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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草地賽事，重頭戲是
第七場的香港金杯，結果這場本地一級賽香港三
冠大賽次關由潘頓策騎的摩廄馬 「軍事出擊」力
壓群雄奪魁。騎師王由韋達以四十四分榮膺。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第一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翡翠明星」出閘笨拙。趨近四百米處時，

持續內閃的 「好鍾意」在 「翡翠明星」（郭能）
外側受擠迫，當時 「翡翠明星」向外斜跑，繼而
向內移回以紓緩對 「好鍾意」的緊迫。小組譴責
郭能，並告誡他日後須確保加倍小心。其後， 「
好鍾意」持續嚴重內閃。在最後一百米， 「好鍾
意」難以自 「巧龍」後面及 「加威力」外側推進
時嚴重受困而未能望空，當時 「巧龍」正在急促
墮退。 「好鍾意」因而未能全力施為。 「好鍾意
」陣上在一段不短的途程上內閃，小組認為該駒
的走勢難以接受。 「官仔骨骨」嚴重受困而未能
望空直至過了三百米處。賽後獸醫報告， 「喜萬
家」失去右前蹄的蹄鐵。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六〇〇米
「智勇福駿」入閘困難。 「智勇福駿」開閘

時一對前腳並舉，因而出閘僅屬普通。在早段被
收慢以佔取有遮擋的位置時， 「頭等艙」難以穩
定走勢。趨近及跑過千四米處時被收慢以佔取有
遮擋的位置之際， 「領航精神」難以穩定走勢及
數度昂首。過了一千米處後， 「領航精神」在外
疊競跑，沒有遮擋。 「光芒四射」在直路早段難
以望空。接近三百米處時， 「怡情養勝」向外移
出避開 「領航精神」後蹄，當時 「領航精神」開
始墮退。跑過一百米處時， 「八飛」靠近 「飛天
龍駒」後蹄處於窘境。

楊明綸嚴重失平衡
第三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馬龍王子」、 「明民天下」及 「金磚五國

」起步時在 「尚合金龍」與 「勝捷勝」之間受擠
迫之際均嚴重勒避，當時儘管 「尚合金龍」的騎
師已努力阻止，但該駒仍急促向外斜跑，儘管 「
勝捷勝」的騎師已嘗試將坐騎向外移出，但該駒
仍急促向內斜跑。由於此宗事件頗為嚴重，小組
令 「尚合金龍」及 「勝捷勝」均必須試閘及格
，並且通過獸醫檢驗後，才可再次出賽。 「勝捷
勝」被約束以在馬群後面切入時，於接近千一米
處時收慢避開 「尚合金龍」後蹄。跟隨 「勝捷勝
」的 「溫暖先鋒」因而受阻礙。跑過一千米處時
， 「尚合金龍」難以穩定走勢，過了九百米處後
靠近 「銳領群駒」後蹄處於窘境時將頭轉側。其

後在一段途程上， 「尚合金龍」持續靠近 「銳領
群駒」後蹄處於窘境，並且持續外閃。跑過九百
米處時， 「勝捷勝」踢中 「一於去馬」後蹄，並
且嚴重失蹄，導致騎師楊明綸在馬鞍上嚴重失去
平衡。

第四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快樂時光」前往起步點途中失去左後蹄的

蹄鐵，抵達起步點後重新裝上該蹄鐵。被查詢時
，蔡明紹說，他獲指示盡可能將 「牛精仔」置於
有遮擋的大約第五或第六位。他說，他在早段試
圖將 「牛精仔」佔取所獲指示的位置，然而，由
於排檔在 「牛精仔」內側的數駒保持位置，他在
過了千二米處後被頂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他
說，因此他讓 「牛精仔」持續上前帶頭，而不繼
續不必要地走外疊。 「牛精仔」的練馬師告東尼
說，是賽在增程角逐千四米的情況下，他覺得將
會有合理的機會讓 「牛精仔」佔取有遮擋的大約
第五或第六位。他說，上仗角逐千二米時，他覺
得 「牛精仔」或未有足夠速度帶離內側的馬匹，
並且因而或會被頂在外疊，因此他在該仗中指示
「牛精仔」的騎師在早段以留後競跑的方式策騎

