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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夜馬賽事，在谷草C加三跑道舉行。八場賽
事中，第三班有兩組跑千二米，現介紹第二組狀態表
現趨起之馬匹。

「大寶藏」今季才上陣，初在賀賢馬房，跑過四
仗，先出谷草一千米落敗而回；出泥地千二米同樣未
能上名；返回谷草跑二班賽包尾而回。其後轉投葉楚
航馬房，跑田草千二米得第六；上仗增程跑千四米亦

落敗。
「大寶藏」來自澳洲，在當地先跑千一米，八駒跑第二；後轉至新西

蘭作賽，在千二米勝出；再初出千二米三級賽事，十駒得第二。 「大寶藏
」之父系贏過九仗頭馬，九百至千二米。今次 「大寶藏」轉來谷草跑千二
米，以其速度及實力，大可亂大局。

「十二門徒」則屬今季新西蘭自購新馬。此駒首次上陣跑田草一千米
，韋達策騎即勝出；再而出千二米得第四；後改跑千四和一千米未有添頭
馬；上次在田草千二米作戰跑第三，負頭馬約半個馬位。此駒與 「超勝多
」同系，其父贏過七仗頭馬，千二至千四米。此駒今次改跑谷草千二米。
負較輕磅可亂大局。

「安琛」今季自購馬，來自澳洲，在當地跑過一仗一千米好地，即贏
頭馬。此駒與 「豐衣足食」同系，其父贏過四仗頭馬，千二至二千○四米
，包括一級賽事。 「安琛」屬蔡約翰馬房馬匹，試過多次大閘，走勢以近
一次後段稍有追勁，前段速度亦不慢，初出安排在谷草作戰，不妨吼緊之
半冷對象。

奪澳港杯奪澳港杯

澳港杯賽馬日結果及派彩澳港杯賽馬日結果及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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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④齊 歡 笑 杜利萊 W：66.50 P：17.00
亞：⑥力奇寶貝 史偉恩 P：27.00
季：⑦贏得就贏 卡爾德 P：13.00
殿：③天外之天 蔡明紹
連贏：④⑥290.50 位置Q：④⑥85.50 三重彩：④⑥⑦ 1,778.00

④⑦37.00 單 T：④⑥⑦ 262.00
⑥⑦50.00 四連環：③④⑥⑦ 508.00

時間：1.34.90

冠：①中葡之光 錢健明 W：19.50 P：11.50
亞：⑧皇龍五號 史釗域 P：97.50
季：⑦駿 年 高君濤 P：35.50
殿：⑤江河大霸 何豐平
連贏：①⑧708.50 位置Q：①⑧230.50 三重彩：①⑧⑦ 8,662.00

①⑦ 68.50 單 T：①⑦⑧ 2,608.00
⑦⑧641.50 四連環：①⑤⑧⑦ 938.00

時間：1.22.00

冠：⑦吉利精神 杜西奧 W：36.50 P：15.50
亞：⑥奇異恩典 梁健偉 P：22.00
季：⑤周日美麗 錢健明 P：36.00
殿：⑨勝 利 旺 李柏濤
連贏：⑥⑦179.50 位置Q：⑥⑦ 60.50 三重彩：⑦⑥⑤ 2,069.00

⑤⑦ 82.00 單 T：⑤⑥⑦ 543.00
時間：1.39.80 ⑤⑥111.50 四連環：⑤⑥⑦⑨ 1,205.00
三寶正獎：③/①/⑦ 2,235.00 安慰獎：③/①/⑥ 641.00

冠：①幸運歡笑 普健士 W：19.00 P：13.00
亞：④飛電神駿 蔡明紹 P：50.00
季：⑦御濠名駒 史偉恩 P：52.50
殿：易 通 錢 紀 斯
連贏：①④214.00 位置Q：①④ 76.50 三重彩：①④⑦ 3,036.00

①⑦105.50 單 T：①④⑦ 1,108.00
時間：1.15.90 ④⑦496.00 四連環：①④⑦ 4,676.00
第一口孖T：S2-2④⑥⑦搭S2-3①④⑦ 34,276.00

冠：①安 心 居 卡爾德 W：28.00 P：14.50
亞：②甜 爆 蔡明紹 P：14.50
季：③可可小子 杜西奧 P：14.50
殿：⑧海灣小子 何華麟
連贏：①②58.00 位置Q：①②29.00 三重彩：①②③ 266.00

①③32.50 單 T：①②③ 47.00
②③23.00 四連環：①②③⑧ 104.00

時間：1.35.70

冠：③福 嘉 旺 何豐平 W：196.00 P： 36.00
亞：⑦聯一草莓 紀 斯 P： 38.00
季：⑤新 品 威 何華麟 P：145.00
殿：①兄弟搖滾 杜西奧
連贏：③⑦811.00 位置Q：③⑦192.50 三重彩：③⑦⑤ 51,309.00

