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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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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馬場昨午舉行八草三泥賽事，停賽期滿
復出的韋達威風八面，全天共策十一駒出賽，結
果取得六冠三亞一季，以九十四分榮膺騎師王，
暫以七十一場頭馬在騎師龍虎榜領先次席的潘頓
九場頭馬而穩居首位。

練馬師蔡約翰憑 「如你所願」、 「多豐裕」
、 「愛寶駒」及 「品學兼優」增添頭馬進帳，暫
以四十八場頭馬繼續領導群雄。柏寶策騎的柏廄
馬 「包裝博士」勇奪主席錦標，練馬師方嘉柏另
憑安國倫策騎的 「銀子彈」奪得獅子會杯而一天
內兩捧錦標，呂卓賢策騎的蔡廄馬 「愛寶駒」則
勝出獅威啤酒挑戰杯。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你知我心被查表現
第一場 新馬賽 一〇〇〇米
「全因有你」離開亮相圈後左後蹄的蹄鐵鬆

脫，需要重新裝上，因而延遲進入跑道。抵達起
步點後，獸醫檢查 「全因有你」，認為該駒適宜
出賽。 「首飾妙寶」入閘十分困難，賽事因而延
遲開跑。 「金鹿」入閘後煩躁不安。 「金鹿」與
「首飾妙寶」起步時互相碰撞。跑過八百米處時

， 「伽楠」在 「你知我心」外側緊迫競跑。其後
接近五百米處時， 「伽楠」在 「你知我心」外側
一度受擠迫之際失去平衡。過了四百米處後， 「
金鹿」在催策下將頭轉側及外閃，令騎師蘇狄雄
必須數度停止催策，並修正坐騎。被查詢有關 「
你知我心」的表現時，柏寶說，坐騎出閘十分迅
速，在早段走勢強勁。他說，過了五百米處後，
「你知我心」儘管仍然上口，但開始將頭轉側，

並且傾向內閃。其後接近四百米處時， 「伽楠」
開始在其外側推進，他被迫一路催策 「你知我心
」。他又說，他開始催策 「你知我心」後，坐騎
隨即再次將頭轉側，並且十分難以催策。他說，
雖然他未有察覺 「你知我心」有任何疼痛的跡象
，但坐騎的動作感覺上不及他於最近一次試閘中
策騎牠。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你知我心」，並無
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優
愈武士」，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
膿痰。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四〇〇米
跑過八百五十米處時， 「有情風」推進至 「

確威星」內側的窄位後勒避，當時 「確威星」在
靠近 「愛蓮說」後蹄處於窘境之際略為向外斜跑
，其後向外移入至原來位置。由於在此宗事件中
並無騎師犯錯，因此小組不採取進一步行動。被
查詢有關 「確威星」令人失望的表現時，柏寶說

，他獲指示自第五檔出閘後盡可能確保坐騎在領
放馬後面取得遮擋。當在其內側的馬匹在早段受
力策以佔取前列位置時，坐騎被頂在第三疊競跑
，但儘管賽事的步速僅屬一般，由於他獲指示取
得遮擋，他不願讓坐騎展步上前。因此，過了一
千米處後他選擇讓 「愛蓮說」超越 「確威星」，
雖然 「確威星」在第三疊競跑，但能夠在有遮擋
下走勢暢順。他又說，過了六百米處後，他需催
策 「確威星」以保持位置，轉直路彎時移至 「愛
蓮說」外側後， 「確威星」未能如其預期般加速
，表現令人失望。他說，他曾在是賽前策騎坐騎
進行試閘，坐騎在該次試閘中表現良好，沿途走
勢暢順。他說，儘管 「確威星」今仗沿途被頂在
第三疊競跑，在直路上仍未能對其催策交出反應
，表現令人失望。賽後獸醫報告， 「駿盈」呈現
橫膈膜不規律跳動的徵狀。

