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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練馬師高伯新訓練的 「事事為王」 （左三），於騎師韋達胯下力壓群雄，勝出本屆香港打大
賽

沙田馬場昨午上演十場賽事，重頭戲是第八
場本地一級賽寶馬香港打大賽，結果這場四歲
馬賽事系列尾關由韋達策騎的高廄馬 「事事為王
」力壓群雄勝出。另一場本地一級賽、速度系列
尾關女皇銀禧紀念杯，由潘頓策騎的苗廄馬 「雄
心威龍」掄元。韋達與潘頓以四十分並列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定做心律不正常
第一場 第五班 一四〇〇米
被查詢時，賴維銘說，他獲指示自第十四檔

出閘後盡可能將 「有情風」置於第三、第四或第
五位，但須確保坐騎走勢穩定。他說，賽前覺得
坐騎在近兩仗中因在快步速下居於前列競跑，以
致於末段未能展開強勁衝刺。由於他獲指示須確
保坐騎走勢穩定，因此他讓 「有情風」順其自然
地佔取前列位置，而沒有在早段一路催策坐騎。
然而，自大外檔出閘後他未能讓 「有情風」取得
遮擋。被查詢有關 「快快贏」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見習騎師呂卓賢說，他能夠於早段在毋須過分
消耗坐騎氣力的情況下按照指示領放。他說，在
取得領先後， 「快快贏」跑來搶口，並未如其所
願般放鬆來跑。他說，跑過四百米處時， 「快快
贏」已需受催策，繼而在直路上未能對其催策交
出反應，表現令人失望。被查詢有關 「電訊超星
」令人失望的表現時，薛寶力說，由於三仗前坐
騎曾以留後競跑的方式取勝，打算在是賽中以同
樣方式策騎坐騎。不過，他需於早段一路催策 「
電訊超星」，以免坐騎被馬群拋離。他說，坐騎
沿途的走勢未能如他以往策騎般暢順。他又說，
轉直路彎時他催策 「電訊超星」，但坐騎於末段
未能以勁勢衝刺，表現令人十分失望。賽後獸醫
立即檢查 「定做」，發現該駒心律不正常。

第二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跑過一百米處時，正在墮退的 「至尊熊」收

慢避開 「迎風飄揚」（巫斯義）後蹄，當時 「迎
風飄揚」向外移出以望空。儘管小組明白 「迎風
飄揚」是日首次出賽，但仍告誡巫斯義，須確保
在類似情況下轉換跑線時必須小心。被查詢時，
梁家俊說，由於今仗僅為 「寶寶飛龍」第二次出
賽，因此賽前打算將該駒置於前列位置競跑。他
說， 「寶寶飛龍」賽前較首仗更緊張，入閘後煩
躁不安。他說，開閘時， 「寶寶飛龍」一對前腳
並舉，因而出閘未如所願般迅速。出閘後不久，
「永神駒」自其外側向內斜跑，他因而未能催策

「寶寶飛龍」進佔前列。他說，這些因素導致 「
寶寶飛龍」居於較賽前打算後得多的位置競跑。
賽後獸醫報告， 「新威星」右前蹄系部有一處割
傷。

韋達被提醒末段要力策
第三場 第三班 一六〇〇米
起步後不久， 「好主意」與 「超光越影」數

度互相碰撞。 「全能足球」出閘時向外斜跑及碰
撞 「好好境」。其後， 「好好境」在馬群後面切
入。在最後五十米內， 「神聖火炬」向內斜跑及
碰撞 「喜樂洋洋」。其後接近終點時， 「神聖火
炬」收慢避開 「薄荷糖」（杜利萊）後蹄，當時
「薄荷糖」在尚未充分帶離時向內移入。小組譴

責杜利萊，並告誡他在類似情況下須確保盡力保
持坐騎直線競跑。因此， 「神聖火炬」未能如常
地被力策至終點。儘管小組認為第六名 「好主意
」的騎師韋達於末段的騎法並不影響該駒的最終
名次，但仍提醒他，只要情況許可，他有責任至
少手足並用力策坐騎至終點。