③⑤824.50 單 T：③⑤⑦ 5,522.00
⑤⑦829.00 四連環：①③⑤⑦ 12,411.00

時間：1.57.80

愛彼女皇盃愛彼女皇盃背心背心愛彼女皇盃短袖愛彼女皇盃短袖PoloPolo

主隊囊括過去八屆頭馬
今屆港隊繼續在此項總獎金高達1200萬港元的

冠軍一哩賽中排出強陣。過去兩年得主 「軍事攻略
」，將會爭取完成三連霸歷史創舉。負責訓練此駒
的練馬師約翰摩亞，更堪稱冠軍一哩賽常客，自此
賽於2007年升格為國際一級賽之後，已經憑 「步步
穩」與 「軍事攻略」兩駒四度奪標，由2010至2012
年更連下三城。今年摩廄再有三駒入選，除 「軍事
攻略」外，還有大賽常客 「花月春風」及 「讚惑」
。當然 「軍事攻略」衛冕路途絕不平坦，光是主隊
之內的主要對手，便有前廄侶 「包裝博士」、兩屆
香港馬王 「雄心威龍」以及上屆此賽亞軍 「精彩日
子」等勁敵。

「包裝博士」不久前方從摩廄轉投方嘉柏馬房
，4月7日復出一戰，即以雷霆萬鈞姿態捧走本地二
級賽主席錦標，繼季初莎莎婦女銀袋後，第二度在
港勝出分級賽。誠如方嘉柏所言： 「牠在晨課中一
向不起眼，大智若愚，你不易察覺到牠是匹有力在
一級賽中爭勝的賽駒，但只要一到比賽，馬兒便會
全力以赴。」

「包裝博士」來港前已於三級賽意大利二千堅
尼勝出，早已顯示其一哩實力超卓，今次縱然面對
國際級高手，伸算機會亦不遑多讓。

冠軍練馬師蔡約翰旗下的 「精彩日子」，是今屆
冠軍一哩賽另一爭勝要角。此匹Hussonet的五歲子嗣，
在港出賽十二次全入三甲，季內更加四度與兩屆香港
馬王 「雄心威龍」交鋒而互有勝負，包括勇奪二級賽

馬會一哩錦標及三冠大賽首關董事
盃，1600米實力在港現役馬中數一
數二。幕後已有計劃於冠軍一哩賽
之後，安排此駒六月份再度遠征日
本安田紀念賽，今仗定必全力以赴
力求贏馬壯聲威！

「獅子之王」 G1頭馬冠同儕
冠軍一哩賽自2007年升格為國際一級賽以來，

客軍能夠上名的只有2009年 「大腦」（代表澳洲）
及2011年 「果敢決斷」（代表南非）兩駒，前者原
先曾在香港服役。

今年偏向虎山行的海外賽駒有三匹。現年八歲
的 「獅子之王」堪稱新西蘭馬壇長青樹，出道七季
合共勝出二十場頭馬，包括電報讓賽、懷卡托啤酒
短途錦標、馬勁飛挑戰賽、杜勒讓賽及未來錦標等
十項一級賽，G1頭馬次數堪稱全組之冠，並且曾榮
膺2008/09及2011/12年度兩屆新西蘭馬王。

踏入2013年， 「獅子之王」集中在澳洲出賽，
首先在柯爾錦標跑第五，繼而在未來錦標得季軍，
而於前仗諾頓錦標落敗後，曾接受喉部手術，直至4
月初於佐治萊德錦標復出。該役 「獅子之王」要面
對的是澳洲一眾中距離好手，包括3歲明星賽駒 「比
亞路」，但牠跑來毫不示弱，直路上奮戰到底，最

終只以四分一馬位見負，可算雖敗猶榮。鑒於馬兒
近況當勇，加上這匹沙場老將早已習慣舟車勞頓，
練馬師華萊士認為讓牠來港一拼又有何妨。

「潛修客」 路有專長
來自英國的 「潛修客」雖然至今仍未勝出一級

賽，但過去八場頭馬中，有七次在一哩路程建功，
包括兩項二級賽，堪稱一哩專家。去年十月，在法
國凱旋門大賽日的1400米一級賽森林大賽中跑獲亞
軍，負於 「拜倫勳爵」一個半馬位。以 「拜倫勳爵
」其後來港在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跑入殿軍的賽績
計， 「潛修客」今次回師一哩，其機會絕對不可低
估。

「槍戰」 鬥心驚人
悉尼冠軍練馬師華禮納派出旗下鎮倉寶 「槍戰」

來港挑戰群雄。這匹現年6歲的 「灌木叢」子嗣在昆士
蘭出道，其後轉往悉尼及墨爾本發展更交出豐功偉績
，先後勇奪五項一級賽，包括蘭域堅尼、澳洲賽馬會
打吡、佐治文斯錦標，並且成為五十二年來第三匹成
功蟬聯兩屆諾頓錦標的賽駒。縱然曾多番受到傷患困
擾，但此駒鬥心驚人，陣上有股永不言敗的精神。