韋達被罰停賽兩日
第三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韋達（ 「勇敢福星」）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接近一
百米處時，他未有採取足夠措施阻止坐騎向外斜
跑橫越 「黃金年代」應有的跑線， 「黃金年代」
因而勒避及失去應有的跑線。小組判罰韋達停賽
（兩個香港賽馬日）直至四月十八日星期四才可
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押後至四月十日星期三
跑馬地賽事後執行。在衡量罰則時，小組明白 「
勇敢福星」在最後四百米的走勢乃造成此宗事件
的原因之一。 「黃金年代」勒避時，跟隨其後的
「尚合金龍」需向內移入避開該駒後蹄以望空。

趨近五十米處時在 「一定贏」與向內斜跑的 「喜
逸」之間迅速推進後， 「穩佔先機」繼而在 「喜
逸」略為向外斜跑時被帶向外跑橫越 「一定贏」
的跑線。 「一定贏」因而未能保持在 「穩佔先機
」外側的位置時勒避。 「勇敢福星」在末段持續
外閃，奔向終點時向外斜跑，導致 「喜逸」及 「
穩佔先機」均受阻礙。 「喜逸」及 「穩佔先機」
因而在末段均未能全力施為。賽後獸醫報告， 「
勇敢福星」及 「南天駿駒」均失去左前蹄的蹄鐵
。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黃金年代」，發現該駒流
鼻血，以及右後腳不良於行。

大蘋果心律不正常
第四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時，何澤堯說， 「歡欣星」出閘笨拙

後，在 「藍雪山」外側的第三疊位置競跑。他說
，過了千一米處後，他收慢 「歡欣星」以向內移
入 「藍雪山」後面及佔取靠近內欄的位置。過了
一千米處後將 「歡欣星」向內移入 「藍雪山」後
面之後， 「歡欣星」隨即需受催策以保持位置，
趨近首個彎位及首次轉彎時在一段途程上在 「嘉
駿之威」與 「奀皮仔」之間處於窘境時需被一路
猛烈催策。由於 「歡欣星」在此時的走勢， 「歡
欣星」在早段居好位後居於比預期為後的位置。
「歡欣星」走勢持續僅屬一般，趨近直路彎時坐

騎才開始以佳勢推進上前。他又說， 「歡欣星」
繼而在直路早段嚴重受困而未能望空，跑過三百
米處時望空後坐騎在接近五十米處時需移至 「萬
人迷」外側以繼續推進。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大
蘋果」，發現該駒心律不正常。

王志偉被罰停賽三日
第五場 第五班 一六〇〇米
王志偉（ 「利士寶」）承認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趨近千
四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蜚聲國際」
時以銳角向內切入，導致 「蜚聲國際」需急促向

內斜跑避開 「利士寶」後蹄時嚴重受阻礙。小組
判罰王志偉停賽（三個香港賽馬日）直至五月六
日星期一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押後至四
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跑馬地賽事後執行。此外，王
志偉被罰款一萬元，以代替停賽多一個賽馬日。

第六場 第四班 一八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福譽」令人失望的表現時，巫

斯義說，由於賽事早段的形勢，他未能將坐騎向
內移入至比第三疊更接近內欄的位置。他又說，
過了一千米處後 「福譽」在沒有遮擋下競跑。儘
管 「福譽」居於比期望更外疊的位置競跑，但在
六百米處已需受催策，其後全程均未能加速。他
說，入直路前受催策後， 「福譽」在直路上轉弱
的走勢尤其令人失望。他又說，賽後他告知馬主
及練馬師，他認為， 「福譽」的走勢似是 「疲憊
」的馬匹。 「福譽」的練馬師高伯新說，他曾在
是賽前策騎此駒進行操練，他認為該駒在操練中
表現良佳。雖然是賽的形勢不利 「福譽」，但他
認為該駒的表現令人十分失望。他又說， 「福譽
」今季已上陣十次，他會在是賽後監察 「福譽」
的進度，才決定該駒其後的競賽安排。

