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果結果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④漸信良駒⑦好好機會⑨多 多 利
第四場⑤勝 風⑦莫 己 若牛精威旺
派彩：32,997.00 (70.3注中)
投注額：3,095,424.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③精彩生輝⑩時來風送好 主 意
第七場②喜蓮芳芬③紅衣神仙進 取
派彩：18,825.00 (95.1注中)
投注額：2,388,418.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③勁 高 手④同個世界⑥喜競寶寶
第十場⑥閃爍武士⑦綠色快駒勁 勢
派彩：21,570.00 (126.6注中)
投注額：3,643,322.00
(三T)
第四場⑤勝 風⑦莫 己 若牛精威旺
第五場②鄉村活力⑥金碧陽光名列前茅
第六場③精彩生輝⑩時來風送好 主 意
正獎：無人中
第四場⑤勝 風⑦莫 己 若牛精威旺
第五場②鄉村活力⑥金碧陽光名列前茅

安慰獎：678,939.00 (0.2注中)
投注額：6,705,573.00
(三寶)
第八場 ④旗幟鮮明
第九場 ④同個世界
第十場 ⑥閃爍武士
正獎：953.00 (3022.6注中)
安慰獎：④④⑦362.00 (1406.3注中)
投注額：4,519,846.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②鄉村活力⑥金碧陽光
第六場 好 主 意⑩時來風送
第七場 ②喜蓮芳芬進 取
第八場 ④旗幟鮮明①龜兔競跑
第九場 ④同個世界⑥喜競寶寶
第十場 ⑥閃爍武士⑦綠色快駒
普通獎：5,846.00 (561注中)
六寶獎：5,358,736.00 (0.2注中)
投注額：8,746,619.00
(騎師王)
②馬偉昌 最後賠率：6.5倍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第一口)
④幸運勝利搭⑩四 貝 勒 624.00
安慰獎
④幸運勝利搭③上浦駿將 17.50
(第二口)
⑩四 貝 勒搭⑦好好機會 888.00
安慰獎
⑩四 貝 勒搭④漸信良駒 328.50
(第三口)
⑦好好機會搭⑤勝 風 577.50
安慰獎
⑦好好機會搭牛精威旺 49.50
(第四口)
⑤勝 風搭②鄉村活力 6,386.00
安慰獎
⑤勝 風搭⑥金碧陽光 58.50
(第五口)
②鄉村活力搭好 主 意 14,541.00

安慰獎
②鄉村活力搭⑩時來風送 765.00
(第六口)
好 主 意搭②喜蓮芳芬 681.50
安慰獎
好 主 意搭進 取 152.00
(第七口)
②喜蓮芳芬搭④旗幟鮮明 408.00
安慰獎
②喜蓮芳芬搭①龜兔競跑 101.00
(第八口)
④旗幟鮮明搭④同個世界 288.50
安慰獎
④旗幟鮮明搭⑥喜競寶寶 202.00
(第九口)
④同個世界搭⑥閃爍武士 221.50
安慰獎
④同個世界搭⑦綠色快駒 48.00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昨午沙田馬場舉行十場草地賽馬，練馬師大
摩中三寶兼捧仁濟四十五周年紀念杯；另一練馬
師告東尼亦有三場頭馬進帳。騎師方面，馬偉昌
以三冠一亞一殿積四十二分榮膺騎師王；另一騎
師蔡明紹亦取三場頭馬，表現不俗。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報告：

梁家俊被小組告誡
第一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紅衣精靈」報稱於閘後巡行時被另一駒踢

