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果結果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四草七泥賽事，重頭戲是
第十場的半島金禧挑戰杯，結果由韋達策騎的大
熱門 「傲男」奪冠。又中三元的韋達最終以四十
四分榮膺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第一場 第四班（條件限制） 一二〇〇米
接近八百米處及跑過七百米處時， 「奪目商

人」靠近 「超光速」後蹄處於窘境之際兩度昂首
。趨近六百米處時， 「奪目商人」被 「隨心隨意
」碰撞，當時 「隨心隨意」向外斜跑。

李寶利被小組譴責
第二場 第五班 一二〇〇米
接近九百米處時， 「地上最強」收慢避開

「海豚」（李寶利）後蹄，當時 「海豚」在尚未
充分帶離下向內移入。小組譴責李寶利，並告誡
他日後須確保已充分帶離後才可轉換跑線。被查
詢有關 「長勝」令人失望的表現時，巫斯義說，
坐騎在出閘時受阻礙，其後被迫居於較賽前打算
為後的位置競跑。他說， 「長勝」被迫在馬群後
列競跑，其後儘管被一路猛烈催策，但未能展示
前速，全程走勢欠順。賽後獸醫檢查 「合利高」
，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並且
失去左前蹄的蹄鐵。

巫斯義遲到被罰款
第三場 第四班 一六五〇米
巫斯義於是賽前逾時到達亮相圈，被罰款二

千元。韋達（ 「好主意」）報告，躍出時其馬鞍
向後滑移，導致他在餘下途程上陷於極不利處境
。被查詢時，潘頓說， 「贏得」全程走勢欠順，
他需不斷一路催策坐騎以保持位置。他說，過了
六百米處後他力策坐騎，但 「贏得」對其催策毫
無反應，失去平衡後轉直路彎時走勢笨拙。他說
，鑑於 「贏得」沿途的走勢及轉直路彎時坐騎的
走勢感覺，他在直路上收慢坐騎。他又說，他認
為 「贏得」的表現可歸咎於全天候跑道的場地，
他向馬主及練馬師建議，日後盡可能讓 「贏得」
回師草地賽道角逐。賽後獸醫報告， 「陽光王子
」失去左後蹄的蹄鐵。

第四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拼勁」早段在一段不短的途程上需被一路

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其後在直路上墮退。進入
直路時， 「齊歌唱」收慢避開 「拼勁」後蹄，當
時 「拼勁」開始墮退。接近二百五十米處時，
「太陽昇」向外移出橫越 「拼勁」的後蹄以望空

。在直路上， 「歌聲飛揚」將頭轉側及外閃。
「創出商機」沿途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在直

路上墮退。賽後獸醫檢查 「拼勁」，內窺鏡檢查

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第五場 第五班 一六五〇米
賽後馬偉昌說，過了八百米處後 「彩虹幻影

」需受力策以保持位置。他說，鑑於 「彩虹幻影
」的走勢，轉直路彎時他將坐騎移至馬群外側，
其後坐騎的走勢較為暢順。他說，他認為 「彩虹
幻影」抗拒前面馬匹踢起的泥頭，而這是該駒在
中段未能保持位置的原因。

精精彩彩流鼻血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精精彩彩」出閘笨拙，因而失地。被查詢

時，郭立基說，賽前打算自第十檔出閘後將 「新
標誌」置於前列位置競跑，然而坐騎在閘內煩躁
不安，並且以後足豎立後，出閘僅屬普通，起步
後不久被 「富吉利」碰撞，當時 「富吉利」向內
斜跑。他又說，一段短途程後， 「新標誌」在
「鄉村活力」與 「富吉利」之間受擠迫時觸碰
「鄉村活力」的後軀。他說，鑑於此等情況，他

選擇將 「新標誌」在馬群後面切入以佔取有遮擋
的位置，而沒有繼續催策坐騎上前。他說，沿途
佔取好位後， 「新標誌」其後在末段未能以勁勢
衝刺，走勢令人失望。他說，他向馬主及練馬師
建議可考慮讓 「新標誌」增程角逐。被查詢時，
韋達說，他沒有得到自第十三檔出閘後如何策騎
「金碧陽光」的明確指示。他說，然而他與 「金

