勒避，當時 「育成王子」被 「貝利高」帶向外跑
， 「加州活力」則在一路催策下向內斜跑。小組
譴責梁家俊，並告誡他必須確保盡全力阻止坐騎
斜跑。趨近及跑過一千米處時， 「佳同」難以穩
定走勢，並在一段途程上需勒避 「錶之寶」後蹄
。其後過了八百米處後， 「佳同」勒避 「幸運全
勝」後蹄時昂首。跟隨其後的 「鴻福滿滿」因而
受阻礙。過了八百米處後， 「綠色快駒」勒避
「正白旗」後蹄。同樣在過了八百米處後， 「育

成王子」靠近 「貝利高」後蹄處於窘境時向外移
出避開該駒後蹄。居於 「育成王子」外側競跑的
「勁友福」被帶出更外疊。 「勁友福」其後在外

疊競跑，沒有遮擋。 「鴻福滿滿」嚴重受困而未
能望空直至接近二百五十米處。 「綠色快駒」未
能望空直至過了二百米處。被查詢有關 「貝利高
」令人失望的表現時，蘇狄雄說，坐騎走勢暢順
直至四百米處，此時他需催策坐騎。他說， 「貝
利高」對其催策毫無反應，他認為坐騎的表現令
人失望，尤其是考慮到坐騎是賽前一直表現穩健
。賽後獸醫檢查 「貝利高」，並無發現任何明顯
異常之處。賽後獸醫報告， 「幸運全勝」失去右
前蹄的蹄鐵。賽後獸醫檢查 「加州活力」，內窺
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膿痰，並失去右
後蹄的蹄鐵。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蓬萊仙子蓬萊仙子如願以償如願以償平分其士杯平分其士杯

(第一口)
⑦十二門徒搭⑧大 將 軍 141.50
安慰獎
⑦十二門徒搭快 快 贏 153.50
(第二口)
⑧大 將 軍搭⑧太陽好好 109.50
安慰獎
⑧大 將 軍搭⑥戰 士 80.50
(第三口)
⑧太陽好好搭①紅衣神仙 72.50
安慰獎
⑧太陽好好搭⑨心中有勁 99.00
(第四口)
①紅衣神仙搭喜寶龍威 269.50
安慰獎
①紅衣神仙搭自成一格 49.50
(第五口)
喜寶龍威搭⑦日 日 發 635.50
安慰獎

喜寶龍威搭①超光越影 168.50
(第六口)
⑦日 日 發搭②歡樂時光 201.50
安慰獎
⑦日 日 發搭⑧甜 蝦 王 813.50
(第七口)
②歡樂時光搭⑥如願以償 51.00
安慰獎
②歡樂時光搭⑧蓬萊仙子 444.50
(第八口)
⑥如願以償搭①蒜 頭 仔 73.00
⑧蓬萊仙子搭①蒜 頭 仔 392.00
安慰獎
⑥如願以償搭博愛福星 92.00
⑧蓬萊仙子搭博愛福星 734.50
(第九口)
①蒜 頭 仔搭⑨正 白 旗 664.50
安慰獎
①蒜 頭 仔搭⑤綽力之城 12.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⑥戰 士⑦馬主明星⑧太陽好好
第四場①紅衣神仙⑦各適其適⑨心中有勁
派彩：7,235.00 (352.8注中)
投注額：3,403,603.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①超光越影②精彩生輝⑦日 日 發
第七場②歡樂時光④好 心 思⑧甜 蝦 王
派彩：303,962.00 (6.5注中)
投注額：2,634,341.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①蒜 頭 仔博愛福星喜 勝 多
第十場⑤綽力之城⑥閃爍武士⑨正 白 旗
派彩：54,623.00 (54.2注中)
投注額：3,948,379.00
(三T)
第四場①紅衣神仙⑦各適其適⑨心中有勁
第五場④神奇飛龍喜寶龍威自成一格
第六場①超光越影②精彩生輝⑦日 日 發
正獎：無人中
第四場①紅衣神仙⑦各適其適⑨心中有勁
第五場④神奇飛龍喜寶龍威自成一格
安慰獎：4,620.00 (64.9注中)
投注額：2,964,185.00

(三寶)
第八場 ⑥如願以償
第九場 ①蒜 頭 仔
第十場 ⑨正 白 旗
正獎：2,386.00 (567.4注中)
安慰獎：①48.00 (5033.5注中)
第八場 逢萊仙子
第九場 ①蒜 頭 仔
第十場 正 白 旗
正獎：13,501.00 (100.2注中)
安慰獎：⑧①⑤359.00 (666.3注中)
投注額：4,252,014.00
(六環彩)
第五場 喜寶龍威自成一格
第六場 ⑦日 日 發①超光越影
第七場 ②歡樂時光⑧甜 蝦 王
第八場 ⑥如願以償⑧蓬萊仙子
第九場 ①蒜 頭 仔博愛福星
第十場 ⑨正 白 旗⑤綽力之城
普通獎：9,640.00 (237.8注中)
六寶獎： 148,693.00 (7.7注中)
六寶獎： 498,338.00 (2.3注中)
(騎師王)
韋 達 最後賠率：1.0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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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八千五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七十

六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六

九三九人，公眾席九七二四人，合共
一六六六三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
三七六人。總入場人數：二○

○三九人。

投注額十億八千萬投注額十億八千萬

▲香港賽馬會聘約騎師潘頓（中），昨在日本榮膺今屆世界超級
騎師大賽冠軍

▲ 「蓬萊仙子」 與 「如願以償」 在其士杯並頭奪冠，兩駒馬主一起於頒獎
禮上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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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貴 婦 人 岩田康誠 W：85.50 P：27.50
亞：黃金巨匠 池添謙一 P：12.00
季：統治地位 韋 紀 力 P：20.50
殿：夜 之 影 杜 滿 萊
連贏：126.50 位置Q： 51.50 三重彩： 1,700.00

