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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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飛哥飛哥爆半冷捧新馬錦標爆半冷捧新馬錦標

(第一口)
⑦醒目波幅搭⑤電訊超星 541.00
安慰獎
⑦醒目波幅搭⑧好 好 運 210.00
(第二口)
⑤電訊超星搭③飛 哥 2,337.50
安慰獎
⑤電訊超星搭①歡樂時光 64.50
(第三口)
③飛 哥搭⑦軍 刀 553.50
安慰獎
③飛 哥搭①萬 醒 駒 73.50
(第四口)
⑦軍 刀搭大 將 軍 347.50
安慰獎
⑦軍 刀搭①甜蜜一角 480.00
⑦軍 刀搭⑥豹顯神駒 28.50
(第五口)
大 將 軍搭精算加瑪 891.00
安慰獎
大 將 軍搭④野外桃源 155.50

(第六口)
精算加瑪搭⑥馬龍王子 2,809.00
安慰獎
精算加瑪搭①勁 飛 馳 88.50
(第七口)
⑥馬龍王子搭②大 運 財 1,635.50
安慰獎
⑥馬龍王子搭喜 勝 多 137.50
(第八口)
②大 運 財搭⑧大將風雲 701.00
安慰獎
②大 運 財搭①飛躍之駒 53.00
(第九口)
⑧大將風雲搭⑨開心指數 756.00
安慰獎
⑧大將風雲搭⑤小 宇 宙 172.50
(第十口)
⑨開心指數搭⑤綠 色 威 122.00
安慰獎
⑨開心指數搭②好 心 思 47.50

(第一口孖T)
第四場①萬 醒 駒⑤大 行 情⑦軍 刀
第五場①甜蜜一角⑥豹顯神駒大 將 軍
派 彩：405,571.00 (5.8注中)
投注額：3,136,417.00
(第二口孖T)
第七場①勁 飛 馳⑥馬龍王子⑧香港至尊
第八場②大 運 財喜 勝 多你知我贏
派 彩：16,238.00 (132.1注中)
投注額：2,860,850.00
(第三口孖T)
第十場④好 友 福⑤小 宇 宙⑨開心指數
十一場②好 心 思⑤綠 色 威威威加瑪
派 彩：11,313.00 (253.8注中)
投注額：3,829,599.00
(三T)
第五場①甜蜜一角⑥豹顯神駒大 將 軍
第六場④野外桃源精算加瑪五星酒店
第七場①勁 飛 馳⑥馬龍王子⑧香港至尊
正 獎：無人中
第五場①甜蜜一角⑥豹顯神駒大 將 軍

第六場④野外桃源精算加瑪五星酒店
安慰獎：462,361.00 (1注中)
投注額：4,566,533.00
(三寶)
第九場 ⑧大將風雲
第十場 ⑨開心指數
十一場 ⑤綠 色 威
正 獎：2,157.00 (1187.9注中)
安慰獎：⑧⑨②733.00 (616.4注中)
投注額：4,019,085.00
(六環彩)
第六場 精算加瑪④野外桃源
第七場 ⑥馬龍王子①勁 飛 馳
第八場 ②大 運 財喜 勝 多
第九場 ⑧大將風雲①飛躍之駒
第十場 ⑨開心指數⑤小 宇 宙
十一場 ⑤綠 色 威②好 心 思
普通獎：7,085.00 (293.4注中)
六寶獎：無人中
投注額：5,543,434.00
(騎師王)
③鄭雨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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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億九千三百四十萬零三千五百

七十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七

○○九人，公眾席一一四七一人，合
共一八四八○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
五六四人。總入場人數：二二

○四四人。

投注額十一億投注額十一億九千九千多萬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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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⑦醒目波幅 鄭雨滇 W：24.00 P：12.00
亞：心甜意合 蘇狄雄 P：30.00
季：①金 紫 荊 祁義理 P：80.00
殿：⑤神聖火炬 安國倫
連贏：⑦124.00 位置Q：⑦ 48.00 三重彩：⑦① 2,853.00