碧陽光」的練馬師蘇保羅決定不應像坐騎上仗首
次出賽時般，在早段一路催策 「金碧陽光」以佔
取前列位置，因為坐騎該仗早段在外疊競跑。他
說，他在早段將 「金碧陽光」與其他馬匹一起切
入，希望能夠佔取大約中間有遮擋的位置，但由
於有數駒保持在 「金碧陽光」內側，坐騎在外疊
競跑，因此他選擇收慢 「金碧陽光」，並且向內
移入至近欄有遮擋的位置。他說，這導致 「金碧
陽光」居於馬群尾列競跑。他又說， 「金碧陽光
」走勢暢順，在直路早段向外移出以望空時靠近
「新標誌」後蹄處於窘境。他說，接近三百五十

米處時望空後， 「金碧陽光」隨即以勁勢衝刺。
賽後獸醫報告， 「精精彩彩」流鼻血， 「雪米糍
」左前腳不良於行。

第七場 第三班 一六五〇米
被查詢時， 「香檳歲月」的練馬師鄭俊偉說

，儘管兩仗前他曾要求該駒自外檔起步後以較為
留後的方式策騎，然而顯而易見是日的賽事對在
前列近欄位置競跑的馬匹十分有利，留在馬群後
列競跑的賽駒則在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他說，
因此他指示馬偉昌積極催策 「香檳歲月」，希望
該駒能展現足夠前速以超越內側的馬匹，並在靠
近內欄的前列位置競跑。被查詢有關 「非常好」
令人失望的表現時，薛寶力說，坐騎全程走勢欠
佳。他說，接近八百米處時他需猛烈催策坐騎以
保持位置，儘管 「非常好」有時在賽事中會脫口
，但是賽該駒未有如往常般對其催策作出反應，
在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表現令人失望。賽後獸
醫檢查 「非常好」，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
。 「非常好」大敗而回，小組認為該駒的表現難
以接受。

第八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幸運聖」自大外檔起步後不久在馬群後面

切入。起步後不久， 「萬人迷」在 「快樂無窮」
與 「驪龍」之間受擠迫時收慢，當時 「驪龍」將
頭轉側及向外斜跑。儘管 「金笸籮」在早段被一
路催策，但仍未能加速。接近七百米處首次轉彎
時，儘管 「寶樹高盈」（柏寶）的騎師已努力阻
止，但該駒仍稍微向內斜跑，導致 「太陽海岸」
在受擠迫時嚴重失去平衡及失地。跟隨其後的
「萬人迷」因而受阻礙。由於小組認為柏寶已作

出足夠努力阻止坐騎斜跑，因此不採取進一步行
動。過了七百米處後， 「快樂無窮」在外疊競跑

，沒有遮擋。在末段， 「環保戰士」（韋達）在
「獵豹小子」後蹄外側處於窘境，當時 「獵豹小

子」將頭轉側及向外斜跑。 「環保戰士」因而未
有如常地被力策至終點。小組告誡韋達，儘管他
在末段的騎法並不影響該駒的最終名次，但只要
情況許可，他應至少手足並用力策坐騎至終點。

蔡明紹被罰停賽兩日
第九場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蔡明紹（ 「寶正勁」）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接近三
百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龜兔競跑」
時向外斜跑，導致該駒受擠迫及失去其應有的跑
線。小組判罰蔡明紹停賽（兩個香港賽馬日）直
至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
罰則押後至十二月九日星期日沙田賽事後執行。
賽後，湯智傑（ 「御鋒」）說，坐騎全程走勢欠
順，在早段需被一路催策以保持位置。同樣在賽
後，潘頓（ 「喜盈門」）說，坐騎全程動作感覺
欠順，尤以趨近四百米處受催策時為甚。

福智心律不正常
第十場 半島金禧挑戰杯 第二班 一六五

〇米
「魔幻大師」出閘笨拙。 「歡呼星」及 「皇

者拍檔」自外檔起步後不久均在馬群後面切入。
過了千二米處後轉彎時， 「魔幻大師」將頭轉側
及外閃，在第三疊沒有遮擋下競跑後，跑過一千
米處時獲許展步上前。接近六百米處轉彎時，
「皇者拍檔」將頭轉側及外閃。跑過一百五十米