第四場 第四班 二〇〇〇米
被查詢時，鄭雨滇說，他獲指示盡可能將 「

喜跑得」置於大約中間位置競跑，因為是日較早
場次的賽事形勢顯示對後上馬匹較為有利。練馬
師告達理證實，因應是日較早場次的賽事形勢，
他明確指示騎師鄭雨滇以較為留後的方式策騎。
被查詢時，蔡明紹（ 「牛精威旺」）說，過了千
四米處後坐騎正跟隨 「包裝大哥」，他原本打算
保持位置，但 「牛精威旺」脫口，坐騎在放鬆韁
繩策騎下不願保持在 「包裝大哥」後面的位置。
他說，過了千四米處後他一路催策坐騎以圖繼續
居於 「包裝大哥」後面，但 「牛精威旺」未能加
速，儘管被一路催策，但仍未能保持位置，讓 「
時來風送」有機會移入至 「包裝大哥」後面及坐
騎前面的位置。其後 「牛精威旺」僅能持續保持
一般走勢。

奇葩流鼻血
第五場 第二班 一二〇〇米
轉直路彎時及在直路早段， 「芙蓉之寶」靠

近 「步步快」後蹄處於窘境時受困。四百米處，
「健康真知」被 「羅馬兵」碰撞及帶出更外疊，

當時 「羅馬兵」將頭轉側及向外斜跑避開 「香港
神駒」。賽後 「奇葩」被發現右邊鼻孔有血。獸
醫表示，內窺鏡檢查證實該駒流鼻血。賽後獸醫
立即檢查「羅馬兵」，發現該駒左前腿不良於行。

巫斯義被罰款四萬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四〇〇米
跑過七百米處時， 「愛眼光」開始搶口，需

勒避 「首席」後蹄。在此宗事件中， 「愛眼光」
向外斜跑，導致 「喜發龍」在 「海南花梨」內側
一度受擠迫時失去平衡。 「愛眼光」在直路早段
受困而未能望空，接近三百五十米處時移至 「雙
龍出海」內側以圖望空。一段短時間後 「雙龍出
海」向內斜跑時， 「愛眼光」移至該駒外側，但
仍未能望空直至跑過一百米處。 「愛眼光」因而
在直路上未能如常地全力施為。 「敏歡騰」受困
而未能望空直至跑過二百米處。接近終點時， 「
無敵王者」在雙雙斜跑的 「得掂」與 「飛馬之威
」之間無路可上之際收慢。 「一於去馬」沿途在
外疊競跑，沒有遮擋。巫斯義承認違反賽事規例
第一○○（二）條，事緣他未有力策跑第十名的
「海南花梨」至終點，表現未能令小組滿意。考

慮了巫斯義以往違反這條規例的紀錄，小組認為
對他適當的罰則是罰款四萬元。賽後馬偉昌（ 「

一於去馬」）報告，坐騎發出異常呼吸聲。賽後
獸醫立即檢查 「一於去馬」，內窺鏡檢查顯示該
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一於去馬」必須通過獸
醫檢驗後，才可再次出賽。

天久右前腿不良於行
第七場 女皇銀禧紀念杯 香港一級賽 一

四〇〇米
開閘時， 「天久」一對前腳並舉，因而出閘

笨拙。過了千一米處後， 「精彩日子」在外疊競
跑，沒有遮擋。入直路時，由於 「天久」嘗試自
「精彩日子」後面向外移出以望空，因而與 「雄

心威龍」互相碰撞。在直路上， 「自由好」（郭
立基）在催策下將頭轉側及內閃。其後於末段，
郭立基右邊韁繩脫手。同樣在直路上， 「愛跑得
」在催策下將頭轉側及內閃。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天久」，發現該駒右前腿不良於行。