。他說，在是賽中由於慢步速， 「牛精仔」因而
在沒有遮擋下走外疊。他說，他同意讓 「牛精仔
」上前帶頭而不繼續不必要地走外疊，是最符合
該駒的最佳利益。他說，儘管這違反原先的指示
，但考慮到賽事的形勢，他覺得 「牛精仔」以此
方式策騎，可獲得最佳的機會在末段以勁勢衝刺
。被查詢有關 「愛眼光」令人失望的表現時，韋
達說，入閘後 「愛眼光」變得煩躁不安，有異於
該駒在閘廂內慣常能夠放鬆的情況。他說， 「愛
眼光」早段能佔取前列位置，而坐騎在早段及中
段走勢暢順。他說，四百米處 「愛眼光」需受催
策，儘管起初能對其催策交出反應，但坐騎在最
後二百米墮退。他說，他認為 「愛眼光」的走勢
似是 「疲憊」的馬匹，賽後他向馬主及練馬師建
議，經過是賽令人失望的表現後，可考慮讓該駒
休賽。

郭能未力策停賽三日
第五場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在前往閘廂時，祁義理被 「摯愛財星」拋下

。 「摯愛財星」在鞍上無人下跑了一段短途程後
被捉回。抵達起步點後， 「摯愛財星」接受獸醫
檢查，獸醫認為該駒適宜出賽。 「精靈勇駿」入
閘後衝撞閘廂前門，坐下，繼而被卡在閘廂下面
。由於 「精靈勇駿」經過一點時間才能自閘廂下
面被牽出，其他馬匹亦被牽出閘廂。 「精靈勇駿
」須接受獸醫診療，參賽馬匹過了一段長時間後
才得以入閘。賽事因而延遲甚多才開跑。第五名
「魅影蹄飛」的騎師郭能被裁定未有力策坐騎到

終點、表現未能令小組滿意〔賽事規例第一○○（
二）條〕。考慮了此宗事件的情況，以及第四名馬
匹與第五名馬匹在過終點時的距離，小組認為對
郭能的適當罰則為停賽（三個香港賽馬日）直至三
月十一日星期一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押
後至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跑馬地賽事後執行。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六〇〇米
抵達起步點後， 「無雙小子」的騎師巫斯義

報告該駒在前往閘廂途中數度咳嗽。 「無雙小子
」接受獸醫檢查，經過必要的諮詢後，獸醫認為
該駒適宜出賽。賽後 「無雙小子」煩躁不安，起
初未能接受內窺鏡檢查，但一段短時間後接受進
一步的內窺鏡檢查，是項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
有很多血。賽後梁家俊（ 「常盈多」）報告，他
的馬鞍起初在接近四百米處時向側滑移。他說，
當他試圖校正馬鞍的位置時，其馬鞍繼而顯著向
後滑移，令他在賽事餘下途程上陷於極不利的處

境，尤以在過了二百米處後在一段途程上受困未
能望空時為甚。他說，鑑於馬鞍向後滑移的幅度
，他未能在賽後策騎該駒返回覆磅。

加州萬里心律不正
第七場 香港金杯 香港一級賽 二〇〇〇

米
「軍事出擊」起步時向外斜跑，碰撞 「軍事

攻略」。被查詢時，蔡明紹說， 「加州萬里」在
早段及中段沿途能夠放鬆來跑，走勢暢順。他說
，轉直路彎當 「魔法幻影」推進時，他嘗試將 「
加州萬里」移出更外疊跟隨該駒，但 「加州萬里
」對其催策毫無反應，此時他未能將坐騎向外移
出。他說，雖然 「加州萬里」直路上不時在窄位
競跑，但無論如何坐騎的走勢並不足以推進至空
位。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加州萬里」，發現該駒
心律不正常。