處時， 「摩法神采」一度在 「經典皇牌」與 「好
先生」之間的窄位競跑，當時 「好先生」將頭轉
側及向外斜跑。在直路上， 「君河」將頭轉側及
內閃。 「皇者拍檔」大敗而回，小組認為該駒的
表現難以接受。賽後獸醫檢查 「福智」，發現該
駒心律不正常。

兩練馬師被罰款
第十一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小組是日召見了 「時來威龍」的練馬師賀賢

，查詢該駒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接受治
療後報名是賽的情況，因是賽是在該駒接受治療
後禁止參賽的期限之內舉行。小組於十一月三十
日着令 「時來威龍」退出，並由後備 「勝任有餘
」（見習騎師吳嘉晉）補上。賀賢承認違反賽事
規例第五十（二）條，事緣他在管理馬房運作上
有所疏忽，考慮到賀賢過往曾兩度違反此項賽事
規例而被處分，小組認為在此情況下，對賀賢的
適當判罰為罰款二萬五千元。 「福爾摩斯」於十
二月一日被小組按照獸醫意見（左前腿肌腱疼痛
）着令退出。 「福爾摩斯」必須通過獸醫檢驗後
，才可再次出賽。小組是日就 「福爾摩斯」於十
二月一日星期六下午退出的情況，召見了該駒的
練馬師薛達志。小組聆取了薛達志、賽事管制主
任獸醫郭沛德及薛達志馬房診療獸醫何學禮的證
供。薛達志被裁定違反賽事規例第五十（五）條
，事緣於十二月一日上午進行賽前獸醫檢查時，
薛達志未有就有關 「福爾摩斯」有機會影響其是
否適合在是賽上陣的情況作出報告，因而違反練
馬師手冊規例第一二二（b）條。考慮了所有情況
後，小組判處薛達志罰款一萬元。湯智傑（ 「太
陽戰士」）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賽事規例第一
○○（一）條〕，事緣在千三米處，他容許坐騎
在尚未充分帶離 「勝任有餘」時向內斜跑，導致
該駒被帶向內跑壓向 「好嘜」， 「好嘜」因而被
帶向內跑橫越 「綠色威」應有的跑線，導致 「綠
色威」勒避及失去其應有的跑線。小組判罰湯智
傑停賽（三個香港賽馬日）直至十二月十三日星
期四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即時執行。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韋達韋達又中三元兼捧杯又中三元兼捧杯

(第一口)
⑤隨心隨意搭⑥海 豚 205.00
安慰獎
⑤隨心隨意搭①大有作為 69.00
(第二口)
⑥海 豚搭⑥金獅猛將 645.00
安慰獎
⑥海 豚搭陽光王子 214.50
(第三口)
⑥金獅猛將搭⑦千軍萬馬 430.00
安慰獎
⑥金獅猛將搭⑩香港至尊 276.50
(第四口)
⑦千軍萬馬搭⑨日月霸王 108.00
安慰獎
⑦千軍萬馬搭⑧快馬當先 73.00
(第五口)
⑨日月霸王搭⑦敏 歡 騰 138.00
安慰獎
⑨日月霸王搭③皇仁勁駒 62.00

(第六口)
⑦敏 歡 騰搭綠茵神駒 417.50
安慰獎
⑦敏 歡 騰搭⑦大把世界 121.50
(第七口)
綠茵神駒搭①獵豹小子 540.50
安慰獎
綠茵神駒搭⑦驪 龍 70.50
(第八口)
①獵豹小子搭④天賦傳奇 2,738.50
安慰獎
①獵豹小子搭⑩軍 刀 86.00
(第九口)
④天賦傳奇搭⑥傲 男 1,132.50
安慰獎
④天賦傳奇搭⑤齊 歡 笑 319.50
(第十口)
⑥傲 男搭③海 鑽 石 90.00
安慰獎
⑥傲 男搭⑤綠 色 威 15.00