杜利萊被罰停賽兩日
第八場 寶馬香港打大賽 香港一級賽

二〇〇〇米
是日賽事開始前，賽事管制主任獸醫報告，

「連利多」右前蹄輕微不良於行。是日稍後 「連
利多」接受進一步檢查，被發現右前蹄不良於行
，因而不適宜出賽。因此，小組令 「連利多」
退出。杜利萊（ 「大運財」）承認一項不小心策
騎〔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趨近
二百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魅力知己
」時向內斜跑，導致 「魅力知己」勒避及失去應
有的跑線。小組判罰杜利萊停賽（兩個香港賽馬
日）直至四月十五日星期一才可再次出賽。此項
停賽罰則押後至四月七日星期日沙田賽事後執行
。此外，杜利萊被罰款八萬元，以代替停賽多兩
個賽馬日。在衡量適當的罰則時，小組考慮到 「
安賞」略為向外斜跑亦是導致此宗事件的非主要
原因之一。在此宗事件中， 「安賞」被 「魅力知
己」碰撞後軀後失去平衡。

第九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在配鞍房時， 「鄉村活力」需重新裝上左前

蹄的蹄鐵。 「勁猴王」入閘困難。 「佳運寶」出
閘笨拙，起步後不久向內斜跑及碰撞 「友瑩格」
。 「同個夢想」與 「碧科」自外檔出閘後不久均
在馬群後面切入。儘管在早段被一路猛烈催策，
但 「勁飛揚」未能展現足夠的前速以超越內側的
馬匹，因而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友瑩格」
在賽事早段走勢稚嫩。跑過八百米處時， 「同個
夢想」一度在 「勁猴王」內側緊迫競跑。轉直路
彎時向內斜跑後， 「友瑩格」被騎師移回外面以
免干擾在內側的 「碧科」後失去平衡。 「雪風神
駒」在直路早段在 「亮亮的」與 「牛精好友」之
間難以望空。接近三百米處時， 「同個夢想」向
內移入避開 「勁飛揚」後蹄，當時 「勁飛揚」開
始墮退。趨近二百米處時， 「勁猴王」將頭轉側
及向內側的 「勁飛揚」後蹄斜跑。其後 「勁猴
王」在一段途程上持續在 「勁飛揚」後蹄外側處
於窘境。跑過一百五十米處時， 「同個夢想」在
「友瑩格」外側及 「轟炸機」內側無路可上時移

至 「友瑩格」後蹄內側。趨近五十米處時， 「同
個夢想」在 「友瑩格」後面受困而未能望空時收
慢。

第十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接近九百米處時， 「馬主明星」收慢避開 「

貝利奇」後蹄，當時 「貝利奇」在靠近 「至尊飛
星」後蹄處於窘境之際向內斜跑， 「至尊飛星」
在此時正收慢以佔取 「曜豐泰」後面有遮擋的位
置。 「豐衣足食」轉直路彎時將頭轉側及外閃。

事事為王事事為王贏香港打吡贏香港打吡

昨日沙田賽馬總投注額十二
億九千五百八十三萬七千三百零

七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一

萬一千八百三十四人，公眾席四萬四
千七百六十二人，合共五萬六千五百
九十六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五
千四百一十二人。總入場人

數：六萬二千零八人。

投注額十二億九千多萬投注額十二億九千多萬

▲香港打大賽頒獎禮大合照

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⑧青出於藍 潘 頓 W：116.50 P：39.50
亞：⑥雙 月 灣 郭立基 P：55.00
季：萬 里 驍 柏 寶 P：40.50
殿：⑩鑽石瑪瑙 李寶利
連贏：⑥⑧1,048.50 位置Q：⑥⑧ 310.00 三重彩：⑧⑥ 21,537.00