今年外來強敵能否打破主隊在冠軍一哩賽的壟斷
局面，馬迷不妨於5月5日到沙田馬場親自見證！

冠軍一哩賽海外三雄偏向虎山行
香港賽駒中短途實力一流乃世所公認。冠軍一哩賽自2005

年轉為國際賽事以來，主隊可謂控制大局，縱然歷來有不少名
氣響亮佳駟千里迢迢前來挑戰，但客軍最佳成績亦止於一席第
三名而已。

參加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只需於表格上
（影印本無效）填妥答案，連同回郵信封郵寄至香
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二期四樓403室，信封
面請註明《愛彼女皇盃》問答遊戲。截止日期為4月
24日（以郵戳日期為準）。得獎名額60位，每人只
能得獎一次，以最先答中為準。所有獎品由大公報
作最終裁決及安排，得獎者不得異議。得獎者將獲
回函通知。查詢電話：28310519

問題：本年度《愛彼女皇盃》與冠軍一哩賽分別於
4月及5月那兩天舉行？

答案：

姓名：

身份証號碼：✕✕✕( )( )( )✕
聯絡電話：

地址：

入場人士須年滿18歲，優惠詳情請參閱有關宣傳品及條款細
則，查詢請致電香港賽馬會熱線1817，或www.hkjc.com。

有 獎 問 答 遊 戲

馬會贊助獎品：

槍戰槍戰獅子之王獅子之王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2831 0500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兩匹香港代表及八匹澳門代表昨午在澳門仔馬場角逐今年的
澳港杯（澳門一級賽、草地1500米），由鄭俊偉訓練的香港代表 「
齊歡笑」，於騎師杜利萊胯下勇奪錦標。澳門代表 「力奇寶貝」及
「贏得就贏」，分別於這場總獎金達二百萬港元的賽事中跑獲第二

及第三名。第四名為另一匹香港代表 「天外之天」。
澳港杯賽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頒發獎杯

予勝出馬匹之馬主李國華，澳門賽馬會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梁安琪頒
發獎杯予練馬師鄭俊偉，澳門賽馬會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李柱坤頒
發獎杯予騎師杜利萊。負責料理 「天外之天」之馬伕於賽前獲最佳
馬伕表現獎，由香港賽馬會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利達賢頒獎。賽後，
梁安琪代表會方致送紀念品予譚伯源，澳門賽馬會董事總經理李志
強代表會方致送紀念品予香港賽馬會主席施文信以表謝意。

港代表港代表齊歡笑齊歡笑

▲澳門賽馬會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梁安琪（前排右），頒發獎杯
予頭馬 「齊歡笑」 的練馬師鄭俊偉

◀在澳港杯頒獎禮上，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
（前排右），將冠軍獎杯頒予頭馬 「齊歡笑」 的馬主李國華

葉楚航現時已勝出四十五場頭馬，雖然比
起排頭位的蔡約翰有六場距離，但與二、三位
方嘉柏及告東尼分別相差兩場及一場，相信要
在練馬師龍虎榜闖入三甲席位絕不難，周三谷
草夜馬賽事，估計又會有頭馬進帳。

第三班千二米， 「大寶藏」來港至今六戰
全數不入三甲，惟獨是晨操表現確實不錯，此

類馬匹大多數要一段日子才能適應水土，至今三戰谷草都敗不脫節
，今次同場對手實力甚強，看來要突破有一定難度，暫宜觀望。

第三班一六五○米， 「自成一格」最近五仗取得三冠兩亞，同
程更加直下三城，剛戰輕取 「安甲」予人尚有大把在手，復試狀態
保持大勇，如無意外，可期直下四城。

第四班一千米， 「勝在分秒」谷草此程是牠唯一出路，季內同
程先後挫敗 「創出商機」、 「金紫荊」，剛戰僅負 「勁」短馬
頭位得亞軍，匆匆捲土重來必思進取，穩位望贏馬膽。

第四班千二米， 「高耀之寶」今季內三度屈居亞軍，剛戰田草
同程負給 「開心陶寶」，田草千六負給 「利駿」，谷草同程負給 「
奪目商人」，上賽後復試狀態一直保持，今戰對手各有不足，理可
躋身三甲。

第四班一六五○米， 「大將軍」今季才踏入大熟期，三十八分
五班起步，第四仗田草千四米僅贏 「快快贏」短馬頭位，接一場
升班增程跑田草千六米，臨場票如雨下，最後輕取 「甜蜜一角」、
「豹顯神駒」，第七、八場跑谷草一哩負給 「精彩生輝」、 「盈威

勇士」得亞季，狀態保持勇健，留放得宜，可前列而回。

大寶藏亂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