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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名稱 

檢視 
我們稱一個特別設計的賽事資料表為「檢視」. 

程式模型 

一個為分析賽事資料而設定的檢視稱之為「程式模型」，程式模型通常

都會利用投注樂統計函數顯示統計資料。 

程式模型語言 

程式模型語言  (Model Construction Language MCL) 是投注樂專為賽馬資料
分析而設計的電腦程式語言，你可以利用程式模型語言： 

1. 依你設計的格式，顯示你所選定的賽事、馬匹、騎師、馬房、晨操

及其他和賽事有關的資料 

2. 建立算式作數據運算 

3. 進行資料統計 

4. 為個人評註和評分提供預設值 

 

功能強大的投注樂程式模型語言，使投注樂成為專業的賽馬資料分析功

具，至今仍未有任何電腦軟件可以提供近似投注樂的賽馬資料分析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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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名次模型 

建立檢視 
請依下列步驟建立一個顯示馬匹名次統計資的檢視。 

1. 在賽事日曆中，以滑鼠選擇 1997年 3月 8日第 5 場賽事 （圖 1），
投注樂會顯示該場的賽事資料表單（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圖 1 – 賽事日曆 

2. 在馬匹檢視頁中（圖 2）, 按〔新增〕鍵。 

  

圖 2 – 賽事資料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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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投注樂顯示「定義檢視」表單後（圖  3），  在表單的上半部輸入
下列檢視設定： 

欄 內容 值 
檢視簡稱 檢視的短名 平均名次 
英文模式對應

的檢視 
當投注樂由中文模式轉換至英

文模式時，這檢視會取代目前

的檢視 

(保持空白) 

檢視長名 檢視的長名 馬匹平均名次 
出賽馬匹 / 報名
馬匹 

設定檢視所顯示的是出賽馬匹 
抑或是報名馬匹 

出賽馬匹 

凍結欄位數目 當檢視的欄位多時，我們要左
右捲動以觀看溢出視線範圍的

欄位，你可以把若干個最左的

欄位凍結，使檢視捲動時，這

些凍結欄位保持不動。 

0 

顯示算式 若果你選擇了「顯示算式」，

當你把鼠標放在檢視欄標題之

上時，投注樂會把檢視欄的算

式顯示在螢幕的右上角。 

ü 

 

 

圖 3 – 「定義檢視」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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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注樂在新的檢視之中自動加入一個名為「新檢視欄」的預設檢視

欄，請把這一檢視欄作以下修改（圖 4）： 

檢視欄 內容 值 
欄名 檢視欄標題 馬號 
欄闊 檢視欄闊度（像素） 20 
類別 檢視欄的資料類別 （不變） 
字數 / 位數 資料的字數 （不變） 
小數位 小數位 （不變） 
內置欄 內置欄是現成的資料欄，使你無須

編寫任何MCL函數即可顯示資
料，當你選擇了「內置欄位」圓鈕

之後，你可以在圓鈕右方的下拉表

單中選擇一個合適的內置欄。 

馬匹編號 

使用者自定欄位 當你選擇了「使用者自定欄位」圓
鈕之後，你可以在圓鈕右方的MCL
算式編輯方格之內輸入MCL算
式。 

 

使用者輸入欄 假如這檢視欄將會用作資料輸入，

請選擇了這個類別。  
 

備註 當游標移入檢視欄時，投注樂會在

狀態列中顯示這些文字。 
馬匹編號 

 
註：投注樂會自動替內置欄設定資料類別，字數和小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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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編輯檢視欄 

5. 按〔新增〕鍵加入以下檢視欄，以顯示馬匹的名次（圖 5）： 

項目 數值 
欄名 名次 
欄闊 29 
內置欄位 名次 
備註 馬匹名次 
  

6. 再按〔新增〕鍵加入以下檢視欄，以顯示馬匹的名稱: 
項目 數值 

欄名 馬匹 
欄闊 59 
內置欄位 馬匹名稱 
備註 馬匹名稱 

 
7. 再按〔新增〕鍵加入以下檢視欄，以顯示馬匹上一次再對上一次賽

事的名次，這是一個使用者自定欄位，我們會在 MCL 算式編輯方
格之內輸入 MCL 算式，在輸入算式之前，你須先按編輯方格左方
的「使用者自定欄位」圓鈕。 

項目 數值 
欄名 名次(2) 
欄闊 49 

MCL 算式

編輯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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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Numeric 
字數 / 位數 2 
小數位 0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FP(2) 
備註 上上賽名次 

 
8. 再按〔新增〕鍵加入以下檢視欄，以顯示馬匹上一次賽事的名次。 

項目 數值 
欄名 名次(1) 
欄闊 49 
類別 Numeric 
字數 / 位數 2 
小數位 0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FP(2) 
備註 上賽名次 

  

觀看檢視資 

9. 按〔貯存離開〕鍵貯存檢視設定，你會看到檢視提取了以下的資

料： 

  
圖 5 – 平均速度檢視 

 

.NULL. 表示
沒有往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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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把滑鼠標放在檢視欄「名次(1)」的標題之上（不要按滑鼠鍵），投
注樂會在螢幕的右上角顯示欄的算式「HrFP(1)」，當你在設計檢視
的階段，這一功能可以幫助你了解檢視的內容和結構，但當設計完

成之後，你可能會覺得右上角顯示欄的算式影響你觀看資料，如有

需要，你可以隨時在檢視設計表單中關閉這項功能（圖 6）。 
 

  

圖 6 – 關閉算式顯示功能 

 
11. 按設定往績列的 Spinner按鈕，把往績列設定為 2，按右方的小按鈕

重新顯示檢視資料 (圖 7)。 

 

  

圖 7 – 顯示往績 

 

請觀察每匹馬的往績列，看MCL函數所提取的資料是否正確。 

「小飛俠」上次再

上次賽事的名次 

海翡翠「小飛俠」上次再

上次賽事的名次。 

你隨時可以把「顯

示算式」功能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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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顯示平均名次的檢視欄 

12. 按〔修改〕鍵修改檢視設定。 

 