⑧ 258.00 單 T：⑥⑧ 3,287.00
⑥ 287.50 四連環：⑥⑧⑩ 10,638.00

時間 ： 1.22.83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⑩仁心仁術 韋 達 W：49.00 P：20.50
亞：③寶寶飛龍 梁家俊 P：19.00
季：⑤藍 雪 山 杜利萊 P：15.00
殿：①金 鎗 俠 安國倫
連贏：③⑩205.00 位置Q：③⑩ 71.50 三重彩：⑩③⑤ 1,413.00

⑤⑩ 49.00 單 T：③⑤⑩ 149.00
③⑤ 41.00 四連環：①③⑤⑩ 474.00

時間 ： 1.09.87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⑦薄 荷 糖 杜利萊 W：348.50 P：67.50
亞：②百事神駒 莫 雅 P：32.00
季：⑨喜樂洋洋 韋紀力 P：14.00
殿：⑧神聖火炬 安國倫
連贏：②⑦1,858.00 位置Q：②⑦ 368.00 三重彩：⑦②⑨ 17,954.00

⑦⑨ 179.50 單 T：②⑦⑨ 2,275.00
②⑨ 111.50 四連環：②⑦⑧⑨ 3,636.00

時間 ： 1.35.36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④福 譽 巫斯義 W：29.00 P：14.00
亞：②勝利福星 柏 寶 P：53.50
季：⑤勇 進 薛寶力 P：37.50
殿：①好 球 安國倫
連贏：②④296.00 位置Q：②④ 109.50 三重彩：④②⑤ 4,578.00

④⑤ 102.50 單 T：②④⑤ 1,054.00
②⑤ 334.50 四連環：①②④⑤ 1,306.00

時間 ： 2.03.39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④綽力之城 柏 寶 W：21.50 P：12.00
亞：香港神駒 韋紀力 P：17.00
季：⑩加州金獎 蔡明紹 P：30.50
殿：⑥強風駿馬 薛寶力
連贏：④47.00 位置Q：④ 30.00 三重彩：④⑩ 667.00

④⑩ 50.50 單 T：④⑩ 251.00
⑩ 98.50 四連環：④⑥⑩ 684.00

時間 ： 1.09.34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 3/4馬位

冠：⑦喜 發 龍 安國倫 W：80.00 P：29.00
亞：⑤軍 駒 鄭雨滇 P：64.00
季：③敏 歡 騰 潘 頓 P：19.50
殿：⑧牛 精 仔 蔡明紹
連贏：⑤⑦1,124.00 位置Q：⑤⑦ 358.00 三重彩：⑦⑤③ 12,614.00

③⑦ 91.50 單 T：③⑤⑦ 2,102.00
③⑤ 251.00 四連環：③⑤⑦⑧ 1,612.00

時間 ： 1.22.86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3/4馬位

冠：①雄心威龍 潘 頓 W：31.00 P：14.50
亞：⑦紅旗勇將 巫斯義 P：31.00
季：②精彩日子 韋 達 P：11.00
殿：③天 久 柏 寶
連贏：①⑦340.00 位置Q：①⑦ 79.50 三重彩：①⑦② 1,437.00

①② 17.50 單 T：①②⑦ 165.00
②⑦ 56.50 四連環：①②③⑦ 43.00

時間 ： 1.20.63
冠軍勝亞軍 ： 2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①事事為王 韋 達 W：18.00 P：12.00
亞：安 賞 鄧 迪 P：73.50
季：③大 運 財 杜利萊 P：17.00
殿：⑩勝 哥 兒 柏 寶
連贏：①290.00 位置Q：① 102.50 三重彩：①③ 1,938.00
退出：⑧連利多 ①③ 22.50 單 T：①③ 421.00

③ 225.00 四連環：①③⑩ 1,000.00
時間 ： 2.01.84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冠：⑦百戰百勝 韋 達 W：26.00 P：10.50
亞：⑧友 瑩 格 郭立基 P：162.00
季：同個夢想 馬偉昌 P：16.00
殿：轟 炸 機 蘇狄雄
連贏：⑦⑧1,585.50 位置Q：⑦⑧ 394.50 三重彩：⑦⑧ 11,953.00