旗幟鮮明抗議無效
第八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跑第二名的 「旗幟鮮明」之練馬師約翰摩亞

以該駒於約二百米處受到干擾為理由，抗議 「牛
精好友」的頭馬資格。考慮了所有有關人士的證
供及觀看過賽事影片後，小組發現，於接近二百
米處時佔取 「牛精好友」內側的窄位後， 「旗幟
鮮明」一度在該駒內側受擠迫之際失去平衡，當
時 「牛精好友」向內斜跑。小組進一步發現，在
此宗事件後， 「旗幟鮮明」能超前 「牛精好友」
，而在奔向終點時 「牛精好友」則反先 「旗幟鮮
明」。考慮到所有情況，小組並不認為倘若在接
近二百米處時不曾發生此宗事件的話， 「旗幟鮮
明」就會擊敗 「牛精好友」，因此裁定約翰摩亞
提出的抗議不成立，宣布覆磅完畢，並確定評判
員宣布的名次。賽後， 「旗幟鮮明」被發現失去
右前蹄的蹄鐵。

第九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神聖火炬」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是賽首次策騎該駒的郭立基說，坐騎在早段及
中段走勢僅屬普通。他說，是日升班角逐的 「神
聖火炬」在直路早段反應僅屬一般，他認為坐騎
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走勢令人失望，尤其是考
慮到 「綠色威」能夠由 「神聖火炬」之後追入第
三名。他又說， 「神聖火炬」的表現可歸咎於坐
騎相隔近一個月後出賽就升班角逐。賽後獸醫報
告， 「喜惑」失去右後蹄的蹄鐵。

第十場 第二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跑第四名的 「海鑽石」在末段的

騎法時，郭立基說，他在直路上催策 「海鑽石」
，但坐騎的衝刺僅屬普通。他說， 「海鑽石」在
大約最後一百米與 「嘉應小子」爭逐第三名位置
，他繼續以左手鞭策 「海鑽石」，然而，坐騎僅
能在 「嘉應小子」外側保持位置。他說，接近終
點時他以左手揮動馬鞭，並持續以右手全力推策
坐騎至終點，而不繼續鞭打馬鞍之後的位置。他
說，他這樣做是要令 「海鑽石」在末段能竭盡全
力。考慮了郭立基的解釋，以及觀看了所有的賽
事影片後，小組認為郭立基已遵照賽事規例持續
力策 「海鑽石」至終點，並接納其解釋。被查詢
有關 「綠色快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賴維銘說
，他在早段需略為催策坐騎以按指示佔取領放馬
後面的前列位置。他說，儘管 「綠色快駒」在第
三疊競跑，坐騎能取得遮擋並且走勢暢順直至轉
直路彎。他說，此時他將坐騎移至 「聖驛善」外
側以望空，並隨即催策坐騎。他說，然而， 「綠
色快駒」起初在直路早段對其催策作出反應後，
於接近三百五十米處時坐騎已需受催策，繼而在
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走勢令人失望。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軍事出擊軍事出擊奪香港金杯奪香港金杯

(第一口)
⑦官仔骨骨搭⑨智勇福駿 426.50
安慰獎
⑦官仔骨骨搭⑥幻 想 家 123.00
(第二口)
⑨智勇福駿搭②醒目波幅 259.00
安慰獎
⑨智勇福駿搭①吉 祥 62.50
(第三口)
②醒目波幅搭⑤好 健 康 2,752.50
安慰獎
②醒目波幅搭④路 路 發 48.00
(第四口)
⑤好 健 康搭⑨金 湶 6,688.50
安慰獎
⑤好 健 康搭②江山如畫 4,040.00
(第五口)
⑨金 湶搭⑦品學兼優 63.50

