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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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馬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賽事，全日重頭戲
是第九場由第二班馬跑千二米競逐的香港交易所
挑戰杯，結果由馬偉昌策騎的時廄馬 「帝國勇將
」勝出。潘頓以三十六分榮膺騎師王。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競賽部分報告：

常山鳳寶流鼻血
第一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進入直路時， 「駟馬難追」在一段短途程上

靠近 「勝在分秒」後蹄處於窘境後，自該駒後面
向內移入。 「駟馬難追」其後難以望空直至跑過
二百米處。在最後二百米， 「高山威龍」在催策
下將頭轉側及內閃。 「喜萬家」沿途在外疊競跑
，沒有遮擋，直路上墮退。賽後獸醫應練馬師鄭
俊偉要求替 「添歡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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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
賽後，獸醫報告， 「駟馬難追」失去左前蹄的蹄
鐵。賽後獸醫立即檢查「常山鳳寶」，發現該駒流
鼻血。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六五〇米
在早段， 「髮中寶」在沒有遮擋下走外疊，

過了千二米處後獲許展步上前至較為靠近內欄的
較前位置。趨近一千米處時， 「大衛金剛」在靠
近 「壽比南山」後蹄競跑時向外斜跑避開該駒。
五百米處， 「高明威威」收慢避開 「龍之欣」的
後蹄，當時 「龍之欣」靠近 「馬友財」後蹄處於
窘境。趨近及跑過二百米處時， 「馬友財」難以
望空，接近一百米處時在 「十足十」與 「壽比南
山」之間無路可上後收慢並移至 「十足十」內側
。其後在末段， 「馬友財」靠近 「幸運勇士」後
蹄處於窘境，因而未能全力施為。

小林夜雨被查跑法
第三場 第四班 一六五〇米
被查詢時，蔡明紹說，他獲 「小林夜雨」練

馬師沈集成發出的策騎指示與上仗相同，就是盡
可能領放，但如果步速太快，就應嘗試佔取領放
馬群之後的位置。他說，根據策騎指示，他自大
外檔出閘後在早段積極催策 「小林夜雨」，以圖
佔取前列位置。他說，排檔較坐騎佳的 「大將軍
」同樣在早段被力策以佔取前列位置，因此在首
次趨近終點時他需用鞭拍打坐騎的肩部以圖令牠
加速更快以超越 「大將軍」。他說，首次跑過終
點後，顯易而見 「大將軍」將保持在他內側，因
此他第一次望向內側以確定跟隨 「大將軍」的 「

曜豐泰」是否會向內移入內欄，讓坐騎有機會向
內移入至 「大將軍」後面，及後他亦曾多次望向
內側。他說， 「夢幻拍檔」持續保持在 「曜豐泰
」內側，他未能向內移入至 「大將軍」後面，由
於他認為當時的步速頗快，考慮到 「小林夜雨」
在早段未有展現所需的前速，他不願在首次跑過
終點至接近千一米處的一段途程上持續催策坐騎
以圖帶離 「大將軍」。他又說，跑過千一米處時
，他再次測試 「大將軍」會否讓坐騎過頭並居於
坐騎後面取得遮擋，但 「大將軍」持續居於坐騎
內側，導致坐騎在第三疊沒有遮擋下競跑。他說
，跑過八百米處時， 「曜豐泰」沒有保持在 「大
將軍」後面，因此他收慢 「小林夜雨」以圖向內
移入至 「大將軍」後面，但當他這樣做時，坐騎
隨即脫口，由於他聽到 「曜豐泰」的騎師呼喊，
提醒他尚有另一駒居於該駒內側，他因而未能將
坐騎向內移入。他說，但無論如何， 「小林夜雨
」此時已泄氣，其後急促墮退，轉直路彎時在馬
群中轉弱墮後至遙遙包尾的位置。他又說， 「小
林夜雨」墮退的幅度令人驚訝，但他認為不能以
坐騎在六百米處前一直在第三疊競跑完全解釋。
沈集成證實發給騎師蔡明紹的策騎指示，並認為
「小林夜雨」是日差劣的表現可歸咎於該駒沿途