中。 「紅衣精靈」接受獸醫檢驗，獸醫認為該駒
適宜出賽。 「翡翠寶寶」入閘後煩躁不安。 「翡
翠寶寶」必須經閘廂測試及格後，才可再次出賽
。開閘時，「明民天下」一對前腳並舉，因而失地
。 「手機皇」出閘笨拙。 「紅衣精靈」出閘笨拙
，向外斜跑及碰撞 「金堡龍華」。 「幸運勝利」
出閘緩慢。「翡翠寶寶」自外檔起步後不久在馬群
後面切入。接近九百米處時， 「手機皇」一度居
於 「明民天下」內側的窄位之際嚴重失去平衡及
失地，當時 「明民天下」本身在 「駿威勝」（梁
家俊）的內側緊迫競跑。儘管小組認為 「手機皇
」的走勢是導致此宗事件的原因，但仍告誡梁家
俊日後須確保給予內側馬匹足夠的競賽空間。

趨近首個彎位時， 「尚合金龍」將頭轉側及
嚴重外閃。 「尚合金龍」持續外閃直至入直路。
「尚合金龍」因而沿途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並且包尾大敗而回。小組認為 「尚合金龍」的表
現難以接受，該駒必須在轉彎途程上試閘及格，
以及通過獸醫檢驗後，才可再次出賽。

第二場 第五班 一二〇〇米
「好精伶」及 「駿盈」均出閘緩慢。儘管在

早段被一路催策，但 「時尚風華」及 「長勝」均
未能增速。跑過六百米處時， 「上浦駿將」靠近
「大地王者」後蹄處於窘境。 「四貝勒」在直路

早段受困而未能望空。接近三百五十米處時，正
在墮退的 「好玩先生」一度收慢避開 「有情風」
後蹄，當時 「有情風」在同樣開始墮退時向內斜
跑。

賽後獸醫檢查 「大地王者」及 「時尚風華
」，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 「四貝勒」及
「上浦駿將」均須接受抽樣檢驗。

巫斯義被罰款五千元
第三場 第三班 一六〇〇米
「勇進」出閘緩慢。 「里奧威利」與 「龍的

王朝」自外檔起步後不久均在馬群後面切入。
「好好機會」以一馬鼻位的距離勝出，該駒的騎

師巫斯義在賽後覆磅時超磅兩磅，因而被罰款五
千元。小組告誡巫斯義，假如他在是賽中以短距
離落敗的話，小組將很有可能會對他判處更嚴厲
的處分。

第四場 第四班 二〇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印度光輝」在直路上的騎法時

，杜利萊說，他獲指示盡可能在過了六百米處後
將 「印度光輝」移出馬群外側。他說，基於轉直
路彎時及在直路早段其他馬匹所居的位置，他未
能將坐騎移出馬群外側。他說，直路早段他催策
「印度光輝」，趨近二百米處時仍在尋找機會將

坐騎向外移出，當時坐騎靠近 「飛快無敵」後蹄
處於窘境，而 「飛快無敵」此時正在急促墮退。

他又說，由於他獲指示盡可能將 「印度光輝
」移出馬群外側，他未有考慮將坐騎置於 「飛快
無敵」內側，當時該處有空位推進。小組告誡杜
利萊，小組認為他應該將 「印度光輝」移至 「飛
快無敵」內側以繼續推進。小組進一步告誡他，
他的解釋將被載入報告，然而，在情況許可下，
他應該確保採取令坐騎能一鼓作氣衝刺的方式策
騎。賽後獸醫檢查 「印度光輝」，並無發現任何
明顯異常之處。

神奇飛龍騎法被查詢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楊明綸說，他獲指示讓 「名列前

茅」出閘迅速，繼而讓該駒順其自然競跑，而預
期該駒將居於中間或中間稍前位置。他說，他獲
告知， 「名列前茅」在迄今僅兩次上陣中均受到
干擾，而是賽最重要的是讓該駒能穩定走勢。他
說，起步後不久坐騎在 「金碧陽光」與 「香港發
」之間受擠迫後， 「名列前茅」居於比賽前預期
為後的位置競跑，然而，在此騎法下 「名列前茅
」在末段能以勁勢衝刺。他又說，在直路上他未
有鞭策 「名列前茅」直至末段，因坐騎在當時的
環境下正以勁勢衝刺。