圖 8 – 檢視〔修改〕鍵 

13. 當定義檢視表單顯示之後，在表單之中按〔新增〕鍵加入一「平均
速度」欄如下： 

項目 數值 
欄名 平均名次 
欄闊 45 
類別 Number 
字數 / 位數 4 
小數位 1 
使用者自定欄位 Average(Column('名次(1)'),Column('名次(2)')) 

 
馬匹的平均名次可以反映馬匹的實力，平均名次較小的馬匹勝出率

較高，顯示馬匹的實力較強，故此我們可以把這一簡單檢視視作一

個可以幫我們分析賽事的模型，下面我們會加入一「博彩指數欄」

使這一模型提供更多資料。 

建立博彩指數 

14. 假如你指定模型的其中一個欄為博彩指數，投注樂可以利用這個欄
評估模型的命中率，評估的結果會告訴你在過往某一段時間之內，

假如你每場都投注於博彩指數最高的馬匹，勝負會是怎麼樣。要應

用模型評估功能，模型的設計必須符合一列條件： 

l 模型須有一博彩指數欄 

l 博彩指數大表示馬匹的勝出的機會較高 

按「修改」鍵

修改檢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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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平均名次模型中，「平均名次」可以反映馬匹的實力

或勝算，但由於一般人都相信平均名次小的馬勝算較高，這並不符

合博上述彩指數的第二點要求，為了評估這一模型，我們另設博彩

指數欄如下。 

請在「定義檢視表單」中按〔新增〕鍵加入以下的新欄： 

項目 數值 
欄名 名次指數 
欄闊 59 
類別 Number 
字數 / 位數 4 
小數位 1 
使用者自定欄位 14 - Column('平均名次') 
博彩指數 ü 

 
由於每場賽事最多只有 14匹馬參賽，我們用 14減平均名次，把小
的平均名次轉化成為大的名次指數，作為評估賽事的博彩指數。 

 
15. 按〔貯存離開〕鍵貯存最新的設定回到檢視資料頁。 

 

 

  

圖 9 – 名次指數 

按標題使檢視列依這欄由小至大

排序，再按則改為由大至小排序

（只有紅色標題的欄可以排序） 

按這一位置可以使檢

視列回復原來的次序

小的平均名

次轉換成大

的名次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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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指數的算式  14-Column('平均名次') 把小的平均名次轉換成大的
數值，使名次指數符合作為博彩指數的條件。 

評估模型 

16. 在賽事資料表單中按〔評估〕鍵。  

  

圖 10 - 〔評估〕鍵 

你會看到下列的表單： 

 

圖 11 - 評估模型 

17. 設定下列的評估時段： 

由馬季年度 1996 – 1997 第 1 場 

至馬季年度 1996 – 1997 第 50 場 

按此鍵評估模型 



平均名次模型  頁 15 

 

18. 在時段設定格下，選擇「利用系統的舊計算值」。 

每次觀看檢視資料表的時候，投注樂會把檢視中，MCL 算式的計算
值貯存在暫存檔之中，選擇了「利用系統的舊計算值」，投注樂會

利用這些暫存值進行模型評估，以節省算式重計的時間計，即使投

注樂在資料更新的時候更正了錯誤的數據，評估系統仍然會使用暫

存檔中舊的錯誤資料作評估；選擇「重新計算所有算式」則可以保

証投注樂用最新的資料作評估。 

19. 按〔計算〕鍵開始評估，你會見到下面的評估結果： 

 

圖 12 – 模型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顯示在 1996-1997年度的首 50場賽事中，假如你依照平均
速度模型，每場賽事皆以獨贏投注博彩指數最高的馬匹，你會獲取

185% 的回報（投注 620元，收回 620 x 1.85=1147元）；假如你每
場賽事皆以獨贏投注三隻博彩指數最高的馬匹，你會獲取 116% 的
回報。 

假如每場賽事皆以位置投注博彩指數最高的馬匹，你會獲取 106% 
的回報；假如每場賽事皆以位置投注三匹博彩指數最高的馬，你只

能收回投注額的 80%（輸錢）。 

11匹博彩指數
最高的馬(22%)

勝出 

7匹博彩指數 
最高的馬 

(14%) 跑第 2 

5匹博彩指數最高

的馬 (10%) 跑第 3

按這些鍵可以

列出對應的賽

事 

當兩匹馬的博彩指

數相同時，投注樂

假設你會同時投注
這兩匹馬，所以總

投注數有時會多於

總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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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對應的賽事 

20. 圖 12 的統計結果顯示，有 11場博彩指數最高的賽事勝出了，你可
以按統計結果表單上的〔1〕鍵，列出這 11場賽事（圖  13），同樣
地，你可以按〔2〕及〔3〕 鍵列出第二名及第三名的賽事，或按 
〔列出鍵〕列出所有有賽事。 

 

圖 13 – 列出首名的賽事 

21. 你可以在日期、馬匹、騎師或馬房等欄連按兩下以開啟對應的表
單。 

用經篩選的賽事作模型評估 

利用投注樂的賽事篩選功能，你可以只評估某符合特定條件的賽事，以

觀察模型在甚麼條件之下命中率最高。 

22. 在「賽事篩選條件」方格中輸入以下算式：HrDistance()=1650 (圖  
14)，這算式要投注樂只挑選 1650米的賽事作模型評估，有 12場賽
符合此一條件，投注樂會顯示新的統計結果。 

在選條件算式之中，我們使用了 MCL函數 HrDistance()，你可以在
算式之中使用不同的 MCL 函數，在評估一場賽事之前，投注樂會
先把賽事頭馬的有關數據，輸入條件算式，假如條件算式成立

（True），投注樂會把這一場賽事列作評估範圍，假如條件算式不
成立（False），投注樂會捨棄這一場賽事。（注意：投注樂不會計
算頭馬以外的其他馬匹） 

在日期、馬匹、騎

師或馬房等欄雙戢

連按兩下以開啟對

應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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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 評估特定條件下模型的命中率 

同一場賽事有相同的博彩指數 
在評估模型的時候，假如兩個高的博彩指數的數值完全相同，投注樂會

假設你會同時投注兩匹馬，例如在 1996年 9月 8日的第 3場賽事，  財駿
及銀湖的名次指數皆為 12.5（圖 15），在計算以最高博彩指數作獨贏投
注的時候，投注樂會對每匹馬各投注 10 元，這場賽事的投注額變成 20
元， 而其他沒相同最高博彩指數的賽事則只會投注 10元。 