①⑦135.00 單 T：①⑦ 861.00
①289.00 四連環：①⑤⑦5,502.00

時間 ： 0.56.96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⑤電訊超星 薛寶力 W：221.50 P： 48.00
亞：⑧好 好 運 吳嘉晉 P：104.50
季：實 在 好 蘇狄雄 P： 53.50
殿：②快 快 贏 鄭雨滇
連贏：⑤⑧4,956.00 位置Q：⑤⑧1,079.00 三重彩：⑤⑧ 73,402.00

⑤ 496.50 單 T：⑤⑧ 14,901.00
⑧ 900.00 四連環：②⑤⑧10,766.00

時間 ： 1.23.37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③飛 哥 郭立基 W：121.50 P：14.00
亞：①歡樂時光 韋 達 P：10.10
季：④金 鎗 俠 何澤堯 P：31.50
殿：②至勝威龍 霍勵賢
連贏：①③59.50 位置Q：①③ 27.00 三重彩：③①④1,875.00

③④125.00 單 T：①③④ 241.00
①④ 39.00 四連環：①②③④ 52.00

時間 ： 1.22.92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⑦軍 刀 鄭雨滇 W：52.00 P：16.00
亞：①萬 醒 駒 郭立基 P：10.10
季：⑤大 行 情 馬偉昌 P：54.50
殿：②振興中華 薛寶力
連贏：①⑦85.00 位置Q：①⑦ 33.50 三重彩：⑦①⑤2,540.00

⑤⑦138.50 單 T：①⑤⑦ 442.00
①⑤127.00 四連環：①②⑤⑦709.00

時間 ： 0.56.48
冠軍勝亞軍 ： 2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大 將 軍 吳嘉晉 W：69.00 P： 23.50
亞：①甜蜜一角 巫斯義 P：188.00
亞：⑥豹顯神駒 鄭雨滇 P： 35.50
殿：②威 騰 駒 霍勵賢
連贏：①2,030.50 位置Q：①1,139.50 三重彩：①⑥23,267.00
連贏：⑥ 198.00 ⑥ 150.00 三重彩：⑥①19,958.00

①⑥1,119.50 單 T：①⑥9,446.00
時間 ： 1.36.27 四連環：①②⑥16,361.00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平頭

冠：精算加瑪 李寶利 W：109.00 P：34.00
亞：④野外桃源 安國倫 P：37.50
季：五星酒店 柏 寶 P：16.50
殿：②卡加精神 郭立基
連贏：④704.50 位置Q：④215.50 三重彩：④ 7,982.00

 96.00 單 T：④1,174.00
④110.50 四連環：②④968.00

時間 ： 1.22.55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⑥馬龍王子 郭 能 W：271.00 P：64.00
亞：①勁 飛 馳 柏 寶 P：16.00
季：⑧香港至尊 李寶利 P：17.00
殿：⑤駿 多 贏 潘 頓
連贏：①⑥938.00 位置Q：①⑥271.00 三重彩：⑥①⑧ 6,615.00

⑥⑧241.00 單 T：①⑥⑧ 1,029.00
①⑧ 44.50 四連環：①⑤⑥⑧2,362.00

時間 ： 1.09.52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②大 運 財 韋 達 W：46.50 P：17.00
亞：喜 勝 多 潘 頓 P：11.50
季：你知我贏 鄭雨滇 P：20.50
殿：⑧強 中 堅 李寶利
連贏：②46.50 位置Q：②24.50 三重彩：② 824.00

②67.00 單 T：② 142.00
35.50 四連環：②⑧1,363.00

時間 ： 1.35.86
冠軍勝亞軍 ： 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⑧大將風雲 霍勵賢 W：143.50 P：36.00
亞：①飛躍之駒 馬偉昌 P：20.50
季：⑩千軍萬馬 蘇狄雄 P：23.50
殿：④快 利 多 巫斯義
連贏：①⑧582.50 位置Q：①⑧151.00 三重彩：⑧①⑩ 11,256.00