第七場 獅子會杯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龍城動力」出閘僅屬普通，起步後不久在

「吉利大師」與 「風雲」之間受擠迫，當時 「風
雲」出閘笨拙後向外斜跑。其後， 「龍城動力」
被一路催策以佔取前列位置，但未能加速。

第八場 主席錦標 香港二級賽 一六〇〇
米

過了千四米處後 「滿綵」被 「軍事攻略」超
越，繼而在一段途程上十分難以穩定走勢，並且
被約束避開該駒後蹄。 「滿綵」與 「包裝博士」
在直路早段均受困而未能望空。 「喜蓮標緻」大
部分途程上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第九場 獅威啤酒挑戰杯 第二班 一二〇
〇米

「愛寶駒」出閘笨拙。 「好友福」起步時在
「小宇宙」與 「嘉應小子」之間受擠迫，當時 「

嘉應小子」向外斜跑。 「綠色寶」起步時在 「沙
紙」與 「讚賞」之間受擠碰，當時 「讚賞」將頭
轉側及向內斜跑。其後， 「綠色寶」被一路猛烈
催策，但加速緩慢，沿途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接近六百米處轉彎時， 「沙紙」將頭轉側及外
閃。

第十場 第三班 一八〇〇米
「勝風」及 「喜欣賞」自外檔出閘後不久均

在馬群後面切入。過了一千米處後， 「豐華盛甲
」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接近九百米處時， 「
品學兼優」靠近 「喜來仙子」後蹄處於窘境。轉
直路彎時，開始墮退的 「豐華盛甲」收慢避開 「
喜來仙子」後蹄，當時 「喜來仙子」被 「品學兼
優」（韋達）帶向外跑。小組譴責韋達，並告誡
他須加倍小心。四百米處， 「薄荷糖」移至 「佳
景良駒」內側以望空。趨近二百米處時在一段短
途程上， 「喜欣賞」靠近 「好好境」後蹄處於窘
境時收慢。

柏寶建議奪金換口銜鐵
第十一場 第三班 一四〇〇米
「奪金」與 「堅旺財」起步時互相碰撞。接

近千二米處時， 「奪金」（柏寶）昂首，並且難
以穩定走勢。其後接近一千米處時， 「奪金」開
始衝前，大力勒避 「堅旺財」後蹄時急促向外斜
跑。跟隨其後的 「名采」因而受阻礙。賽後，柏
寶告知小組，他建議馬主及練馬師可嘗試轉換該
駒的口銜鐵，以圖令該駒日後在陣上更易受到控
制。接近九百米處時， 「堅旺財」靠近 「風花雪
月」後蹄處於窘境之際昂首。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韋達韋達六六WW威風八面威風八面

(第一口)
⑧伽 楠搭⑦駿 盈 1,294.00
安慰獎
⑧伽 楠搭④愛 蓮 說 218.50
(第二口)
⑦駿 盈搭齊 飛 3,379.00
安慰獎
⑦駿 盈搭②勇敢福星 61.00
(第三口)
齊 飛搭②如你所願 1,393.00
安慰獎
齊 飛搭⑨萬 人 迷 787.50
(第四口)
②如你所願搭⑨開心凱旋 1,062.00
安慰獎
②如你所願搭②文武精神 206.00
(第五口)
⑨開心凱旋搭③多 豐 裕 702.00
安慰獎
⑨開心凱旋搭①進攻足球 361.50

(第六口)
③多 豐 裕搭⑥銀 子 彈 500.00
安慰獎
③多 豐 裕搭②左右逢源 83.50
(第七口)
⑥銀 子 彈搭④包裝博士 626.50
安慰獎
⑥銀 子 彈搭⑤花月春風 83.50
(第八口)
④包裝博士搭⑥愛 寶 駒 602.00
安慰獎
④包裝博士搭②小 宇 宙 41.50
(第九口)
⑥愛 寶 駒搭⑦品學兼優 132.50
安慰獎
⑥愛 寶 駒搭勝 風 114.50
第十口)
⑦品學兼優搭③風花雪月 61.50
安慰獎
⑦品學兼優搭⑨友 瑩 格 19.00