126.50 單 T： 199.00
 47.00 四連環： 1,357.00

時間：2.23.10

冠：⑦十二門徒 韋 達 W：33.00 P：16.00
亞：③路 路 好 霍勵賢 P：16.00
季：尚 駿 心 李寶利 P：42.00
殿：②開心歡笑 安國倫
連贏：③⑦84.00 位置Q：③⑦ 36.50 三重彩：⑦③ 1,156.00

⑦ 116.00 單 T：③⑦ 284.00
③ 76.50 四連環：②③⑦ 262.00

時間 ： 0.57.04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⑧大 將 軍 安國倫 W：34.00 P：18.00
亞：快 快 贏 鄭雨滇 P：56.00
季：⑥勝利就手 柏 寶 P：15.50
殿：④駿 威 煌 霍勵賢
連贏：⑧423.00 位置Q：⑧ 148.00 三重彩：⑧⑥ 4,479.00
退出：動力網絡 ⑥⑧ 36.50 單 T：⑥⑧ 491.00

⑥ 150.50 四連環：④⑥⑧ 856.00
時間 ： 1.24.14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⑧太陽好好 柏 寶 W：19.00 P：10.10
亞：⑥戰 士 杜利萊 P：25.50
季：⑦馬主明星 安國倫 P：12.50
殿：連利福星 王志偉
連贏：⑥⑧142.00 位置Q：⑥⑧ 42.50 三重彩：⑧⑥⑦ 381.00

⑦⑧ 17.00 單 T：⑥⑦⑧ 67.00
⑥⑦ 47.00 四連環：⑥⑦⑧ 342.00

時間 ： 1.10.11
冠軍勝亞軍 ： 1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①紅衣神仙 韋 達 W：37.00 P：18.50
亞：⑨心中有勁 蘇狄雄 P：53.00
季：⑦各適其適 鄭雨滇 P：24.50
殿：⑧中國天使 吳嘉晉
連贏：①⑨336.00 位置Q：①⑨ 99.50 三重彩：①⑨⑦ 2,821.00

①⑦ 60.00 單 T：①⑦⑨ 842.00
⑦⑨ 191.00 四連環：①⑦⑧⑨ 1,227.00

時間 ： 1.10.47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鼻位

冠：喜寶龍威 梁家俊 W：80.50 P：24.50
亞：自成一格 韋 達 P：24.00
季：④神奇飛龍 薛寶力 P：20.50
殿：⑧好事必得 霍勵賢
連贏：277.00 位置Q： 87.00 三重彩：④ 2,533.00

④ 76.00 單 T：④ 482.00
④ 78.50 四連環：④⑧ 624.00

時間 ： 1.24.42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⑦日 日 發 何澤堯 W：77.50 P：27.00
亞：①超光越影 梁家俊 P：55.00
季：②精彩生輝 杜利萊 P：47.50
殿：蜚聲國際 霍勵賢
連贏：①⑦795.50 位置Q：①⑦ 294.00 三重彩：⑦①② 22,130.00

②⑦ 209.50 單 T：①②⑦ 6,323.00
①② 587.00 四連環：①②⑦ 5,183.00

時間 ： 1.37.34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②歡樂時光 韋 達 W：18.50 P： 12.50
亞：⑧甜 蝦 王 郭立基 P：134.50
季：④好 心 思 安國倫 P： 14.50
殿：大 蘋 果 王志偉
連贏：②⑧531.00 位置Q：②⑧ 189.50 三重彩：②⑧④ 2,471.00

②④ 23.50 單 T：②④⑧ 570.00
④⑧ 441.50 四連環：②④⑧ 11,514.00

時間 ： 1.23.06
冠軍勝亞軍 ： 1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⑥如願以償 蘇狄雄 W： 25.00 P： 18.00
冠：⑧蓬萊仙子 何澤堯 W：282.50 P：143.00
季：⑨綠 色 好 馬偉昌 P： 18.00
殿：④人人興旺 韋 達
連贏：⑥⑧1,166.00 位置Q：⑥⑧ 353.50 三重彩：⑥⑧⑨ 5,606.00

⑥⑨ 40.00 三重彩：⑧⑥⑨ 6,897.00
⑧⑨ 375.00 單 T：⑥⑧⑨ 1,506.00

四連環：④⑥⑧⑨ 1,713.00
時間 ： 1.22.09
平頭冠軍 冠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①蒜 頭 仔 安國倫 W：20.00 P：13.50
亞：博愛福星 鄭雨滇 P：28.50
季：喜 勝 多 霍勵賢 P：16.50
殿：樂 馳 梁家俊
連贏：①164.50 位置Q：① 84.00 三重彩：① 823.00

① 27.50 單 T：① 270.00
 124.50 四連環：① 511.00

時間 ： 1.36.94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⑨正 白 旗 呂卓賢 W：315.50 P：69.50
亞：⑤綽力之城 柏 寶 P：15.00
季：⑥閃爍武士 郭立基 P：32.00
殿：⑧綠色快駒 馬偉昌
連贏：⑤⑨445.50 位置Q：⑤⑨ 155.50 三重彩：⑨⑤⑥ 15,693.00

⑥⑨ 393.50 單 T：⑤⑥⑨ 1,700.00
⑤⑥ 75.00 四連環：⑤⑥⑧⑨ 1,313.00

時間 ： 1.22.94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