⑧⑩205.00 單 T：①⑧⑩ 1,540.00
①⑩125.00 四連環：①④⑧⑩12,150.00

時間 ： 1.08.94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3 1/4馬位

冠：⑨開心指數 巫斯義 W：60.50 P：21.50
亞：⑤小 宇 宙 柏 寶 P：24.50
季：④好 友 福 薛寶力 P：21.00
殿：③名 駒 李寶利
連贏：⑤⑨137.00 位置Q：⑤⑨ 71.00 三重彩：⑨⑤④ 2,912.00

④⑨102.00 單 T：④⑤⑨ 584.00
④⑤123.50 四連環：③④⑤⑨385.00

時間 ： 1.08.98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⑤綠 色 威 韋 達 W：21.50 P：11.50
亞：②好 心 思 安國倫 P：15.00
季：威威加瑪 蘇狄雄 P：39.50
殿：⑨龍華太旨 祁義理
連贏：②⑤43.50 位置Q：②⑤21.00 三重彩：⑤② 540.00

⑤57.50 單 T：②⑤ 192.00
②85.00 四連環：②⑤⑨450.00

時間 ： 1.22.34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 鄭 雨 滇
（左）停賽
復出後連續
兩戰起孖兼
榮膺騎師王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八草三泥賽事，由郭立基
策騎的 「飛哥」於新馬錦標爆半冷奪魁。鄭雨滇
繼上周三夜馬後，昨天勝出 「醒目波幅」及 「軍
刀」而再次起孖，最終取得三十三分而連續兩戰
榮膺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蘇狄雄被小組告誡
第一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數糊傳奇」出閘僅屬普通，起步後不久在

「心甜意合」與 「醒目波幅」之間受擠迫，當時
起步遲緩的 「醒目波幅」向內斜跑。過了八百米
處後， 「神聖火炬」一度在雙雙斜跑的 「輕越直
前」與 「加州千金」之間處於窘境。趨近一百米
處時， 「醒目波幅」急促向內斜跑，導致 「金紫
荊」一度受妨礙。其後， 「醒目波幅」持續走勢
稚嫩，奔向終點時斜跑。被查詢時，蘇狄雄說，
他獲指示如有可能就將 「心甜意合」置於大約中
間位置競跑。他說，起步後不久他聽到來自外側
的呼叫聲，因此他望向外側以確定是否對他駒構
成干擾。他說，當他這樣做時，他確定 「醒目波
幅」出閘不快，但正被一路催策以追前。他說，
由於他打算於此階段在 「醒目波幅」前面向外移
出，他再次望向外側以確定當時是否已帶離該駒
。他說，由於他不肯定此時是否已帶離該駒而可
向外移出，他遂繼續望向外側，但顯而易見 「醒
目波幅」已在他外側確立跑線，他因而沒有進一
步向外移出。小組告誡蘇狄雄，他的解釋會被載
入報告，但他應盡量避免在陣上不必要地張望。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大欣賞」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潘頓說，起步後不久坐騎在馬群之中緊迫競跑後
，才能佔取中間之前的有利位置。他說，在中段
他向外移出以跟隨 「勝利就手」，因而能夠順勢
上前。他又說，儘管 「大欣賞」在轉直路彎時及
直路早段緊迫競跑，但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是
日的表現再次令人失望。

超光速氣管多膿痰
第三場 新馬錦標 一四〇〇米
「至勝威龍」出閘緩慢。 「飛哥」與 「旅遊

世家」起步時互相碰撞。 「好威龍」出閘笨拙。
接近一百五十米處時， 「金鎗俠」向內移入避開
「飛哥」後蹄以繼續推進。賽後獸醫報告， 「飛

哥」失去左前蹄的蹄鐵。賽後獸醫檢查 「超光速
」，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氣管內有很多膿痰。