(第一口孖T)
第四場②如你所願④奪目商人⑨萬 人 迷
第五場①蜚聲國際②文武精神⑨開心凱旋
派彩：293,415.00 (7.8注中)
投注額：3,051,519.00
(第二口孖T)
第七場②左右逢源⑥銀 子 彈⑨卓爾名駒
第八場③滿 綵④包裝博士⑤花月春風
派彩：75,561.00 (23.6注中)
投注額：2,384,855.00
(第三口孖T)
第十場⑤薄 荷 糖⑦品學兼優勝 風
第十一場③風花雪月⑨友 瑩 格多 多 利
派彩：11,770.00 (259.0注中)
投注額：4,064,791.00
(三T)
第五場①蜚聲國際②文武精神⑨開心凱旋
第六場①進攻足球③多 豐 裕⑦瀟洒勁龍
第七場②左右逢源⑥銀 子 彈⑨卓爾名駒
正獎：無人中
第五場①蜚聲國際②文武精神⑨開心凱旋
第六場①進攻足球③多 豐 裕⑦瀟洒勁龍

安慰獎：25,686.00 (49.3注中)
投注額：12,515,129.00
(三寶)
第九場 ⑥愛 寶 駒
第十場 ⑦品學兼優
第十一場 ③風花雪月
正獎：672.00 (4398.2注中)
安慰獎：⑥⑦⑨180.00 (2894.6注中)
投注額：4,638,395.00
(六環彩)
第六場 ③多 豐 裕①進攻足球
第七場 ⑥銀 子 彈②左右逢源
第八場 ④包裝博士⑤花月春風
第九場 ⑥愛 寶 駒②小 宇 宙
第十場 ⑦品學兼優勝 風
第十一場 ③風花雪月⑨友 瑩 格
普通獎：1,577.00 (1331.4注中)
六寶獎：115,905.00 (18.1注中)
投注額：5,600,697.00
(騎師王)
①韋 達 最後賠率：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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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億三千零一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

元。
入場人數：沙田馬場，會員席七千

二百一十二人，公眾席一萬三千一百一
十九人，合共二萬零三百三十一人。

雙邊投注：跑馬地馬場，三千
五百一十八人。總入場人數：二

萬三千八百四十九人。

投注額十三億三千多萬投注額十三億三千多萬

▲主席錦標頒獎儀式大合照▲由方嘉柏訓練的 「包裝博士」 （四號）在柏寶力策下率先衝過終點
，勇奪主席錦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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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沙田賽馬結果及派彩

冠：⑧伽 楠 韋 達 W：130.50 P：21.00
亞：⑦全因有你 潘 頓 P：22.50
季：②金 鹿 蘇狄雄 P：73.00
殿：⑤叻得美麗 梁家俊
連贏：⑦⑧452.50 位置Q：⑦⑧ 91.50 三重彩：⑧⑦② 13,854.00

②⑧ 291.00 單 T：②⑦⑧ 1,952.00
②⑦ 245.50 四連環：②⑤⑦⑧ 2,459.00

時間 ： 0.57.18
冠軍勝亞軍 ： 3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⑦駿 盈 韋 達 W：121.00 P：38.50
亞：④愛 蓮 說 黎海榮 P：24.00
季：⑥電訊超星 霍勵賢 P：41.00
殿：⑧豐彩人生 梁家俊
連贏：④⑦486.50 位置Q：④⑦ 156.50 三重彩：⑦④⑥ 7,608.00

⑥⑦ 227.50 單 T：④⑥⑦ 1,464.00
④⑥ 176.50 四連環：④⑥⑦⑧ 2,285.00

時間 ： 1.23.78
冠軍勝亞軍 ：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齊 飛 吳嘉晉 W：216.00 P：56.50
亞：②勇敢福星 韋 達 P：11.00
季：⑩穩佔先機 霍勵賢 P：120.00
殿：喜 逸 潘 頓
連贏：②281.50 位置Q：② 81.50 三重彩：②⑩ 16,606.00

⑩ 662.00 單 T：②⑩ 2,213.00
②⑩ 199.00 四連環：②⑩ 2,253.00

時間 ： 0.57.73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冠：②如你所願 韋 達 W：59.00 P：21.50
亞：⑨萬 人 迷 霍勵賢 P：40.00
季：④奪目商人 蘇狄雄 P：47.00
殿：③神 童 郭立基
連贏：②⑨638.00 位置Q：②⑨ 162.00 三重彩：②⑨④ 8,793.00