在外疊沒有遮擋下競跑。他說， 「小林夜雨」上
仗勝出後狀況良好，他認為該駒體力恢復得很好
。他說，是賽後他打算考慮讓 「小林夜雨」重拾
新鮮感，但會在賽後數日監察該駒的進度後才作
最終決定。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小林夜雨」，並
無發現任何明顯異常之處。 「小林夜雨」上仗勝
出，小組認為該駒今仗的表現難以接受。 「小林
夜雨」必須試閘及格，並且通過獸醫檢驗後，才
可再次出賽。

第四場 第五班 一二〇〇米
「好精伶」出閘緩慢。 「辣得喜」出閘笨拙

，繼而在起步後不久在 「快樂良友」與 「華倫天
奴」之間嚴重受擠迫時勒避，當時 「快樂良友」
向外斜跑， 「華倫天奴」則在同樣出閘笨拙後向
內斜跑。在此宗事件中， 「華倫天奴」在受擠迫
時同樣受阻礙，觸碰 「叻叻財星」的後軀， 「叻
叻財星」因而失去平衡。起步後不久， 「上海先
鋒」受 「團隊福星」碰撞，當時 「團隊福星」被
「飛天龍駒」帶向外跑， 「飛天龍駒」則被 「嘻

哈大少」帶向外跑。 「盈驥」自大外檔出閘後不
久在馬群後面切入。接近八百米時， 「叻叻財星
」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八〇〇米
被查詢時，鄭雨滇說，他獲指示自大外檔出

閘後盡可能讓 「喜跑得」佔取前列位置，根據指
示，他在早段猛烈催策 「喜跑得」，但坐騎未展
現前速。他說，儘管他積極催策 「喜跑得」，但
排在坐騎內側檔位的 「永勝多」在早段明顯展現
更快的前速，因此於首次趨近終點時他將 「喜跑
得」向內移入以在 「永勝多」後面取得遮擋。他
說，接近千四米處時， 「永勝多」收慢，導致 「
喜跑得」在靠近該駒後蹄處於窘境時開始難以穩
定走勢，並且向外斜跑。他說， 「喜跑得」此時
走勢過於強勁，由於他預計 「永勝多」會被騎師
持續收慢，於是他選擇讓 「喜跑得」繞過該駒推
進。此舉導致 「喜跑得」於過了千一米處後在領
先兩駒 「莫己若」與 「天山」外側走第三疊。他
又說，他並不認為繼續推進以圖佔取更靠近內欄
的位置是符合坐騎最佳利益的做法，倘若他這樣
做，他認為 「喜跑得」其後將不能以勁勢衝刺。
「喜跑得」因而在餘下途程上需繼續在外疊沒有

遮擋下競跑。賽後獸醫立即檢查 「好傢伙」，發
現該駒左前腳不良於行。

御皇鷹宜縮程角逐
第六場 第三班 一六五〇米
過了五百米處後， 「魅力星」（蘇狄雄）被

「鴻福滿滿」碰撞及帶出更外疊，當時 「鴻福滿
滿」移至 「皇龍戰駒」內側以望空。蘇狄雄報告
，被 「鴻福滿滿」碰撞後， 「魅力星」脫口，儘
管被一路催策，但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重拾平衡。
他說，重拾平衡後， 「魅力星」繼而以勁勢衝刺
。被查詢有關 「御皇鷹」令人失望的表現時，馬
偉昌說，沿途居領放馬群後面走勢暢順後， 「御
皇鷹」轉直路彎時轉換跑線望空後在直路上轉弱
的走勢令人失望。他說，他認為 「御皇鷹」在現
階段的競賽生涯角逐一六五○米途程賽事仍有欠
成熟，因此他與該駒的練馬師約翰摩亞商討，考
慮在日後讓該駒縮程角逐。