  

圖 15 兩匹馬的博彩指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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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的速度 

時間，秒數和速度 
馬匹的速度是分析賽事的重要資料，投注樂有三個不同的函數，分別以

不同的方式顯示馬匹的速度，現在讓我們做建立一個簡單模型，以了解

這幾個函數的分別。 
 
1. 把賽事日曆轉換至 1997年 3月 5日，在賽事表中選擇第 1場賽事。 

2. 在賽事資料表單的馬匹檢視頁中，按右方的〔新增〕鍵，建立一個

新的檢視。 

3. 在「定義檢視」表單的上半部，輸入下面的檢視資料： 

項目 數值 
檢視簡稱 速度 
英文模式對應的檢視 (保留空白) 
檢視長名 速度分析 
出賽馬匹 ü 

顯示算式 ü 

涷結欄位數目 0 
 

 

圖 16 

 
4. 新增以下的檢視欄： 

檢視欄標題 性質 數值 
欄闊 36 

馬號 
內置欄位 馬匹編號 
欄闊 53 

馬匹 
內置欄位 馬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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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闊 40 
距離 

內置欄位 距離 
欄闊 47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Time() 
類別 Text  

時間 

字數/位數 6 
欄闊 50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Seconds() 
類別 Number 
字數/位數 5 

秒數 

小數位 1 
欄闊 50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Speed() 
類別 Number 
字數/位數 5 

速度 

小數位 2 
 
5. 按〔貯存離開〕鍵， 投注樂會顯示以下的資料： 

 

 

圖 17 

上圖的資料中，時間、秒數和速度三欄以不同的形式顯示了馬匹的

速度，就以「倚天龍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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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資料 如何計算出 
時間 1.54.2 (1 分 54.2 秒)  
秒數 114.2 秒 = 1 分 x 60秒 + 54.2秒 
速度 15.76 米每秒 = 1800 米 / 114.2 秒 

 

在資料分析時，你會發覺速度比其他兩種形式更為科學和更合適作

分析比較。 

6. 按右下方的往績列數 Spinner的上按鈕，把往績列增加至 4。 

 

圖 18 

 

 

在資料表的速度欄中，你可以見到倚天龍駒在連續五次賽事中，以

96-97年度第 88場的一次，跑得最快（速度=15.82米/秒），如果觀
察秒數和時間兩欄資料，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得出答案。 

計算馬匹的平均速度 
7. 把往績列數回復至零。 

8. 按資料表右方的〔修改〕鍵再顯示「定義檢視」表單。 

9. 用滑鼠選擇「時間」欄，按〔刪除〕鍵把欄刪除。 

就算賽事的距離不

同，速度算式也很容

易讓你比較那一場跑

得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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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0. 依相同的步驟把「秒數」欄刪除。 

11. 按〔新增〕鍵加入下面的新欄： 

欄名 性質 數值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Average('HrSpeed()',4) 
欄闊 63 
類別 Number 
字數/位數 5 

平均速度 

小數位 2  

12. 按〔貯存離開〕鍵，你會見到以下的資料表：  

 

圖 20 

用滑鼠選擇

「時間」欄，

按「刪除」鍵

把欄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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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平均速度欄顯示了馬匹對上 4次賽事的速度的平均值。 

13. 為了驗証平均速度欄的資料，我們把往績列數再增至 4 以顯示馬匹
上 4次賽事的速度（圖 21）。 

 

  

圖 21 

以倚天龍駒為例，過往 4次賽事的平均值為 
 (15.80+ 15.77+15.82+15.60)/4=15.75 
與平均速度欄所顯示的數值完全吻合。 

提取符合一定條件的賽事的資料 

14. 按右方的〔修改〕鍵顯示檢視定義表單，依下表所示修改平均速度
欄的定義。在下表中“Ê”表示上下兩行字本來是連續的，只因為
位置不足而被迫折成兩行。圖 22 顯示了在「檢視定義」表單上的
資料。 

欄名 性質 數值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Average('HrSpeed()',4, 

Ê 'For HrDistance()=1800') 
欄闊 63 
類別 Number 
字數/位數 5 

平均速度 

小數位 2 

15.75=(15.80+15.77+15.82+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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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5. 按〔貯存離開〕鍵回到檢視資料表，並且把往績列數增加至 9。 
 

 

圖 23 

MCL函數計算了馬匹對上 4場 1800米賽事速度的平均值，你可以
用資料表的數字，去驗証MCL函數的計算結果，以 8號馬倚天龍
駒為例，對上 4場 1800米賽事的平均速度為：   

15.89=(15.80+15.82+15.69+16.23)/4 
 
在 MCL算式 HrAverage('HrSpeed()',4,'For HrDistance()=1800')

中，字串  'For HrDistance()=1800'稱為 MCL條件式。 MCL 條件
式通常是一串以單引號包圍的文字串，並且以 For 起始，在提取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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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資料以計算 MCL 算式的時候，每提取一場賽事的資料之前，投
注樂會先把每一匹馬在該場賽事的有關資料輸入條件算式，假如算

式不成立（False），投注樂會捨棄這賽事不用。 

16. 把往績列數還原為零。 

17. 按投注樂螢幕頂工具列上的下一紀錄鍵，跳往下一場賽事（1997年
3月 5日第 2場），這是一場 1650米的賽事，但由於「平均速度」 
欄的MCL算式仍是

 HrAverage('HrSpeed()',4,'For HrDistance()=1800')， 
所以這個檢視欄仍然計算了每匹馬對上 4次 1800米賽事的平均速
度，我們當然可以把MCL算式改為 

 HrAverage('HrSpeed()',4,'For HrDistance()=1650')， 
但是為每場賽事修改算式，並不是好的做法，以下我們介紹一個更

有彈性的方法。 

動態式條件算式 
18. 按〔修改〕鍵再次進入檢視定義表單。 

19. 移至「平均速度」欄，並且把算式修改如下： 
 

HrAverage('HrSpeed()',4,'For HrDistance()='+str(HrDistance())) 
 