(第一口孖T)
第四場⑥勁 飛 馳⑦千軍萬馬⑩香港至尊
第五場⑧快馬當先⑨日月霸王光芒四射
派彩：20,028.00 (122.6注中)
投注額：3,275,114.00
(第二口孖T)
第七場③競技英雄⑦大把世界綠茵神駒
第八場①獵豹小子⑥銀 子 彈⑦驪 龍
派彩：40,453.00 (50.9注中)
投注額：2,746,335.00
(第三口孖T)
第十場⑤齊 歡 笑⑥傲 男⑨經典皇牌
第十一場③海 鑽 石⑤綠色威 ⑥好 勝 煌
派彩：4,285.00 (672.7注中)
投注額：3,844,271.00
(三T)
第五場⑧快馬當先⑨日月霸王光芒四射
第六場③皇仁勁駒⑦敏 歡 騰⑧金碧陽光
第七場③競技英雄⑦大把世界綠茵神駒
正獎：4,180,861.00 (0.8注中)
第五場⑧快馬當先⑨日月霸王光芒四射

第六場③皇仁勁駒⑦敏 歡 騰⑧金碧陽光
安慰獎：6,828.00 (64.1注中)
投注額：4,322,714.00
(三寶)
第九場 ④天賦傳奇
第十場 ⑥傲 男
第十一場 ③海 鑽 石
正獎：5,910.00 (427.1注中)
安慰獎：④⑥⑤735.00 (606.4注中)
投注額：3,960,623.00
(六環彩)
第六場 ⑦敏 歡 騰③皇仁勁駒
第七場 綠茵神駒⑦大把世界
第八場 ①獵豹小子⑦驪 龍
第九場 ④天賦傳奇⑩軍 刀
第十場 ⑥傲 男⑤齊 歡 笑
第十一場 ③海 鑽 石⑤綠 色 威
普通獎：18,802.00 (114.4注中)
六寶獎：1,265,908.00 (1.7注中)
投注額：5,738,646.00
(騎師王)
①韋 達 最後賠率：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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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億七千五百九十八萬九千四百

六十五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六

八一二人，公眾席一○○四六人，合
共一六八五八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
五四三人。總入場人數：二○

四○一人。

投注額十一億七千多萬投注額十一億七千多萬

▲蔡約翰（右）贏兩匹大熱門 「千軍萬馬」 及 「傲男」 ，在練馬師榜續領群雄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A20賽馬責任編輯：薛少科

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⑤隨心隨意 韋 達 W：26.00 P：12.00
亞：②超 光 速 潘 頓 P：29.00
季：①金 鎗 俠 蔡明紹 P：12.50
殿：③奪目商人 李寶利
連贏：②⑤152.00 位置Q：②⑤48.50 三重彩：⑤②① 617.00

①⑤18.00 單 T：①②⑤ 150.00
①②60.50 四連環：①②③⑤117.00

時間 1.10.88
冠軍勝亞軍：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1 1/2馬位

冠：⑥海 豚 李寶利 W：45.00 P：18.50
亞：①大有作為 郭立基 P：62.50
季：⑤聖 樂 邦 韋 達 P：58.00
殿：地上最強 何澤堯
連贏：①⑥515.50 位置Q：①⑥179.50 三重彩：⑥①⑤ 13,726.00

⑤⑥254.00 單 T：①⑤⑥ 4,263.00
①⑤619.50 四連環：①⑤⑥15,201.00

時間：1.10.77
冠軍勝亞軍：2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1馬位

冠：⑥金獅猛將 郭 能 W：151.50 P：30.00
亞：陽光王子 郭立基 P：26.50
季：②無雙小子 柏 寶 P：70.00
殿：南莊多寶 湯智傑
連贏：⑥531.00 位置Q：⑥178.00 三重彩：⑥② 21,813.00

②⑥412.00 單 T：②⑥ 4,347.00
②285.00 四連環：②⑥27,576.00

時間：1.41.20
冠軍勝亞軍：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短馬頭位

冠：⑦千軍萬馬 韋 達 W：32.00 P：15.00
亞：⑩香港至尊 李寶利 P：37.50
季：⑥勁 飛 馳 柏 寶 P：21.50
殿：③齊 歌 唱 蘇狄雄
連贏：⑦⑩177.00 位置Q：⑦⑩ 72.00 三重彩：⑦⑩⑥1,834.00