安慰獎
⑨金 湶搭②超光越影 67.00
(第六口)
⑦品學兼優搭⑧軍事出擊 213.00
安慰獎
⑦品學兼優搭②滿 綵 34.50
(第七口)
⑧軍事出擊搭⑥牛精好友 308.50
安慰獎
⑧軍事出擊搭②旗幟鮮明 46.50
(第八口)
⑥牛精好友搭隨心隨意 49.00
安慰獎
⑥牛精好友搭⑥喜 惑 60.00
(第九口)
隨心隨意搭⑤夢 仙 120.00
安慰獎
隨心隨意搭勁 勢 20.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①吉 祥②醒目波幅奀 皮 仔
第四場④路 路 發⑤好 健 康⑦牛 精 仔
派彩：338,113.00 (7.4注中)
投注額：3,336,051.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②超光越影⑦品學兼優⑧喜 發 龍
第七場②滿 綵③軍事攻略⑧軍事出擊
派彩：40,920.00 (47.6注中)
投注額：2,601,406.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②綠 色 威⑥喜 惑隨心隨意
第十場⑤夢 仙⑧嘉應小子勁 勢
派彩：475,109.00 (15.8注中)
投注額：7,912,906.00
(三T)
第四場④路 路 發⑤好 健 康⑦牛 精 仔
第五場①幸運全勝②江山如畫⑨金 湶
第六場②超光越影⑦品學兼優⑧喜 發 龍
正獎：無人中
第四場④路 路 發⑤好 健 康⑦牛 精 仔
第五場①幸運全勝②江山如畫⑨金 湶

安慰獎：85,714.00 (6.8注中)
投注額：5,756,576.00
(三寶)
第八場 ⑥牛精好友
第九場 隨心隨意
第十場 ⑤夢 仙
正獎：289.00 (9864.9注中)
安慰獎：⑥56.00 (9059.4注中)
投注額：4,480,048.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⑨金 湶②江山如畫
第六場 ⑦品學兼優②超光越影
第七場 ⑧軍事出擊②滿 綵
第八場 ⑥牛精好友②旗幟鮮明
第九場 隨心隨意⑥喜 惑
第十場 ⑤夢 仙勁 勢
普通獎：1,461.00 (2400.4注中)
六寶獎：41,672.00 (114.1注中)
投注額：9,351,786.00
(騎師王)
①韋 達 最後賠率：1.8倍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投注額十二億四千多萬投注額十二億四千多萬

▲香港金杯頒獎儀式大合照

▼潘頓夥拍約翰摩亞馬房的 「軍事出擊」
（右），勝出香港三冠大賽次關賽事花旗
銀行香港金杯

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⑦官仔骨骨 馬偉昌 W：47.50 P：15.00
亞：⑥田園名駒 潘 頓 P：19.00
季：翡翠明星 郭 能 P：14.50
殿：③寶 正 勁 蔡明紹
連贏：⑥⑦102.00 位置Q：⑥⑦41.00 三重彩：⑦⑥ 537.00

⑦29.00 單 T：⑥⑦ 95.00
⑥34.50 四連環：③⑥⑦ 116.00

時間 ： 0.57.53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⑨智勇福駿 蔡明紹 W：71.00 P：30.50
亞：⑥幻 想 家 安國倫 P：47.00
季：⑩利 士 寶 王志偉 P：132.00
殿：⑧辣 得 醒 潘 頓
連贏：⑥⑨622.50 位置Q：⑥⑨248.50 三重彩：⑨⑥⑩ 63,390.00

⑨⑩897.00 單 T：⑥⑨⑩ 12,383.00
⑥⑩1,373.00 四連環：⑥⑧⑨⑩16,306.00

時間 ： 1.36.95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2 1/4馬位

冠：②醒目波幅 鄭雨滇 W：25.00 P：13.00
亞：①吉 祥 潘 頓 P：12.00
季：奀 皮 仔 李寶利 P：49.50
殿：③馬龍王子 郭 能
連贏：①②34.00 位置Q：①② 18.50 三重彩：②① 825.00