 

圖 24 – 動態條件算式 

上述的 MCL 條件算式由兩個字串  'For HrDistance()'和 
str(HrDistance())組成，以算符“+”連接。 

第 2部份 str(HrDistance())裡的 HrDistance()  函數傳回即場賽事
的距離。由於回傳值是數字而不是文字，所以我們要用 str()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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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值轉換成為文字，當算符“+”的左方和右方都是文字的時候，
“+”可以把左右的文字合併成為單一的字串。 

'For HrDistance()=' + str(HrDistance()) 

 

 

 

 

 

  
當函數應用於 1997年 3月 5日第 2場賽事時，上列條件算式有以下
結果： 

 'For HrDistance()=' + '1650' 

或 'For HrDistance()=1650' 
 

假如把函數應用於 1997年 3月 5日第 1場賽事時，上列條件算式會
變成： 

 'For HrDistance()=' + '1800' 

或 'For HrDistance()=1800' 

在引號中和不在引號中的函數 

在上面例子中的算式 

 'For HrDistance()=' + str(HrDistance()) 

裡，函數 HrDistance() 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在“＋”算符的左方，
被單引號包圍著，而第二次在“＋”算符的右方，不在引號之中，

你可以記著下面的規則： 

• 不在引號中的函數會在提取往績資料之前運算，運算時取

得的資料都是即場的資料，所以上例中“＋”算符右方的

HrDistance() 函數傳回的是即場賽事的距離。 

• 在引號中的函數將會在系統移至往績紀錄時纔運算，函數

用的資料都是往績資料，所以上例中“＋”算符左方的

HrDistance() 函數傳回的是過往賽事的距離。 

 

你可以再觀察提取馬匹平均速度的算式，看看兩者的分別： 

算符 “+” 把左右兩字串結合

成為一字串 

HrDistance() 必須先轉換成為文字才
可和左方的字串結合 

算符 “+” 左方是由單
引號包含的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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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verage('HrSpeed()',4,'For HrDistance()='+str(HrDistance())) 

 

 

 

20. 按〔貯存離開〕鍵觀看檢視結果（圖 25） 
 

 

 

圖 25 – 平均速度 

檢視註釋 

利用投注樂的檢視註釋功能，你可以用文字描述檢視的特點，以便其他

使用者或你自己日後更容易了解檢視的設計。 

21. 按〔修改〕鍵再顯示「定義檢視」表單。 

22. 按〔檢視註釋〕鍵。 

在引號中的函數計算過往紀錄的資料 不在引號中的函數計算即場資料 
 

新的平均速度算式計算同

距離賽事的平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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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 檢視註釋鍵 

23. 當檢視註釋表單出現之後，在表單中輸入下列註釋：「對上  4 場同
距離賽事的平均速度。」 

 

圖 27 – 編輯檢視註釋 

24. 按〔關閉〕鍵關閉檢視註釋表單。 
25. 按〔貯存離開〕返回賽事資料表單。 

按此鍵編輯

檢視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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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程式的資料類別 

基本資料類別 
在MCL裡，你可以應用下列 4類基本資料： 

類別 在MCL中的格式 例子 
Numeric 沒有引號 18 
Text 或 
Character 或
String 

用以下其中一對引號包圍： 
"   "  
'     ' 
[    ] 

"18" 
'18' 
[18] 

Date 被 {^  和 } 包圍格式為 {^yyyy/mm/dd} 
（必需依年、月、日的次序） 

{^2001/03/12} 

Logical .T. 代表是, .F. 代表否 .T. 

把資料轉換成為文字 

你可以用以下函數把不同的資料轉換成為文字，MCL 條件算式必需是文
字類，在這些算式之中，文字必需置於正確的引號之中，所以其他資料

類別轉換成為文字之後，這些文字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文字都必須是弔

號。投注樂提供了一個函數 Qstr()，利用這函數你，可以既簡單又安全地
把不同類的資料轉換成為有適當引號的文字。 

函數 註釋 函數例子 回傳值例子 
Str( ) 把數字轉成文字；

如有需要，其後要

自行加上文字引號 

Str(HrDistance()) 1650 

DToC( ) 把日期轉換成文

字；如有需要，其

後要自行加上日期

引號 '{^' 和 '}' 

DToC(HrDate()) 21/03/2000 

Transform() 
或 Tran() 

可以把任何類別的

資料轉換成文字，

如有需要其後要自

行加上引號 

Tran(HrAge()) 
Tran(HrDate()) 
Tran(IsNull(Column('X'))) 

2 
21/03/200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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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tr( ) 可以把任何類別的

資料轉換成文字，

並包含了適當的引

號 

Tran(HrAge()) 
Tran(HrDate()) 
Tran(HrCourse()) 
Tran(IsNull(Column('X'))) 

2 
{^2000/03/21} 

"H" 
.F. 

 
讓我們在下一節做一些練習。 

馬匹在同賽地賽事的表現 
1. 開啟 1997年 3月 5日第一場賽事的馬匹檢視資料頁，按〔新增〕鍵

加入一個新的模型。 

2. 把檢視命名為「場地表現」。 

3. 在模型中加入以下的檢視欄： 

欄名 性質 數值 
馬號 內置欄位 馬匹編號 
馬匹 內置欄位 馬匹名稱 

快活谷平均速度 內置欄位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圖 28 – 快活谷平均速度算式 

函數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傳回馬匹在快

活谷賽事的平均速度，請留意在函數之中的「谷」字放在方括號  [  ] 
之中，因為在條件算式等號的兩邊皆為文字（函數 HrCourse() 的回
傳值是文字，它必須與另一文字串比較）。在算式裡文字必須用引

號包圍，你可以用下列三種引號中其中一種： 

l 方括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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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雙引號 "  "  
l 單引號 '   ' 

下面三條算式所用的引號雖然不用，但它們的作用卻是完全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們視為完全相同的算式：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在上面的最後一條算式之中，因為字串 ’谷’以單引號包圍，所整個
MCL 條件算式不可以再用單引號包圍，這裡我們轉用了方括號（亦
可改用雙引號）。  

4. 按〔貯存離開〕鍵觀看結果（圖 29）。 

 

