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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①精靈勇駿 韋 達 W：40.50 P：18.00
亞：⑦駟馬難追 薛寶力 P：32.00
季：韻出真愛 郭立基 P：18.00
殿：⑩勁 啲 啲 安國倫
連贏：①⑦231.50 位置Q：①⑦ 79.00 三重彩：①⑦ 2,667.00

① 66.00 單 T：①⑦ 604.00
⑦159.50 四連環：①⑦⑩1,570.00

時間： 0.58.00
冠軍勝亞軍： 1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④旅英駿駒 郭立基 W：71.50 P：19.00
亞：多 益 善 黎海榮 P：21.00
季：②紅衣叻叻 潘 頓 P：14.50
殿：⑧威威多星 何澤堯
連贏：④263.00 位置Q：④97.50 三重彩：④② 1,618.00

②④49.50 單 T：②④ 185.00
②32.00 四連環：②④⑧559.00

時間： 0.57.64
冠軍勝亞軍：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⑧真誠真意 潘 頓 W：19.50 P：11.50
亞：④駿 蹄 飛 安國倫 P：24.50
季：⑤強風駿馬 蔡明紹 P：18.00
殿：⑩亮 亮 的 黎海榮
連贏：④⑧130.50 位置Q：④⑧46.50 三重彩：⑧④⑤ 536.00

⑤⑧26.00 單 T：④⑤⑧ 115.00
④⑤64.50 四連環：④⑤⑧⑩618.00

時間： 1.10.98
冠軍勝亞軍： 1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①好 球 安國倫 W：71.50 P：21.00
亞：④喜 欣 賞 郭立基 P：19.50
季：③足智多謀 郭 能 P：27.00
殿：⑥印度光輝 韋 達
連贏：①④197.00 位置Q：①④66.00 三重彩：①④③ 1,654.00

①③94.00 單 T：①③④ 337.00
③④83.50 四連環：①③④⑥882.00

時間： 2.19.16
冠軍勝亞軍：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鼻位

冠：無敵駿駒 李寶利 W：83.50 P：25.50
亞：⑥橫 亨 梁家俊 P：43.00
季：②華 麗 堡 巫斯義 P：35.00
殿：⑨彩虹幻影 安國倫
連贏：⑥609.50 位置Q：⑥179.00 三重彩：⑥② 9,667.00

②101.00 單 T：②⑥ 1,554.00
②⑥288.50 四連環：②⑥⑨4,088.00

時間： 1.53.21
冠軍勝亞軍：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銳不可擋 李寶利 W：84.50 P：24.50
亞：④紅衣精靈 潘 頓 P：36.50
季：③日月暉華 梁家俊 P：52.00
殿：⑦軒轅勇將 吳嘉晉
連贏：④410.00 位置Q：④138.00 三重彩：④③ 10,130.00

③153.00 單 T：③④ 891.00
③④316.50 四連環：③④⑦3,528.00

時間： 1.10.77
冠軍勝亞軍：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⑤歡欣滿載 馬偉昌 W：83.00 P：25.50
亞：①安 賞 韋 達 P：15.00
季：⑥旅遊名牌 潘 頓 P：20.50
殿：②帝豪名駒 巫斯義
連贏：①⑤126.50 位置Q：①⑤45.50 三重彩：⑤①⑥1,689.00

⑤⑥99.50 單 T：①⑤⑥ 257.00
①⑥51.50 四連環：①②⑤⑥594.00

時間： 1.50.36
冠軍勝亞軍： 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⑩捉 金 鄭雨滇 W：32.50 P：15.00
亞：①錢 照 贏 蘇狄雄 P：15.00
季：⑦四 季 星 韋 達 P：13.50
殿：④振興中華 薛寶力
連贏：①⑩97.00 位置Q：①⑩35.00 三重彩：⑩①⑦ 636.00

⑦⑩26.00 單 T：①⑦⑩ 61.00
①⑦28.50 四連環：①④⑦⑩497.00

時間： 0.57.74
冠軍勝亞軍：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②華 麗 堡⑥橫 亨無敵駿駒
第四場③日月暉華④紅衣精靈銳不可擋
派 彩：346,420.00 (7.1注中)
投注額：3,279,438.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①錢 照 贏⑦四 季 星⑩捉 金
第七場④駿 蹄 飛⑤強風駿馬⑧真誠真意
派 彩：1,271.00 (2195.5注中)
投注額：3,721,671.00
(三T)
第四場③日月暉華④紅衣精靈銳不可擋
第五場①安 賞⑤歡欣滿載⑥旅遊名牌
第六場①錢 照 贏⑦四 季 星⑩捉 金
正 獎：558,069.00 (13.5注中)
第四場③日月暉華④紅衣精靈銳不可擋
第五場①安 賞⑤歡欣滿載⑥旅遊名牌
安慰獎：7,602.00 (92.8注中)
投注額：6,967,316.00