被查詢有關 「神奇飛龍」是賽採取居於馬群
後列的騎法時，練馬師徐雨石說，近仗在採取居
前列位置競跑的騎法下， 「神奇飛龍」儘管演出
穩定，但末段衝刺時的走勢仍令他感到失望。他
說，鑑於 「神奇飛龍」是賽自外檔起步，而由於
他預期是賽有足夠的步速，因此他指示潘頓將
「神奇飛龍」留後競跑。他說，他預期自第十四

檔起步的 「鄉村活力」，以及在是賽前在試閘中
居前列位置競跑的「快樂時光」將會雙雙佔取前列
位置。

他說，有鑑於此，他覺得自第十一檔起步的
「神奇飛龍」倘若佔取前列位置，或未能在末段

以勁勢衝刺，因此採取較為留後競跑的方式策騎
，希望該駒在末段能以勁勢衝刺，將最符合該駒
的最佳利益。他又說， 「神奇飛龍」於十月二十
八日在沙田出賽時，自第十四檔起步後須消耗該
駒很多氣力以超越內側的馬匹並佔取前列的位置
，而翌仗在好至黏地上， 「神奇飛龍」須再次在
早段受一路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他說，然而，
是賽的步速未如他預期般快，因此令到 「神奇飛
龍」難以如他所願般在末段以勁勢衝刺。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六〇〇米
被查詢時，練馬師鄭俊偉說，他指示馬偉昌

是日將 「好主意」置於第五或第六位。他說，此
項指示與上仗該駒在全天候跑道上角逐並首次佩
戴眼罩上陣時所給予韋達的指示一致。他說，然
而，該仗起步後不久「好主意」的馬鞍向後滑移，
導致該駒居於比賽前打算較後的位置。他說，由
於是賽早段的形勢， 「好主意」須在前列位置沒
有遮擋下走第三疊，而這並非是他賽前的打算。

「好旺財」及 「馬友財」均大敗而回，小組
認為該兩駒的表現均難以接受。 「好旺財」及

「馬友財」均必須試閘及格，以及通過獸醫檢驗
後，才可再次出賽。賽後獸醫檢查 「日日發」，
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日日
發」上兩仗取得連勝，此仗大敗而回，小組認為
該駒的表現難以接受。

明興寶寶患喘鳴症
第七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鄭雨滇說，他在早段一路猛烈催

策 「明興寶寶」以佔取前列位置，因該駒以往曾
在此騎法下表現出色。他說，儘管他在早段催策
坐騎，但 「明興寶寶」未能展現預期中的前速。
他說，在一段途程上他持續催策 「明興寶寶」以
超越內側的 「熱刺小馬」，然而， 「明興寶寶」
未能展現足夠的速度以完全超越 「熱刺小馬」，
因此在首次轉彎時 「明興寶寶」在外疊競跑，並
在餘下途程上在沒有遮擋下競跑。

他又說，在早段被一路催策時， 「明興寶寶
」發出一聲異常呼吸聲，賽後收停時此情況顯著
惡化。他說， 「明興寶寶」賽後看來輕微煩躁不
安。賽後獸醫檢查 「明興寶寶」，內窺鏡檢查證
實該駒患有 「喘鳴症」。

第八場 第三班 仁濟四十五周年紀念杯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時，韋達說，他獲指示自第十檔出閘
後盡可能將 「四季星」置於大約中間位置。他說
，和近仗不同， 「四季星」出閘十分迅速，他不
願在早段太過大力約束坐騎以遵照指示策騎。他
說，因此他讓 「四季星」保持前列位置，希望坐
騎能在首次轉彎前取得遮擋。他說，鑑於賽事形
勢使然， 「四季星」沿途未能取得遮擋，繼而在
最後二百米轉弱。他又說，雖然 「四季星」表現
頗為令人失望，他覺得是賽形勢不合坐騎發揮，
尤其考慮到坐騎仍然是一匹三歲賽駒。