⑦ 26.00 單 T：⑦⑧ 1,635.00
⑧ 318.50 四連環：⑦⑧ 4,871.00

時間 ： 1.09.50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④海嵐一號 潘 頓 W：198.50 P：50.50
亞：⑧貝 利 奇 柏 寶 P：14.50
季：誠信寶駒 蔡明紹 P：11.00
殿：至尊飛星 霍勵賢
連贏：④⑧283.50 位置Q：④⑧ 100.50 三重彩：④⑧ 2,803.00

④ 90.50 單 T：④⑧ 229.00
⑧ 24.00 四連環：④⑧ 866.00

時間 ： 1.21.84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第一口)
⑧青出於藍搭⑩仁心仁術 836.00
安慰獎
⑧青出於藍搭③寶寶飛龍 99.00
(第二口)
⑩仁心仁術搭⑦薄 荷 糖 2,433.50
安慰獎
⑩仁心仁術搭②百事神駒 164.00
(第三口)
⑦薄 荷 糖搭④福 譽 1,216.00
安慰獎
⑦薄 荷 糖搭②勝利福星 477.50
(第四口)
④福 譽搭④綽力之城 49.50
安慰獎
④福 譽搭香港神駒 50.00
(第五口)
④綽力之城搭⑦喜 發 龍 204.50

安慰獎
④綽力之城搭⑤軍 駒 117.00
(第六口)
⑦喜 發 龍搭①雄心威龍 304.00
安慰獎
⑦喜 發 龍搭⑦紅旗勇將 185.00
(第七口)
①雄心威龍搭①事事為王 63.50
安慰獎
①雄心威龍搭安 賞 180.50
(第八口)
①事事為王搭⑦百戰百勝 71.00
安慰獎
①事事為王搭⑧友 瑩 格 215.50
(第九口)
⑦百戰百勝搭④海嵐一號 620.00
安慰獎
⑦百戰百勝搭⑧貝 利 奇 20.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②百事神駒⑦薄 荷 糖⑨喜樂洋洋
第四場②勝利福星④福 譽⑤勇 進
派彩：225,928.00 (12.3注中)
投注額：3,734,476.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③敏 歡 騰⑤軍 駒⑦喜 發 龍
第七場①雄心威龍②精彩日子⑦紅旗勇將
派彩：63,457.00 (29注中)
投注額：2,459,485.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⑦百戰百勝⑧友 瑩 格同個夢想
第十場④海嵐一號⑧貝 利 奇誠信寶駒
派彩：87,508.00 (99.6注中)
投注額：9,324,524.00
(三T)
第四場②勝利福星④福 譽⑤勇 進
第五場④綽力之城⑩加州金獎香港神駒
第六場③敏 歡 騰⑤軍 駒⑦喜 發 龍
正獎：無人中
第四場②勝利福星④福 譽⑤勇 進
第五場④綽力之城⑩加州金獎香港神駒
安慰獎：2,223.00 (185.1注中)

投注額：4,063,798.00
(三寶)
第八場 ①事事為王
第九場 ⑦百戰百勝
第十場 ④海嵐一號
正獎：1,409.00 (2238注中)
安慰獎：①⑦⑧43.00 (13036.1注中)
投注額：4,950,977.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④綽力之城香港神駒
第六場 ⑦喜 發 龍⑤軍 駒
第七場 ①雄心威龍⑦紅旗勇將
第八場 ①事事為王安 賞
第九場 ⑦百戰百勝⑧友 瑩 格
第十場 ④海嵐一號⑧貝 利 奇
普通獎：7,048.00 (388.2注中)
六寶獎：77,841.00 (35.1注中)
投注額：7,297,778.00
(騎師王)
①韋 達 最後賠率：2.7倍
④潘 頓 最後賠率：3.75倍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