(三寶)
第六場 ⑩捉 金
第七場 ⑧真誠真意
第八場 ④旅英駿駒
正 獎：796.00 (3025.9注中)
安慰獎：⑩⑧111.00 (3840.3注中)
投注額：3,779,995.00
(六環彩)
第三場 無敵駿駒⑥橫 亨
第四場 銳不可擋④紅衣精靈
第五場 ⑤歡欣滿載①安 賞
第六場 ⑩捉 金①錢 照 贏
第七場 ⑧真誠真意④駿 蹄 飛
第八場 ④旅英駿駒多 益 善
普通獎：7,009.00 (291.4注中)
六寶獎：888,114.00 (2.3注中)
投注額：5,446,906.00
(騎師王)
編號②潘頓 最後賠率：6倍

(第一口)
①精靈勇駿搭①好 球 255.50
安慰獎
①精靈勇駿搭④喜 欣 賞 50.00

(第二口)
①好 球搭無敵駿駒 555.00
安慰獎
①好 球搭⑥橫 亨 193.50

(第三口)
無敵駿駒搭銳不可擋 515.00
安慰獎
無敵駿駒搭④紅衣精靈 285.50

(第四口)
銳不可擋搭⑤歡欣滿載 455.50

安慰獎
銳不可擋搭①安 賞 47.00

(第五口)
⑤歡欣滿載搭⑩捉 金 264.00
安慰獎
⑤歡欣滿載搭①錢 照 贏 57.50

(第六口)
⑩捉 金搭⑧真誠真意 67.00
安慰獎
⑩捉 金搭④駿 蹄 飛 75.00

(第七口)
⑧真誠真意搭④旅英駿駒 237.50
安慰獎
⑧真誠真意搭多 益 善 30.00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銀子彈落腳急勁

潘頓潘頓奪標兼膺騎師王奪標兼膺騎師王

昨朝出試馬數
目尚不少，周日有
程馬大約有廿多匹
快跳，現擇述如下。

「金笸籮」蔡
明紹與 「帝聖神駒

」助手同試泥閘， 「金笸籮」內檔一路
佔先，步勁比前增強不少，末段一直抗
衡廄侶過終點，狀態有進； 「帝聖神駒
」在外檔拍住走，馬身尚肥多少，狀態
起而未足。 「豐衣足食」呂卓賢與 「進
取」助手同試三段， 「豐衣足食」沿途
外檔拍住走，馬身一直見靚，狀態企穩
在作戰水準之上； 「進取」全程在內檔
拍住走，火氣旺盛，過步有勁，狀態一
直保持上佳水準。

「有盈有利」副練與 「非常好」助
手同試三段， 「有盈有利」在前頭佔先
個多馬位，最後增速力拒廄侶，予人有
明顯進步感覺； 「非常好」緊韁下跑畢
全程，最後落後些小過終點，狀態比上
回稍進。

「經典皇牌」助手試三段，全程受

到約束而馳，貼欄走來步伐開揚有力，
神色活躍，狀態一直企穩在贏馬水準之
中。 「愛寶駒」助手試一段，沿中外檔
慢踱入直路，落腳輕馬身飽滿，但火氣
與贏馬時有些小距離，狀態非最佳時。
「銀子彈」助手試兩段，一路沿中檔順

勢而馳，時間雖不快，落腳急勁有勢，
馬身壯碩，狀態水準更勝上回贏馬時。
「大把世界」郭能試三段，沿欄緊扣完

成，馬身已收得鐵一般實，神色相當活
躍，但狀態始終未回復贏馬時水準。

「帶利來」馬偉昌兩段，中檔走來
步頭有暗勁，本身型格不弱，但馬身仍
稍重多少，初出看來只宜作觀望。 「齊
歌唱」蘇狄雄試一段，沿中外檔扣實下
慢慢轉入直路，速度不快，最後一程稍
稍加速，感覺上有水準而未足。 「新標
誌」助手試三段，沿欄順勢而馳，走來
步勁力雄，馬身飽滿，雙眼有神，狀態
更勝上回初出入位時。 「寶中寶」助手
試三段，貼欄走來步勁勝前，馬身扎實
，神色比上回更活躍，贏過一場之後有
大幅進步。