賽後獸醫檢查 「四季星」，並無發現任何明
顯異常之處。

歡呼星曾數度昂首
第九場 第二班 一八〇〇米
趨近千三米處時， 「歡呼星」靠近 「同個世

界」後蹄處於窘境之際數度昂首。 「同個世界」
在直路早段難以望空。跑過二百米處時， 「靚橙
」向內移入避開 「爪皇豪火」後蹄以望空。其後
在一段途程上， 「靚橙」在 「爪皇豪火」與 「加
州動力」之間的窄位競跑，當時 「加州動力」本
身在末段靠近 「魅力知己」後蹄處於窘境。

第十場 第二班 一四〇〇米
就在開閘前， 「帝聖神駒」及 「軍功」均煩

躁不安。 「帝聖神駒」出閘笨拙並失地。 「金汯
」自大外檔出閘後不久在馬群後面切入。跑過九
百米處時， 「金汯」靠近 「閃爍武士」後蹄處於
窘境。八百米處，難以穩定走勢的 「金龍華」
靠近 「綠色快駒」後蹄處於窘境時昂首。跑過八
百米處時， 「旺當家」將頭轉側並外閃，繼而於
過了七百米處後被向外斜跑的 「綠色快駒」帶出
第三疊競跑。

跑過三百五十米處時， 「確叻迅」被 「閃爍
武士」碰撞後失去平衡。接近三百米處時， 「軍
功」向外移出以望空，因而碰撞 「天外之天」。
其後跑過三百米處時，開始墮退的 「天外之天」
一度在雙雙斜跑的 「匯聚力量」與 「軍功」之間
緊迫競跑。 「金獅威將」未能望空直至跑過三百
米處。跑過二百米處時， 「金龍華」被 「勁勢
」帶向外跑，當時 「勁勢」向外移出以望空。過
了一百米處後， 「勁勢」在催策下向外斜跑，導
致騎師韋達須改以左手握鞭。賽後獸醫檢查 「帝
聖神駒」，並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 「閃爍
武士」及 「綠色快駒」均須接受抽樣檢驗。

大摩大摩中三寶兼捧杯中三寶兼捧杯

昨午沙田馬場賽馬總投注
額十一億四千七百一十八萬四千

二百九十九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六

五五二人，公眾席一○八○二人，合
共一七三五四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
三四六人，總入場人數：二○

七○○人。

投注十一億四千萬投注十一億四千萬

▲騎師馬偉昌膺騎師王▲練馬師大摩昨添三場頭馬

▼

騎
師
蔡
明
紹
今
季
成
績
不
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④幸運勝利 蔡明紹 W：31.50 P：15.00
亞：多 多 昇 李寶利 P：26.00
季：勝 捷 勝 楊明綸 P：77.00
殿：①紅衣精靈 呂卓賢
連贏：④184.50 位置Q：④ 59.50 三重彩：④ 6,597.00

④ 114.00 單 T：④ 1,635.00
 429.50 四連環：①④ 728.00

時間 ： 1.10.63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B9賽馬責任編輯：蔡偉恆

冠：⑩四 貝 勒 杜利萊 W：202.00 P：57.50
亞：③上浦駿將 潘 頓 P：14.50
季：超 勝 郭 能 P：121.50
殿：⑧華 劍 寶 何澤堯
連贏：③⑩503.00 位置Q：③⑩ 143.50 三重彩：⑩③ 33,565.00

⑩ 993.00 單 T：③⑩ 5,185.00
③ 404.00 四連環：③⑧⑩ 16,295.00

時間 ： 1.10.66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⑦好好機會 巫斯義 W：41.50 P：15.50
亞：④漸信良駒 安國倫 P：27.00
季：⑨多 多 利 潘 頓 P：14.50
殿：⑧美麗任務 李寶利
連贏：④⑦219.50 位置Q：④⑦ 72.00 三重彩：⑦④⑨ 1,218.00