② 70.50 單 T：①② 205.00
①107.00 四連環：①②③ 396.00

時間 ： 1.10.13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⑤好 健 康 霍勵賢 W：1,744.00 P：344.00
亞：④路 路 發 杜利萊 P：30.00
季：⑦牛 精 仔 蔡明紹 P：31.00
殿：皇仁威龍 楊明綸
連贏：④⑤7,888.50 位置Q：④⑤1,606.00 三重彩：⑤④⑦ 184,887.00

⑤⑦1,688.00 單 T：④⑤⑦ 17,106.00
④⑦ 130.50 四連環：④⑤⑦ 37,361.00

時間 ： 1.22.88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⑨金 湶 郭立基 W：28.00 P：13.50
亞：②江山如畫 安國倫 P：38.50
季：①幸運全勝 韋 達 P：16.50
殿：同個夢想 馬偉昌
連贏：②⑨305.00 位置Q：②⑨104.00 三重彩：⑨②① 1,737.00
退出馬：精靈勇駿 ①⑨ 39.00 單 T：①②⑨ 295.00

①② 94.00 四連環：①②⑨ 695.00
時間 ： 0.57.08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⑦品學兼優 韋 達 W：15.00 P：12.00
亞：②超光越影 李寶利 P：31.00
季：⑧喜 發 龍 潘 頓 P：26.50
殿：⑤豹顯神駒 鄭雨滇
連贏：②⑦90.50 位置Q：②⑦ 45.50 三重彩：⑦②⑧ 662.00

⑦⑧ 35.00 單 T：②⑦⑧ 197.00
②⑧120.50 四連環：②⑤⑦⑧ 812.00

時間 ： 1.36.42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⑧軍事出擊 潘 頓 W：92.50 P：24.00
亞：②滿 綵 巫斯義 P：24.50
季：③軍事攻略 韋 達 P：38.00
殿：⑦陽明飛飛 李寶利
連贏：②⑧411.50 位置Q：②⑧101.50 三重彩：⑧②③ 6,837.00

③⑧158.00 單 T：②③⑧ 804.00
②③166.00 四連環：②③⑦⑧ 2,755.00

時間 ： 2.03.01
冠軍勝亞軍 ： 2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⑥牛精好友 蔡明紹 W：24.00 P：11.50
亞：②旗幟鮮明 郭 能 P：13.00
季：④美麗昇華 安國倫 P：50.00
殿：明興寶寶 蘇狄雄
連贏：②⑥27.00 位置Q：②⑥ 16.50 三重彩：⑥②④ 656.00

④⑥118.50 單 T：②④⑥ 215.00
②④142.50 四連環：②④⑥ 3,957.00

時間 ： 1.09.81
冠軍勝亞軍 ： 馬鼻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隨心隨意 韋 達 W：26.50 P：13.50
亞：⑥喜 惑 吳嘉晉 P：36.00
季：②綠 色 威 安國倫 P：19.00
殿：⑤馬主明星 潘 頓
連贏：⑥130.50 位置Q：⑥ 60.50 三重彩：⑥② 1,999.00

② 45.00 單 T：②⑥ 373.00
②⑥105.50 四連環：②⑤⑥ 638.00

時間 ： 1.22.40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⑤夢 仙 韋 達 W：49.50 P：20.50
亞：勁 勢 楊明綸 P：15.50
季：⑧嘉應小子 郭 能 P：395.00
殿：⑨海 鑽 石 郭立基
連贏：⑤113.00 位置Q：⑤ 41.00 三重彩：⑤⑧ 26,075.00

⑤⑧1,947.50 單 T：⑤⑧ 7,197.00
⑧1,441.50 四連環：⑤⑧⑨ 4,758.00

時間 ： 1.21.31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2 1/4馬位

昨日沙田賽馬總投注額十二億四
千八百九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四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七
千四百五十八人，公眾席一萬三千一
百一十三人，合共二萬零五百七十一
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
千七百一十八人。總入場人

數：二萬四千二百八十
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