圖 29 – 快活谷平均速度 

我們可以把上述算式稍為改良，使它的統計對象由單一的快活谷變為即

場的賽地，換句話說，假如目前所觀看的是快活谷賽事，則算式會統計

快活谷的平均速度，假如目前所觀看的賽事是沙田賽事，則算式會統計

沙田的平均速度。 
 
5. 按〔修改〕鍵再次進入定義檢視表單，新增下列的檢視欄： 

欄名 性質 數值 
同場地平均速度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Average('HrFP()',, 'For 

Ê HrCourse()=['+HrCourse()+']') 



模型程式的資料類別  頁 31 

 

 

 

圖 30 -同場地平均速度算式 

在上面的算式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HrCourse()+']') 

中的第 2 個 HrCourse() 函數傳回賽事的場地，假如賽事在快活谷舉
行，則上面的算式會變為：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亦即：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請留意在整個算式之中，我們如何安放一對方括號，假如我們忘記

了放入這對方括號，當算式運算時，我們將會見「Variable 'HV' is 

not found!」的錯誤訊式。 
 
6. 按〔貯存離開〕觀看結果。（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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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 同場地平均速度 

QStr() 函數 
隨了上面的方法之外，你亦可以利用投注樂的 QStr() 函數替你自動安放
的適當字串引號，QStr() 是一個十分簡便的函數，它可以把任何類別的資
料轉換成為文字，並且會自動加上合適的引號。 

7. 按〔修改〕鍵,再次進入定義檢視表單，把「同場地平均速度」欄的
算式修改成：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QStr(HrCourse())) 

 

圖 32 – QStr() 函數 

在上面的算式中，”+” 的左方和右方均需要是文字，在函數 QStr() 
之內的 HrCourse() 的回傳值本來已經是文字，所以 QStr() 不需要再
做任何的轉換，但 QStr() 會在回傳值上加上適當的引號，  假如回傳
值是「谷」，經 QStr() 函數之後，回傳值會成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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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QStr(HrCourse())) 

會成為：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即 

HrAverage('HrFP()',,'For HrCourse()="谷"') 

 
8. 按〔貯存離開〕鍵返回檢視資料頁。雖然算式改變了，但由於新算

式和舊算式的作用完全一樣，所以檢視的資料沒有任何轉變  
（圖 31）。  

MCL 算式中的日期值 

在 MCL 算式中，日期的格式必須為 {^yyyy/mm/dd}，下面讓我們嘗試一
些涉及日期的算式。 

9. 按〔修改〕鍵再次顯示「定義檢視」表單，並新增下列檢視欄： 

欄名 性質 數值 
365日平均評分 使用者自定欄位 HrAverage('HrRating()',,'For 

Ê HrDate()>{^1996/03/05}') 
 

 

圖 33 - MCL 算式中的日期值 

這個新檢視欄可以計算每一匹馬自 1996 年 3 月 5 日之後至即場
（1997年 3月 5日第 1場）所有賽事的平均評分。日期值須以大括
號 { } 包圍，並且以符號  ^ 起始，次序必須是年、月、日，而且年
必須是完整的 4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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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貯存離開〕返回資料頁，你會見到下圖的資料。 

 

圖 34 – 過往 365日平均評分 

11. 為了使算式可以應用於不同的賽事，我們可以把算式修如下： 

HrAverage('HrRating()',,'For HrDate()>'+QStr(HrDate()-365)) 
 

 

圖 35 – 日期算式 

在上列的 MCL 條件算式之中，HrDate()傳回了即場賽事的日期，

HrDate()-365 計算出該日期 365日之前的日期，加或減一個整數是
MCL中算式中最常見的日期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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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CL算式之中，你可以作以下的運算： 

運算 例子 結果 
{^2001/2/12}-1 得出 {^2001/2/11}，即 2001

年 2月 12日之前 1日 
從日期值中加或減

一整數 
{^2001/2/12}+2 得出 {^2001/2/14}，即 2001

年 2 月 12 日之後兩日 
一日期減另一日期 {^2001/2/14} - 

{^2001/2/12} 
得出 2， {^2001/2/12} 是
{^2001/2/14}之前兩日 

 
在上面的 1997 年 12 月 5 日的賽事之中 ， HrDate() 傳回
{^1997/03/05}。 

因此, HrDate()-365 

等如 {^1997/03/05}-365 

即 {^1996/03/05} 

利用 QStr() QStr(HrDate()-365) 

最後得出 '{^1998/03/05}' 
 

QStr() 函數把日期轉換成為適當式的文字，並且加上了適當的引
號，使這日期可以放在MCL條件算式之中使用。 

12. 按〔貯存離開〕鍵返回檢視資料頁，現在無論你去到那一場賽事，
你都可以看到馬匹過去 365天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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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和讀入檢視定義 

投注樂在定義檢視表單之中提供了「匯出」和「讀入」檢視定義的功

能，利用這兩項功能，你可以 

l 把檢視定義貯存到磁片之中，萬一原來的檢視損壞或被意

外地刪除，你可以利磁片把檢視還原。 

l 和其他投投注樂用戶交換檢視。 

l 以目前檢視為樣本，以建立新的檢視。 

l 把在中文模式下建立的檢視複製成為英文模式下的檢視或

者把英文模式下建立的檢視複製成為中文模式下的檢視。 

貯存檢視至磁片之中 

1. 轉換至「使用者評註」檢視，按〔修改〕鍵以顯示定義檢視表單。 

 

圖 36 – 匯出鍵  

2. 按〔匯出〕鍵，圖 37 所示的匯出表單將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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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 匯出表單 

3. 把一隻空白的磁放入磁碟機 A: 之中控〔匯出〕鍵把檢視定義貯存
至磁片之中。 

注意： 

l 除了把檢視貯存於磁片 A: 之中，你亦可以把檢視定義貯存
在其他磁碟機之中任何資料夾裡。 

l 在匯出檢視之時，你可以把檢視重新命名。 

讀入磁片貯存的檢視 
1. 在馬匹檢視頁中按〔新增〕鍵加入一空白的檢視。 

 

圖 38 – 加入空白檢視用作為讀入磁片中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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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增的空白檢視定義表單之中〔按讀〕入鍵。 