雨中熱舞爭香港瓶
由郗國思訓練的 「雨中熱舞」，將於 12 月 9 日角逐浪琴表香

港瓶。預料這匹前領型雌馬屆時會施展其看家本領，憑快放戰術在
這項2400米一級賽中爭勝。郗國思早有計劃讓 「雨中熱舞」出爭
香港瓶，並且對旗下這匹佳駟充滿信心。

「雨中熱舞」的情況與2005年香港瓶盟主 「占卜」甚為相似
。 「占卜」於2004年攻下一級賽葉森橡樹大賽，因而奠定英國最
佳三歲雌馬的地位，翌年進軍香港瓶時以漂亮姿態掄元。 「雨中熱
舞」同樣於去年三歲時奪得葉森橡樹大賽冠軍，然後於今年遠征香
港。不過，兩駒不同之處是， 「占卜」通常留後競逐，待末段展開
強勁衝刺，而 「雨中熱舞」則以沿途領放的跑法克敵。

「雨中熱舞」於 2011 年 6 月問鼎葉森橡樹大賽（2400 米），
在莫狄胯下甫出閘即上前帶頭。當時大多數觀眾及同場騎師都預期
牠會後勁不繼，不料牠竟能直領到底，爆出21倍冷門。

莫狄曾於2000年主策 「大利多」摘下香港瓶。郗國思於確定
「雨中熱舞」今仗再次夥拍莫狄後表示： 「今年的香港瓶看來會是

一場競爭激烈的硬仗，比去年更甚。不過，只要 『雨中熱舞』發揮
正常，定必有力一爭。這匹雌馬勁力十足、鬥心極強，而且今年只
跑過一仗，所以依然充滿競賽意欲。」

郗國思表示： 「『雨中熱舞』成績超卓，是我廄一匹很特別的
雌馬。」

昨晚快活谷舉行八場草地賽馬，潘頓騎 「真誠真意」跑第一，
奪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並以一冠一亞兩季，積二十六分，膺騎師
王。鄭雨滇則策騎 「捉金」勝出，捧滙豐百周年紀念碗。騎師李寶
利勝出兩場頭馬，開齋兼起孖。

總投注額九億零五百七十一萬四千零三十六元。

當日上演的四項一級賽，今年總獎金
增至七千二百萬港元。來自四大洲的二十
多匹一級賽盟主，以及其他頂級良駒，屆
時會在這四項錦標賽中進行激烈角逐。

香港賽馬會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利達賢
表示： 「今年由浪琴表贊助的香港國際賽
事，不但繼續吸引到世界各地的精英賽駒
來港競逐，而且亦與往年一樣獲得各地賽
馬同業先進鼎力支持，在在彰顯這項盛事
作為世界草地錦標大賽的崇高地位。這項
年內香港最盛大的體育競賽，毫無疑問會
繼續成為國際馬壇的年度壓軸盛會。」

「天鷹翺翔」出戰浪琴表香港盃
總獎金高達2200萬港元的浪琴表香港

盃，是12月9日香港國際賽事的重頭戲，
陣中佳駟如雲。現時全球國際評分最高
（130 分）的現役賽駒 「天鷹翺翔」，將
第四度來港參賽，此匹由鮑歌蓮訓練的法
國馬，現時雖然已經六歲，但愈跑愈進
步。

「天鷹翺翔」之前三度來港，2009年
跑香港瓶（2400米）得第五負於頭馬 「大
利來」，隨後在 2010 年及 2011 年兩戰香
港盃（2000米），結果俱未能殺入三甲。
有謂此駒不擅沙田馬場偏快的場地，這點
或許亦有可能，但觀乎其上季於此賽一直
未能望空也能走入一席第五只負兩個馬位
，假如當時有位上前的話，則縱使不勝也
肯定可以跑得接近許多。

今年此駒至今只跑過六仗，比上年同
期的十場少得多，體力應當更足，況且近
六戰非冠即亞，可說大熟大勇。此類當銳
高質良駒，且已對場地相當熟悉，斬將搴
旗又有何難。

英雄莫問出處，由史迪芬訓練的 「波
普甜酒」出身草根，原被用作趕牛群的工
具，亦曾在沿岸小鎮維託港附近的馬球賽
中客串上陣。2008年的墨爾本盃日， 「波
普甜酒」在萬富圍一項處女班賽事中初出
即勝，其後愈戰愈勇，晉身為澳洲一線中
長途賽駒，2009年更曾以大熱門姿態出戰
墨爾本盃，最後跑得第六名。雖然年屆 8
歲，惟此駒戰鬥力有增無減，於今個墨爾
本春季賽期中表現出色，先後於考菲爾德
錦標及考菲爾德盃拚入亞軍，繼而於2000
米麥堅倫錦標擊退覺士盾得主 「海洋公園