韋達被罰停賽兩日
第四場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韋達（ 「寶正勁」）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接近一
百五十米處時，他未有採取足夠的措施阻止坐騎
向外斜跑，導致 「塑料盈」被帶向外跑橫越 「跑
馬仔」應有的跑線， 「跑馬仔」勒避，並且失去
應有的跑線。小組判罰韋達停賽（兩個香港賽馬
日）直至二○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才可再次出
賽。此項停賽罰則押後至二○一三年一月一日星
期二沙田賽事後執行。在末段， 「塑料盈」在
「寶正勁」外側及靠近 「振興中華」後蹄處於窘

境。 「塑料盈」因而未能全力施為。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六〇〇米
過了一千米處後， 「大將軍」收慢避開 「歌

聲飛揚」（何澤堯）後蹄，當時 「歌聲飛揚」向
內斜跑。 「歌聲飛揚」隨即向外移出及被一路催
策以帶離 「大將軍」。小組告誡何澤堯日後須加
倍小心。跑過一百五十米處時，安國倫（ 「齊齊
歡心」）跌掉馬鞭。被查詢時，安國倫說，趨近
六百米處時，當 「豹顯神駒」開始繞過 「齊齊歡
心」推進之際，他曾考慮將坐騎移至 「感恩」外
側，但由於 「齊齊歡心」是日首次角逐千六米途
程，他覺得在此時將坐騎向外移出不是對牠最有
利的做法。他說，因此他讓 「豹顯神駒」繼續上
前，繼而跟隨該駒轉直路彎，並在直路早段立即
移至外疊望空。被查詢有關 「足智多謀」令人失
望的表現時，李寶利說，自第十二檔出閘後他需
大力催策 「足智多謀」以佔取前列位置。他說，
「足智多謀」起步後不久與 「歌聲飛揚」互相觸

碰之後數度失去平衡，其後他需持續一路催策坐
騎以帶離內側馬匹。他又說，儘管 「足智多謀」
於中段在領放馬外側競跑時走勢暢順，但由於他
在早段需消耗坐騎氣力，令牠在末段衝刺乏力。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在配鞍房時， 「精算加瑪」重新裝上左前蹄

的蹄鐵。獸醫檢查 「精算加瑪」後，認為該駒適
宜出賽。被查詢時，見習騎師吳嘉晉（ 「中國天
使」）說，他獲指示如有可能就佔取大約第四或
第五位競跑。他說，他需積極催策 「中國天使」
以帶離內側的馬匹，其後嘗試收慢 「中國天使」
以圖取得遮擋，但坐騎開始搶口，並且傾向外閃
。他說，這導致 「中國天使」帶頭，賽前並無打
算這樣做。賽後，獸醫應練馬師蘇保羅的要求替
「一言九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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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第七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好香港」起步時失蹄。開閘時 「溫暖先鋒

」挨倚閘廂內側閘門，出閘笨拙。儘管小組認為
跑第七名 「好香港」的騎師安國倫在最後階段的
騎法並無影響該駒的最終名次，但小組提醒他，
只要情況許可，他有責任至少手足並用力策坐騎
至終點。被查詢有關 「溫暖先鋒」令人失望的表
現時，郭立基說，坐騎出閘僅屬普通，他在早段
需一路催策坐騎以佔取前列位置。他說， 「溫暖
先鋒」是日升班角逐，跑過一千米處時坐騎能夠
領放，但 「嶺」隨即與坐騎爭奪領先。他說，
因此坐騎走勢僅屬一般，直路早段在催策下反應
不俗，但最後二百米轉弱。他又說，他認為 「溫
暖先鋒」令人失望的表現可歸因於是次升班角逐
及陣上未能從容不迫地領放。

第八場 第三班 一六〇〇米
被查詢時，潘頓說，他獲指示如有可能就讓

「喜勝多」佔取有利位置，但在早段不要催策坐
騎，因 「喜勝多」居後競跑時表現良佳。他說，
他預期排在 「喜勝多」內側檔位的 「進攻足球」
及 「中環英雄」會佔取前列位置，讓他可在該兩