 

圖 39 – 把檢視讀入空白的定義表單之中 

3. 你將會見到下圖所示的資料夾選擇表單，假如你的檢視並不貯存在

表單所顯示的來源資料夾之中，你可以在表單之中輸入合適的來源

資料夾，你亦可以按右方的資料夾選擇按鍵以選擇合適的資料夾。 

 

圖 40 – 資料夾選擇表單 

4. 從下圖所示的匯入檢視表單，選定「使用者評註」檢視（現時表中

只有一個檢視，但假如你曾經匯出多於一個的檢視於這資料夾中，

你會見到表中有多於一個檢視），按〔匯入〕鍵把檢視匯入。 

 

圖 41 – 匯入檢視表單 

按這鍵選擇

來源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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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磁片中讀入檢視會把目前正編輯的檢視覆蓋，投注樂會要求你確

定是否真的要覆蓋目前的檢視，由於目前的只是一個全新的空白檢

視，你可以放心選擇「是」開始把檢視讀入。 

6. 先前貯存的使用者評註欄的定義會再次出現在定義檢視表單之中。 

7. 把 R5、R6、UR及「評註」四欄刪除，把檢視的名稱改為「使用者
評分」。 

 

圖 42 – 重新命名被修改的檢視 

 
8. 按〔貯存離開〕回到檢視資料頁，新的檢視已加入於檢視表之中。 

 
圖 43 – 新讀入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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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預設檢視 

投注樂內置的檢視稱為預設檢視，使用者新增的檢視稱為使用者自定檢

視，排位、走位和報名表都是預設檢視的例子。 

你可以修改預設檢視，但不可以刪除他們，當你修改了預設檢視之後，

你可以在「定義檢視」表單中，按〔還原〕鍵把檢視還原成為系統預設

的樣貌。 

 

 

圖 44 – 還原鍵 

還原預設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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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欄的次序和闊度 

檢視欄的次序和模型運算的關係 
檢視欄的次序對模型的運算有決定性的影響，不恰當地安放檢視欄會導

至錯誤的結果，下面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1. 在賽事資料的馬匹檢視頁中，按〔新增〕鍵新增一名為「欄序試

驗」的檢視。 

2. 在「定義檢視」表單之中加入下列檢視欄： 

 

圖 45 – 欄序試驗 

欄名 性質 數值 
內置欄位 馬匹名稱 
欄闊 53 馬匹 

類別 Text  
使用者自定欄位 Column('距離')/Column('秒數') 
欄闊 49 
字數/位數 5 
小數位 2 

速度 

類別 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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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欄位 距離 
欄闊 39 距離 

類別 Numeric 
內置欄位 HrSeconds() 
欄闊 49 
字數/位數 4 
小數位 1 

秒數 

類別 Numeric 
 

3. 按〔貯存離開〕返回賽事資料頁，你會見到類似下圖的資料。 

 

圖 46 – 欄數值滿溢 

在上圖中，速度欄中的星號  (*****) 表示數值滿溢 (Overflow)，這是
因為這裡速度欄的數值是用距離欄的數值除以秒數，現在速度欄放

置在秒數欄之前，所以當計算速度欄的算式的時候，秒數欄的數值

仍然是 0（算式尚未運算），由於任何數除以 0 都等如無限大，所
以速度欄的滿溢。 

4. 按〔重計〕鍵重新計算檢視資料。 

  

圖 47 - 重計鍵 

按重計鍵重新計

算檢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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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在第一次計算時，秒數欄已經更新，所以重新計算之時，速度

欄可以提取正確的秒數資料，計算出正確的速度值（圖 48）。 

 

圖 48 – 正確的速度資料 

改變檢視欄的次序和闊度 
在賽事資料表單中，你可以直接拖曳欄的標題到另一新位置以改變欄的

次序。除了這個方法之外，你亦可以在定義檢視表單中改變欄的次序。 

1. 在賽事資料表單中，轉換至「走位」檢視。 

2. 把滑鼠放在檢視欄「檔」的標題之上，當滑鼠標變為下箭咀之後，

緊按左滑鼠鍵，把箭咀移至馬房欄之後（位置欄之上），然後放開

滑鼠鍵。 

  

圖 49 - 直接拖曳欄標題以改變欄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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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滑鼠標放在騎師欄和馬房欄標題的交界之上，當滑鼠標變成雙箭

頭之後，緊按著左滑鼠鍵，把滑鼠標拖往右方，使騎師欄的闊度增

加。 
 

 

圖 50 – 增加闊檢視欄 

4. 按〔修改〕鍵顯示定義檢視表單。 

5. 在欄位表之中把「時間」欄拖移至「檔」欄之後。（圖 51） 

 

圖 51 – 在定義檢視表單中移動欄位 

貯存欄位的闊度及次序 

6. 按〔貯存格式〕鍵，系統會通知你它會把目前欄位的闊度及次序將

會貯存成為預設值。 

 

把鼠標拖往右方使騎師欄的闊度增加 

把「時間」欄拖移

至「檔」欄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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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 貯存格式鍵 

7. 按〔貯存離開〕返回檢視資料表，時間已經移至檔位之後。 

 

圖 53 

下面我們嘗試把檢視的格式稍為改變，然後試看系統能否把格式還

原為預設值。 

8. 把騎師欄的闊度拉闊約一倍。 

9. 把騎師欄移至馬匹欄的右方。 

 

圖 54 

按貯存格式鍵貯存目前的欄

位闊度及次序成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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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欄位的次序及闊度 

10. 按檢視資料表左上角的的還原鍵，檢視會還原至原來貯存的格式。 

 

圖 55 

把檢視還原至系統預設格式 

假如檢視是系統預設的檢視，你除了可以依上節的步驟把檢視還原至你

之前貯存的格式外，你可以進一步把檢視還原至系統預設的格式，但當

你把檢視還原為系統預設格式之後，你之前所貯存的任何格式都會失

去。 

11. 按〔修改〕再次顯示「定義檢示」表單。 

12. 按〔還原〕鍵。 

 

圖 56 

13. 系統會要求你確定是否要把檢示還原為預設的格式，選擇「是」把
格式還原。 

按還原鍵把檢示

格式還原為預設

的格式 

還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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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按〔貯存離開〕鍵返回檢視資料頁，你會見到檢視的格式還原至最
初的格式。 