」。
雖然預計香港此行對手強勁，但鑒於

「波普甜酒」正值狀態大勇，史迪芬與馬
主商量後決定前來一試，出戰浪琴表香港
盃。他認為沙田馬場長直路甚合此駒發
揮。

為捧浪琴表香港瓶
「朦朧美態」不惜補錢報名
2400米浪琴表香港瓶一直被視為英法

大戰，今屆兩國入選馬合共多達 11 匹，
如無意外應可控制大局。論名氣，新近當
選為歐洲最佳三歲雌馬的 「朦朧美態」自
是最受注目，其練馬師高仕登在今個英國
馬季大豐收，而 「朦朧美態」更為練者勇
奪光榮古活賽期的蘭秀錦標，且亦在葉森
橡樹、約克郡橡樹及育馬者盃雌馬大賽等
高水準一級賽上名。憑着這些出色表現，
足以令牠當選為今年歐洲三歲馬后。為了
出戰今屆香港瓶，幕後在最後階段付出15
萬港元，為 「朦朧美態」補增報名加入戰
陣，單是鬥志這一層已經值得秤先。

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
「海娉婷」要為澳洲省招牌

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日本大軍以
「真機伶」及 「龍王」雙龍出海，然而講

到此賽往績，還是產自澳洲的賽駒首屈一
指。最近冒起甚速的澳洲4歲雌馬 「海娉
婷」，亦將目標放在這項世界短途挑戰賽
終站。

「海娉婷」今年已摘下三項一級賽，
雖然剛剛於柏天勒育馬場經典賽失手，屈
居於 「鬥志旺」蹄下得亞軍，不過其練馬
師奧詩對於此駒表現已感滿意。他說：
「當日我們原先計劃跟在快馬 『緩衝之計

』之後，但該駒起步後卻選擇走向看台一
方，令我駒頓時失去遮擋而被迫沿途望空
競逐，反而造就了身後的 『鬥志旺』居於
有利形勢。賽後檢視過，證實馬兒一切
正常而且心情愉快，故決定遣其來港一戰
。」

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
「拜倫勳爵」評分飛升似火箭

用進步神速去形容愛爾蘭馬 「拜倫勳
爵」絕不為過。這匹現年 4 歲 Byron 子嗣
，今年四月作休後首戰，角逐表列賽無功
而回，其後降班參加獎金較低的讓賽，結
果開竅後便扶搖直上，9 月 8 日於 1200 米
一級賽百福特短途盃僅以四分三馬位之差
不敵 「社會基石」，翌仗轉戰法國隆尚馬
場，於布宜學胯下揚威1400米森林大賽，
取得服役以來首場一級賽頭馬，評分亦由
四月時的88分直升至目前115分。

對於此駒實力，練馬師何靳當然最了
解。他說： 「『拜倫勳爵』有速度兼有韌
力，跑兩個彎的一哩絕對勝任。布宜學告
訴我，此駒不喜歡跑軟爛地，而寬闊跑道
最合此駒發揮。」

全球馬壇12月9日聚焦沙田馬場
有獎問答遊戲

世界各地一批最優秀的星級賽駒，將於12月9日雲集
香江，角逐2012年度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沙田馬場屆時
定必成為全球馬壇焦點所在。

「朦朧美態」「天鷹翺翔」

參加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只需於表格
上（影印本無效）填妥答案，郵寄至香港北角健
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二期四樓403室，信封面
請註明《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問答遊戲。截止
日期為12月3日。每人只能得獎一次，以最先
為準。所有獎品由大公報作最終裁決及安排，得
獎者不得異議。得獎者將有專人聯絡。查詢電話
：28310519

問題：於12月9日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請舉出三場國際一級賽的盃賽名稱？

答案：1.___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 ）（ ）×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場人士須年滿18歲，優惠詳情請參閱有
關宣傳品及條款細則，查詢請致電香港賽馬會熱
線1817，或www.hkjc.com。

●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風
褸1件（40名），零售
價每件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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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o 恤及浪琴表香港
國際賽事棒球帽各1件
（40 名），零售價總
值310元。

或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 05002831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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