駒後面移入及佔取有遮擋的位置。他說，在前往
起步點途中， 「喜勝多」難以駕馭，數度昂首。
他說， 「喜勝多」出閘迅速，他隨即注意到 「進
攻足球」在其內側正被一路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
，因此他收慢 「喜勝多」，以圖讓 「進攻足球」
改善位置及在該駒後面移入。他說，儘管 「進攻
足球」正被一路催策，但未能加速。他說，他在
一段途程上嘗試收慢 「喜勝多」以佔取 「進攻足
球」後面的位置，但 「喜勝多」難以穩定走勢，
他未能將坐騎移至 「進攻足球」後面。他又說，
因此他選擇於過了千四米處後一路催策 「喜勝多
」，因 「進攻足球」內側並無其他馬匹，他覺得
他或可向 「進攻足球」施壓，並將該駒帶入內欄
。他說，過了千二米處後當他居於可嘗試將 「進
攻足球」帶向內跑的位置時， 「你知我贏」已推
進至 「進攻足球」內側的位置，因此他未能移入
至第三疊以內，被迫沿途在沒有遮擋下競跑。

第九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驪龍」令人失望的表現時，郭

能說，入閘後， 「驪龍」煩躁不安，開閘時挨倚
閘廂內側閘門。他說，因此 「驪龍」出閘笨拙並
且失地。他說，其後他需催策 「驪龍」以圖佔取
更前的位置，首次轉彎時 「驪龍」將頭轉側並且
向外斜跑橫越 「薑餅人」的後蹄，導致坐騎失地
。他說，其後 「驪龍」走勢僅屬一般，直路上對
其催策毫無反應。他又說，儘管上仗他沒有策騎
「驪龍」出賽，但該駒在陣上能夠佔取好位，走

勢暢順，這正與是賽的情況相反。賽後獸醫檢查
「巴其利」，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氣管內有很多

血。

育成王子流鼻血
第十場 第二班 一二〇〇米
賽後， 「香港興旺」的騎師潘頓報告，坐騎

過終點後發出異常呼吸聲。獸醫報告，替 「香港
興旺」進行內窺鏡檢查後，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
常之處，但該駒右前腳不良於行。賽後獸醫檢查
「育成王子」，發現該駒流鼻血。

威威加瑪第一貶落第三
第十一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小組押後宣布覆磅完畢，因為他們認為，根

據表面證據，在最後一百米發生的一宗事件，令
小組有足夠理由懷疑應否宣布 「威威加瑪」（蘇
狄雄）為是賽的頭馬。隨後，跑第三名的 「好心
思」之騎師安國倫亦以坐騎在最後一百米受到干
擾為理由，抗議 「威威加瑪」的頭馬資格。聆取
了所有相關人士的證供及觀看過賽事影片後，小
組發現， 「好心思」在接近一百米處時衝刺強勁
之際，移至 「威威加瑪」後蹄內側。小組進一步
確定，其後不久， 「好心思」在 「威威加瑪」內
側確立跑線， 「威威加瑪」繼而在餘下的途程上
向內斜跑，導致 「好心思」嚴重受擠迫，接近終
點時須勒避。考慮到 「好心思」衝刺的情況及此
宗事件在接近終點時發生，小組認為假如 「好心
思」能夠在 「威威加瑪」內側望空，該駒應會在
「威威加瑪」之前過終點，因此小組裁定抗議成

立，修訂的名次為：第一名 「綠色威」、第二名
「好心思」、第三名 「威威加瑪」及第四名 「龍

華太旨」。在隨後的研訊中，蘇狄雄承認一項不
小心策騎。小組判罰蘇狄雄停賽（兩個香港賽馬
日）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才可再次出賽。
此項停賽罰則押後至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跑馬地
賽事後執行。小組將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跑馬
地賽事召見策騎 「寶樹高盈」的見習騎師何澤堯
，查詢有關他策騎該駒的方式，特別是在中段的
騎法。賽後獸醫報告， 「威威加瑪」右邊鼻孔流
血，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流鼻血。

▲高伯新馬房的 「飛哥」 （左）在騎師郭立基胯下，勇奪新馬錦標 ▲新馬錦標頒獎禮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