第七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被查詢有關 「萬醒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郭立基說，坐騎時而上口時而脫口直至大約七百
米處，此時坐騎開始走勢強勁。他說，轉直路彎
時 「萬醒駒」推進至靠近頭馬 「星運俊爵」後蹄
競跑，他預期坐騎在直路上受催策時會加速。他
說，入直路時他將 「萬醒駒」向外移出以在 「星
運俊爵」與 「薑餅人」之間推進，但當 「星運俊
爵」於接近三百米處時加速之際， 「萬醒駒」的
走勢不足以與 「星運俊爵」一起上前。他說，其
後 「萬醒駒」在末段持續受催策，但轉弱的走勢
令人失望。

蘇狄雄被罰停賽兩日
第八場 第三班 一八〇〇米
蘇狄雄（ 「首飾多寶」）承認一項不小心策

騎〔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在接近
千五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新妙星」
時向內斜跑，導致該駒被帶向內跑壓向 「綠豆爽
」， 「綠豆爽」因而受阻礙並橫越 「薄荷糖」應
有的跑線，導致 「薄荷糖」受擠迫並失地。小組
判罰蘇狄雄停賽（兩個香港賽馬日）直至四月二
十九日星期一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押後
至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澳門賽馬會賽事後執行。
此外，蘇狄雄被罰款二萬元，以代替停賽多一個
賽馬日。

第九場 香港交易所挑戰杯 第二班 一二
〇〇米

「一寶」起步後不久在 「威威具星」與 「香
港神駒」之間受擠迫，當時 「威威具星」向外斜
跑， 「香港神駒」被 「先鞭直前」帶向內跑， 「
先鞭直前」則被 「愛寶駒」帶向內跑，當時 「愛
寶駒」將頭轉側及向內斜跑避開 「光輝出擊」。
趨近及跑過二百米處時， 「一寶」受困而未能望
空。跑過一百五十米處時，正在墮退的 「飛闖」
收慢避開 「一寶」後蹄，當時 「一寶」移向 「愛
寶駒」外側時被該駒帶出更外疊。

第十場 第一班 一六五〇米
被查詢時，王志偉說，他獲指示盡可能將 「

軍功」置於第三或第四位。他說，首次跑過終點
時，顯然易見，他未能向內移入至領放馬匹後面
，因為該位置已被數駒佔取，因此跑過千二米處
時，他在 「牽動美麗」外側的第三疊位置競跑，
「牽動美麗」則在領放馬 「傾力之城」外側競跑

。他說，由於步速慢，他曾考慮改善位置以圖佔
取靠近內欄的位置，然而，他認為 「傾力之城」
及 「牽動美麗」均不會放棄位置，這將導致 「軍
功」需消耗氣力，卻極可能仍然需在第三疊競跑
。他說，雖然坐騎沿途在沒有遮擋下走外疊，他
選擇讓坐騎保持平衡。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帝國勇將帝國勇將奪香港交易所杯奪香港交易所杯

(第一口)
③勁 啲 啲搭②彪形好漢 215.50
安慰獎
③勁 啲 啲搭⑥幸運勇士 26.00
(第二口)
②彪形好漢搭①閃耀小子 348.00
安慰獎
②彪形好漢搭②你知我贏 51.50
(第三口)
①閃耀小子搭⑩不老精英 424.00
安慰獎
①閃耀小子搭②飛天龍駒 30.00
(第四口)
⑩不老精英搭①可愛人生 408.50
安慰獎
⑩不老精英搭④足智多謀 137.50
(第五口)
①可愛人生搭②將 男 196.50