⑦⑨ 33.50 單 T：④⑦⑨ 169.00
④⑨ 57.50 四連環：④⑦⑧⑨ 1,044.00

時間 ： 1.36.59
冠軍勝亞軍 ： 馬鼻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⑤勝 風 馬偉昌 W：112.50 P：33.50
亞：牛精威旺 蔡明紹 P：23.50
季：⑦莫 己 若 鄭雨滇 P：44.00
殿：①好 球 安國倫
連贏：⑤402.00 位置Q：⑤ 146.00 三重彩：⑤⑦ 8,495.00

⑤⑦ 263.50 單 T：⑤⑦ 1,416.00
⑦ 150.00 四連環：①⑤⑦ 2,043.00

時間 ： 2.04.97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②鄉村活力 蔡明紹 W：913.50 P：211.50
亞：⑥金碧陽光 韋 達 P：12.00
季：名列前茅 楊明綸 P：28.50
殿：③橫掃千軍 杜利萊
連贏：②⑥1,125.50 位置Q：②⑥ 363.50 三重彩：②⑥ 37,530.00

② 1,373.00 單 T：②⑥ 3,255.00
⑥ 68.00 四連環：②③⑥ 8,705.00

時間 ： 1.23.38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好 主 意 馬偉昌 W：66.00 P：23.00
亞：⑩時來風送 安國倫 P：16.50
季：③精彩生輝 郭立基 P：44.50
殿：蜚聲國際 楊明綸
連贏：⑩202.50 位置Q：⑩ 82.00 三重彩：⑩③ 6,485.00

③ 289.50 單 T：③⑩ 960.00
③⑩ 94.50 四連環：③⑩ 1,145.00

時間 ： 1.36.55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②喜蓮芳芬 蔡明紹 W：47.00 P：17.00
亞：進 取 呂卓賢 P：20.00
季：③紅衣神仙 韋 達 P：12.50
殿：⑩風 雲 馬偉昌
連贏：②130.50 位置Q：② 51.00 三重彩：②③ 1,124.00

②③ 25.00 單 T：②③ 115.00
③ 34.50 四連環：②③⑩ 235.00

時間 ： 1.23.01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④旗幟鮮明 郭 能 W：81.50 P：22.50
亞：①龜兔競跑 杜利萊 P：20.50
季：⑩好 易 搵 李寶利 P：110.00
殿：十二門徒 梁家俊
連贏：①④130.50 位置Q：①④ 72.50 三重彩：④①⑩ 22,378.00

④⑩ 516.00 單 T：①④⑩ 4,499.00
①⑩ 681.50 四連環：①④⑩ 3,244.00

時間 ： 1.10.24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④同個世界 馬偉昌 W：58.00 P：25.50
亞：⑥喜競寶寶 李寶利 P：33.50
季：③勁 高 手 呂卓賢 P：46.50
殿：②齊 歡 笑 薛寶力
連贏：④⑥506.00 位置Q：④⑥ 177.00 三重彩：④⑥③ 8,828.00

③④ 155.50 單 T：③④⑥ 1,753.00
③⑥ 263.00 四連環：②③④⑥ 14,081.00

時間 ： 1.50.75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⑥閃爍武士 巫斯義 W：53.00 P：20.00
亞：⑦綠色快駒 馬偉昌 P：13.50
季：勁 勢 韋 達 P：19.00
殿：①金獅威將 祁義理
連贏：⑥⑦102.50 位置Q：⑥⑦ 41.00 三重彩：⑥⑦ 994.00

⑥ 59.00 單 T：⑥⑦ 146.00
⑦ 34.00 四連環：①⑥⑦ 1,840.00

時間 ： 1.22.25
冠軍勝亞軍 ： 2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