②④ 161.50 單 T：②④⑨ 1,753.00
④⑨ 229.00 四連環：②③④⑨ 4,196.00

時間 ： 1.09.33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⑨開心凱旋 杜利萊 W：166.50 P：47.50
亞：②文武精神 楊明綸 P：61.00
季：①蜚聲國際 韋 達 P：20.00
殿：大 欣 賞 吳嘉晉
連贏：②⑨1,884.00 位置Q：②⑨ 473.00 三重彩：⑨②① 20,592.00

①⑨ 160.50 單 T：①②⑨ 2,952.00
①② 191.00 四連環：①②⑨ 2,374.00

時間 ： 1.36.18
冠軍勝亞軍 ： 1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③多 豐 裕 韋 達 W：45.00 P：18.00
亞：①進攻足球 蔡明紹 P：27.00
季：⑦瀟洒勁龍 楊明綸 P：42.50
殿：⑤開心飲勝 王志偉
連贏：①③203.00 位置Q：①③ 91.50 三重彩：③①⑦ 3,161.00

③⑦ 100.50 單 T：①③⑦ 793.00
①⑦ 194.00 四連環：①③⑤⑦ 7,813.00

時間 ： 1.49.29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⑥銀 子 彈 安國倫 W：79.50 P：27.00
亞：②左右逢源 柏 寶 P：33.00
季：⑨卓爾名駒 巫斯義 P：25.50
殿：皇仁勁駒 鄭雨滇
連贏：②⑥441.50 位置Q：②⑥ 135.50 三重彩：⑥②⑨ 5,400.00

⑥⑨ 108.50 單 T：②⑥⑨ 964.00
②⑨ 119.00 四連環：②⑥⑨ 2,630.00

時間 ： 1.08.65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④包裝博士 柏 寶 W：66.50 P：30.50
亞：⑤花月春風 韋 達 P：17.00
季：③滿 綵 巫斯義 P：18.50
殿：⑧陽明飛飛 安國倫
連贏：④⑤237.00 位置Q：④⑤ 78.50 三重彩：④⑤③ 3,401.00

③④ 94.00 單 T：③④⑤ 534.00
③⑤ 41.00 四連環：③④⑤⑧ 1,067.00

時間 ： 1.34.50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⑥愛 寶 駒 呂卓賢 W：63.50 P：22.50
亞：②小 宇 宙 韋 達 P：13.00
季：①摩法神采 杜利萊 P：44.00
殿：好 友 福 霍勵賢
連贏：②⑥97.50 位置Q：②⑥ 40.00 三重彩：⑥②① 21,786.00

①⑥ 186.50 單 T：①②⑥ 510.00
①② 88.50 四連環：①②⑥ 1,117.00

時間 ： 1.08.32
冠軍勝亞軍 ： 1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⑦品學兼優 韋 達 W：18.50 P：12.00
亞：勝 風 霍勵賢 P：23.00
季：⑤薄 荷 糖 杜利萊 P：71.50
殿：⑥好 好 境 呂卓賢
連贏：⑦64.50 位置Q：⑦ 31.50 三重彩：⑦⑤ 1,808.00

⑤⑦ 105.50 單 T：⑤⑦ 615.00
⑤ 333.50 四連環：⑤⑥⑦ 13,608.00

時間 ： 1.48.22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4馬位

冠：③風花雪月 韋 達 W：39.50 P：16.50
亞：⑨友 瑩 格 郭立基 P：23.50
季：多 多 利 霍勵賢 P：24.00
殿：②喜蓮芳芬 巫斯義
連贏：③⑨117.00 位置Q：③⑨ 52.50 三重彩：③⑨ 804.00

③ 65.00 單 T：③⑨ 259.00
⑨ 117.50 四連環：②③⑨ 880.00

時間 ： 1.22.12
冠軍勝亞軍 ：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