⑥⑦ 50.50 單 T：⑥⑦⑩ 389.00
⑥⑩126.50 四連環：③⑥⑦⑩555.00

時間：1.10.46
冠軍勝亞軍：1馬位 亞軍勝季軍：1/2馬位

冠：⑨日月霸王 杜利萊 W：28.50 P：15.00
亞：⑧快馬當先 李寶利 P：34.50
季：光芒四射 郭 能 P：39.50
殿：⑥奪 錶 安國倫
連贏：⑧⑨160.50 位置Q：⑧⑨ 62.00 三重彩：⑨⑧ 1,800.00

⑨ 81.00 單 T：⑧⑨ 424.00
⑧151.00 四連環：⑥⑧⑨2,249.00

時間：1.41.05
冠軍勝亞軍：5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⑦敏 歡 騰 杜利萊 W：51.00 P：17.50
亞：③皇仁勁駒 薛寶力 P：41.00
季：⑧金碧陽光 韋 達 P：17.00
殿：富 吉 利 鄭雨滇
連贏：③⑦317.50 位置Q：③⑦117.50 三重彩：⑦③⑧3,721.00

⑦⑧ 54.50 單 T：③⑦⑧ 604.00
③⑧ 97.00 四連環：③⑦⑧559.00

時間：1.23.05
冠軍勝亞軍：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綠茵神駒 柏 寶 W：52.00 P：21.50
亞：⑦大把世界 郭 能 P：40.00
季：③競技英雄 潘 頓 P：21.50
殿：⑩可愛人生 吳嘉晉
連贏：⑦318.50 位置Q：⑦153.50 三重彩：⑦③ 3,304.00

③ 80.00 單 T：③⑦ 688.00
③⑦142.50 四連環：③⑦⑩6,530.00

時間：1.40.22
冠軍勝亞軍：2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1馬位

冠：①獵豹小子 鄭雨滇 W：75.00 P：22.00
亞：⑦驪 龍 馬偉昌 P：23.50
季：⑥銀 子 彈 何澤堯 P：19.00
殿：⑩環保戰士 韋 達
連贏：①⑦255.00 位置Q：①⑦84.50 三重彩：①⑦⑥2,354.00

①⑥47.00 單 T：①⑥⑦ 314.00
⑥⑦64.00 四連環：①⑥⑦⑩385.00

時間：1.10.18
冠軍勝亞軍：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馬頭位

冠：④天賦傳奇 李寶利 W：401.50 P：85.00
亞：⑩軍 刀 鄭雨滇 P：30.50
季：寶 正 勁 蔡明紹 P：40.00
殿：①愛 寶 駒 韋 達
連贏：④⑩931.50 位置Q：④⑩357.00 三重彩：④⑩ 30,393.00

④436.50 單 T：④⑩ 4,319.00
⑩164.50 四連環：①④⑩3,436.00

時間：0.57.39
冠軍勝亞軍：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⑥傲 男 韋 達 W：27.00 P：13.50
亞：⑤齊 歡 笑 柏 寶 P：14.50
季：⑨經典皇牌 鄭雨滇 P：30.00
殿：②好 先 生 巫斯義
連贏：⑤⑥52.50 位置Q：⑤⑥23.00 三重彩：⑥⑤⑨ 448.00

⑥⑨52.00 單 T：⑤⑥⑨ 136.00
⑤⑨64.00 四連環：②⑤⑥⑨847.00

時間：1.38.89
冠軍勝亞軍：3馬位 亞軍勝季軍：2 3/4馬位

冠：③海 鑽 石 郭立基 W：42.50 P：18.00
亞：⑤綠 色 威 蔡明紹 P：14.00
季：⑥好 勝 煌 杜利萊 P：42.50
殿：①豐衣足食 呂卓賢
連贏：③⑤65.00 位置Q：③⑤ 31.00 三重彩：③⑤⑥1,634.00

③⑥125.00 單 T：③⑤⑥ 323.00
⑤⑥107.00 四連環：①③⑤⑥408.00

時間：1.23.48
冠軍勝亞軍：1/2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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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師約翰摩亞（中）昨憑 「海鑽石」 的頭馬進帳，打破近期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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