安慰獎
①可愛人生搭⑥魅 力 星 115.50
(第六口)
②將 男搭星運俊爵 916.00
安慰獎
②將 男搭⑩旺 綵 65.50
(第七口)
星運俊爵搭⑤首飾多寶 2,627.00
安慰獎
星運俊爵搭④駕 翠 883.00
(第八口)
⑤首飾多寶搭⑧帝國勇將 1,485.50
安慰獎
⑤首飾多寶搭②一 寶 81.00
(第九口)
⑧帝國勇將搭⑩連 利 多 476.00
安慰獎
⑧帝國勇將搭⑧戶外名駒 219.50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①閃耀小子②你知我贏⑤勝任有餘
第四場②飛天龍駒⑦好 精 伶⑩不老精英
派彩：8,054.00 (303.1注中)
投注額：3,255,569.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②將 男⑥魅 力 星勁 友 福
第七場③好 精 神⑩旺 綵星運俊爵
派彩：83,309.00 (23.5注中)
投注額：2,618,319.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②一 寶⑤善 ⑧帝國勇將
第十場⑧戶外名駒⑨金獅威將⑩連 利 多
派彩：211,457.00 (14.6注中)
投注額：4,139,613.00
(三T)
第四場②飛天龍駒⑦好 精 伶⑩不老精英
第五場①可愛人生②永 勝 多④足智多謀
第六場②將 男⑥魅 力 星勁 友 福
正獎：1,930,885.00 (16.1注中)
第四場②飛天龍駒⑦好 精 伶⑩不老精英
第五場①可愛人生②永 勝 多④足智多謀

安慰獎：2,203.00 (1067.0注中)
投注額：23,216,867.00
(三寶)
第八場 ⑤首飾多寶
第九場 ⑧帝國勇將
第十場 ⑩連 利 多
正獎：5,326.00 (582.8注中)
安慰獎：⑤⑧⑧3,693.00 (148.3注中)
投注額：4,869,792.00
(六環彩)
第五場 ①可愛人生④足智多謀
第六場 ②將 男⑥魅 力 星
第七場 星運俊爵⑩旺 綵
第八場 ⑤首飾多寶④駕 翠
第九場 ⑧帝國勇將②一 寶
第十場 ⑩連 利 多⑧戶外名駒
普通獎：40,764.00 (50.7注中)
六寶獎：2,069,050.00 (0.6注中)
投注額：5,517,493.00
(騎師王)
①潘 頓 最後賠率：1.3倍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昨日跑馬地賽馬總投注額
十二億五千二百一十五萬三千六百

六十二元。
入場人數：跑馬地馬場，會員席

六千一百零三人，公眾席八千四百四
十八人，合共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一人。

雙邊投注：沙田馬場，四千九
百一十五人。總入場人數：一萬

九千四百六十六人。

投注額十二億五千多萬投注額十二億五千多萬

▲馬偉昌（左）憑 「帝國勇將」 而捧走香港交易所挑戰杯▲蔡約翰（右）昨憑 「首飾多寶」 增添頭馬，季內已勝出五十場，繼
續在練馬師龍虎榜領放

▼

潘
頓
連
續
兩
次
賽
事
榮
膺
騎
師
王

跑馬地賽馬結果及派跑馬地賽馬結果及派彩彩

冠：③勁 啲 啲 蔡明紹 W：39.00 P：14.50
亞：⑩勝在分秒 潘 頓 P：15.00
季：高山威龍 霍勵賢 P：34.00
殿：②駟馬難追 柏 寶
連贏：③⑩90.50 位置Q：③⑩ 36.00 三重彩：③⑩ 1,640.00

③ 90.50 單 T：③⑩ 334.00
⑩ 77.00 四連環：②③⑩ 298.00

時間 ： 0.57.57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②彪形好漢 梁家俊 W：86.50 P：24.50
亞：⑥幸運勇士 潘 頓 P：16.00
季：⑨十 足 十 郭立基 P：21.00
殿：①龍 之 欣 吳嘉晉
連贏：②⑥126.00 位置Q：②⑥ 54.00 三重彩：②⑥⑨ 1,442.00

②⑨ 84.00 單 T：②⑥⑨ 198.00
⑥⑨ 46.50 四連環：①②⑥⑨ 2,960.00

時間 ： 1.41.95
冠軍勝亞軍 ： 2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頸位

冠：①閃耀小子 巫斯義 W：45.00 P：16.50
亞：②你知我贏 潘 頓 P：17.00
季：⑤勝任有餘 鄭雨滇 P：34.00
殿：④駿馬精英 呂卓賢
連贏：①②110.50 位置Q：①② 46.50 三重彩：①②⑤ 2,371.00