當檢視被還原後，所有你對檢視的修改（包括刪除和新增的欄）都

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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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檢視資料 

投注樂檢視報表設計器 

投注樂提供了一個功能齊備而又簡單易用的報表設計器，你可以為所有

檢視設計報表，設計報表的步驟十分簡單，下面我們會做一些練習。 

通常一個檢視只需一個報表，但如有需要你亦可以為一固檢視設計多個

報表，使一個檢視可以用多種格式列印，當一個檢視的欄位太多的時

候，你亦可以把檢視的欄位分開列印在不同的報之中。 

建立檢視報表 
1. 在賽事資料表單的馬匹檢視頁中，開啟你在第29頁〈馬匹在同賽地

賽事的表現〉一節所建立的「場地表現」模型， 

2. 按投注樂工具列上的列印鍵。 

 

圖 57 

投注樂會顯示一報表選擇表，現時正觀看的檢視的報表會呈反白。 

 

圖 58 

按此鍵修改你

選擇的報表 

不可修改的內置報表

由使用者設計的報表

假如你要為目前的檢視多

建立一個報表，按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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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表中列出了兩種不同的報表：投注樂預設報表（名稱之前有

一圓點）和使用者自定報表（名稱之前沒有圓點），預設報表是投

注樂設定的，不需要亦不可以修改，而使用者自定報表則需要經過

設定纔可以使用。 

3. 按〔修改鍵〕顯示報表設計器（圖 59）。（由於每一自定檢視的報
表都必需經過設定，所以即使你不按〔修改鍵〕而直接按列印或預

覽鍵，你仍然會先進入報表設計器。） 

報表設計器中的上半部，放置了一個檢視欄預覽表，從這個預覽表

你可以看到： 

• 每一檢視欄的闊度 
• 欄與欄之間的隔距 

• 所有檢視欄闊度之和 
• 欄的標題 
 
在報表設計器的左方，檢視欄預覽表的下方有一欄位選擇表，在選

擇表中選按馬匹欄，欄的所有格式資料隨即在右方的欄位屬性編輯

區顯示。 

  
圖 59 

把馬匹欄的寬度增加至 2.90厘米，在你修改下方的欄寬 Spinner的數字的
時候，你可以見到檢視欄預覽表中馬匹欄的寬度即時改變，檢視欄預覽

表下方所顯示的「共需闊度」和「尚餘闊度」的數值亦隨之而變。 

按選馬匹欄以

顯示其屬性 

檢視欄預覽表

顯示了欄的闊
度、間距和標

題 

欄位屬性編輯區

把馬匹欄的寬

度增加至 2.9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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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果「尚餘闊度」的數值減至零，則表示所有檢視欄剛好
佔據了整頁紙的闊度（除了左右邊沿的空間）。 

4. 按〔儲存離開〕鍵返回報表選擇表。 

列印預覽 

5. 在報表選擇表中，你可以見到你剛修改的場地表現報表呈反白，請

按列印預覽鍵把報表列印在螢幕之上。 

 

圖 60 

6. 你可以見到近似下圖的預覽螢幕（圖  61），你可以上下左右捲動螢
幕，以觀看報表的不同部分。 

 
圖 61 

7. 關閉預覽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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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檢視欄間距和字體 

8. 按〔修改〕鍵再次顯示報表設計器。 

 

圖 62 

9. 選按馬號欄，把欄間隔的寬度（馬號欄與下一欄的隔距）增加至

0.78厘米。 

 

圖 63 

 
10. 依相同的程序把其他欄的間隔寬度一律增至 0.78厘米。 

11. 按預設字型欄下的鍵把字型改成新細明體正體 14點 (Point 14) 字。 

  
圖 64 

 
12. 選按檢視欄「365 日平均評分」，把欄標題的字型改為新細明體，

14點粗體字。 

13. 依類似的步驟把欄內容的字型改為新細明體 14點粗體字。 

14. 按〔儲存離開〕鍵返回報表選擇表。 

按此鍵把字型改成新細明

體正體的 14點字 
按此鍵把字型改成新

細明體 14點粗體字

按此鍵把馬號欄與下一欄

的間距增加至 0.7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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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列印預覽〕鍵觀看修改的結果。 

 

圖 65 

列印大檢視 
假如檢視的欄數極多，我們未必可以把整個檢視放在一個報表之中，我

們可以用下列的幾種方法處理： 

• 把列印的方向由直向 (Portrait) 改成橫向 (Landscape)。 

• 縮減欄寬、字體大小或欄與欄之間的間距。 

• 自行設計多個報表，把欄分放在不同的報表之中。 

• 利用投注樂的自動分欄功能，把檢視欄自動安放在多於一個報表之

中。 

現在讓我們在我們做一些有關的練習。 

設計走位檢視的報表 
1. 開啟賽事資料表單，轉換至「走位」檢視。 

 

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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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投注樂工具列上，按〔列印〕鍵。 

 
圖 67 

投注樂會顯示「選擇報表」表單，「賽事結果」報表會呈反白。 

3. 按〔新增〕鍵建替「走位」檢視建立一全新的報表。 

 
圖 68 

4. 在報表設計器頂部的方格之中輸入「走位（橫印）」作為報表名

稱。（圖 69） 

5. 按〔列印設定〕把列印方向由直印 (Portrait) 改為橫印 (Landscape)。 
系統會顯示和圖 70相類似的設定表單，但由於印表機不同，你見到
的列印設定螢幕和圖 70 所示的未必完全相同。 

  

圖 69 

報表名稱設為 
走位（橫印） 

按此鍵修改

列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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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6. 當你把列印方向由直改為橫時，你可以見到「超出首頁闊度」的數

字減少，從這數字你可以知道你要把所有欄的總闊度減少 2.35厘米
纔可以把整個檢視印在一個報表之中（假如你曾經調整欄的闊度，

你見到的數字未必是 2.35）。 

 

 

 

圖 71 

7. 按〔儲存列印〕，投注樂會顯示下列訊息，告訴你由於檢視欄未能

容納在一報表之內。系統會把檢視欄列印在兩個報表之中。 

 