①⑤ 81.50 單 T：①②⑤ 468.00
②⑤ 82.50 四連環：①②④⑤ 797.00

時間 ： 1.41.31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⑩不老精英 楊明綸 W：108.50 P：30.00
亞：②飛天龍駒 潘 頓 P：14.50
季：⑦好 精 伶 梁家俊 P：21.50
殿：⑨嘻哈大少 何澤堯
連贏：②⑩136.00 位置Q：②⑩ 60.50 三重彩：⑩②⑦ 1,235.00

⑦⑩ 79.00 單 T：②⑦⑩ 173.00
②⑦ 42.50 四連環：②⑦⑨⑩ 394.00

時間 ： 1.10.88
冠軍勝亞軍 ： 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2馬位

冠：①可愛人生 潘 頓 W：40.50 P：16.50
亞：④足智多謀 安國倫 P：29.00
季：②永 勝 多 何澤堯 P：38.00
殿：⑦百威將領 霍勵賢
連贏：①④199.50 位置Q：①④ 69.50 三重彩：①④② 2,705.00

①② 107.00 單 T：①②④ 691.00
②④ 212.50 四連環：①②④⑦ 1,340.00

時間 ： 1.51.52
冠軍勝亞軍 ：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②將 男 蔡明紹 W：44.00 P：20.00
亞：⑥魅 力 星 蘇狄雄 P：35.00
季：勁 友 福 黎海榮 P：25.00
殿：⑤鴻福滿滿 柏 寶
連贏：②⑥363.00 位置Q：②⑥ 129.50 三重彩：②⑥ 3,073.00

② 61.00 單 T：②⑥ 652.00
⑥ 175.50 四連環：②⑤⑥ 710.00

時間 ： 1.41.78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短馬頭位

冠：星運俊爵 何澤堯 W：177.00 P：46.50
亞：⑩旺 綵 王志偉 P：28.00
季：③好 精 神 薛寶力 P：17.50
殿：②薑 餅 人 潘 頓
連贏：⑩642.00 位置Q：⑩ 175.50 三重彩：⑩③ 7,233.00

③ 135.50 單 T：③⑩ 997.00
③⑩ 68.00 四連環：②③⑩ 617.00

時間 ： 1.10.93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1 1/4馬位

冠：⑤首飾多寶 蘇狄雄 W：111.50 P：30.00
亞：④駕 翠 黎海榮 P：48.00
季：②陽光普照 呂卓賢 P：18.00
殿：綠 豆 爽 楊明綸
連贏：④⑤1,240.00 位置Q：④⑤ 290.00 三重彩：⑤④② 9,741.00

②⑤ 100.50 單 T：②④⑤ 1,218.00
②④ 221.00 四連環：②④⑤ 2,466.00

時間 ： 1.49.90
冠軍勝亞軍 ：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⑧帝國勇將 馬偉昌 W：135.50 P：30.00
亞：②一 寶 柏 寶 P：18.50
季：⑤善  安國倫 P：29.50
殿：④威威具星 潘 頓
連贏：②⑧278.00 位置Q：②⑧ 81.50 三重彩：⑧②⑤ 3,004.00

⑤⑧ 147.00 單 T：②⑤⑧ 429.00
②⑤ 67.50 四連環：②④⑤⑧ 427.00

時間 ： 1.09.89
冠軍勝亞軍 ： 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 1/2馬位

冠：⑩連 利 多 霍勵賢 W：34.00 P：16.50
亞：⑧戶外名駒 梁家俊 P：42.50
季：⑨金獅威將 薛寶力 P：47.50
殿：④牽動美麗 蔡明紹
連贏：⑧⑩396.00 位置Q：⑧⑩ 103.50 三重彩：⑩⑧⑨ 4,887.00

⑨⑩ 144.50 單 T：⑧⑨⑩ 1,089.00
⑧⑨ 279.50 四連環：④⑧⑨⑩ 1,664.00

時間 ： 1.40.52
冠軍勝亞軍 ： 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 ： 馬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