圖 72 

雖然你可以讓投注樂自行把報表分成兩個，但這兩個沒有經過設計

的報表的列位未必互相吻合，假如我們真的希望把報表分割，我們

通常會自己動手把報表分割，以便得出較好的效果。 

把列印方向

改為橫向 

當你把列印方向由直改為橫

時，超出首頁闊度減少 要兩頁纔可以印出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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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選擇〔否〕把訊息關閉，回到報表設計器。 

8. 選按「升降」欄，把欄改成為「隱藏欄」，超出首頁闊度的數值會

隨之而減少。 

 

  

圖 73 

 

9. 依相同的步驟把眼罩、鼻血和後備欄都改成為隱藏欄。 

10. 當你把上述的欄都改成為隱藏後，在檢視欄預覽表下的「超出首頁
闊度」會變成為「首頁尚餘闊度」，表示不單只所有檢視欄可以容

納在一頁之內，而且尚有剩餘的空間。 

 

 

圖 74 

11. 按〔儲存離開〕回到報表選擇表，選按你剛設計的「走位（橫
印）」報表，再按列印預覽，經我們把一些不重要的欄刪除後，報

表現在可以橫向列印在一頁之中（圖 75）。 

選按「升降」欄，

把欄改成為隱藏 

把欄改成為隱藏，超出首頁闊度

的數值將隨之而減少 

所有欄現在都可以容納在一頁

之中，且尚有 4.22厘米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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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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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轉換表 

我們可以在一個數值轉換表中設定一組數值轉換的規則，在MCL函數中
利用這些規則，把一數值轉換成為另一數值。 

建立數值轉換表 

在下面的例子裡，我們會利用數值轉換表把馬匹的年齡轉換為一句描述

性的文字。 

1. 在「工具」工能表中選「數值轉換表管理」，你會見到下圖的表

單。 

  

圖 76 – 數值轉換表管理表單 

2. 按「加新轉換表」鍵，你會見到下圖所示的表單，請在表單之中輸

入以下的資料： 

欄 值 說明 
轉換表名稱 年齡備註 轉換表的名稱必需以文字及數字組

成，除了底線 "_"之外，不可以有標
點或特殊符號，當轉換表在MCL函
式中使用時，函式中轉換表的名稱中

的英文字母的大小階必須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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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把年齡轉換成

為文字 
說明文字 

轉換表類別 自訂 自訂類的轉換表不提供預設原數值，

你必須自行輸入原數值；其他類型的

轉換表則有系統預設的原數值，使用

者不可以自行修改這些數值。 
原數值類別 Numeric 原數值的資料類別 
字數/位數
（原數值） 

2 原數值的字數/位數 

小數位 
（原數值） 

 原數值的小數位數目 

轉換後類別 Text  轉換後的數值的資料類別 
字數/位數
（轉換後） 

4 轉換後的數值的字數/位數 

小數位 
（轉換後） 

 轉換後的數值的小數位數目 

 

 

圖 77 – 設定轉換表的結構 

 
3. 按「新增」鍵，你會見到下圖所示的數值轉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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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 新設定的數值轉換表 

4. 按「編輯轉換表內容」鍵，右方的轉換表會轉成淺綠色。 

5. 按「加新轉換值」鍵，你會在轉換表中見到一新列，並可以在列中

輸入新的原數值及轉換值，把下列的轉換值輸入轉換表中，當你輸

入了一列數值之後，你必須再次按「加新轉換值」鍵以加入新列。 

原數值 轉換成 
2 幼馬 
4 壯馬 
6 老馬 

 
6. 檢查表中有沒有多餘的空白列，假如有的話，你可以按「刪除轉換

值」把空白列刪除。檢查妥當之後，請按「貯存轉換表內容」鍵把

數值貯存。 

7. 關閉數值轉換表管理表單。 

在檢視及模型中使用轉換表 
下面的步驟顯示如何在檢視中使用數值轉換表。 

8. 在賽馬日曆中開啟 1997年 9月 27日第 7場賽事。 

9. 在賽事資料表單中按「馬匹檢視」頁右方的「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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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 鍵立一新的檢視 

10. 在定義檢視表單中，輸入「年齡轉換」以作檢視簡稱、「年齡轉換
成文字」作為檢視長名。 

 

圖 80 – 建立一檢視以試驗新建立的「年齡轉換」數值轉換表 

11. 在檢視中加入以上新欄位： 

欄名 特性 數值 
欄闊 53 

馬匹 
內置欄位 馬匹名稱 
欄闊 28 

馬齡 
內置欄位 馬齡 

Conv 欄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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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Text  
字數/位數 4 

 

使用者自定欄位 Conv('年齡備註',Column('馬齡')) 
欄闊 80 
類別 Text  
字數/位數 4 

SConv 

使用者自定欄位 SConv('年齡備註',Column('馬齡')) 
欄闊 80 
類別 Text  
字數/位數 4 

GConv 

使用者自定欄位 GConv('年齡備註',Column('馬齡')) 
 
12. 按「貯存離開」鍵把檢視定義貯存，投注樂會顯示下列的檢視資

料。 

 

圖 81 – 年齡轉換檢視 

Conv() 函數 

在上圖的檢視資料中，你可以見到函數 Conv() 所作的是「一一對
應」的轉換，兩歲（惠荃里）轉換成為「幼馬」，四歲轉換成為

「壯馬」，六歲（駿昇）轉換成為「老馬」，所有在轉換表中找不

到轉換值的年齡都成為 Null以表示轉換值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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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nv() 函數 

兩歲、四歲和六歲的馬，通過 SConv() 函數轉換跟通過 Conv() 函
數轉換所得出的結果完全相同，仍然是幼馬、壯馬和老馬，不同

的是假如要轉換的年齡在轉換表之中找不到的話，Sconv() 函數
會找剛剛小於原數值的數值去作轉換。例如 8 歲馬掂晒成為了老
馬（原本對應 6歲），而 3歲馬則成為幼馬（原本對應 2歲），
亦即是轉換的規律如下： 

年齡範圍 轉換成 
0-1 .Null. 
2-3 幼馬 
4-5 壯馬 

6 or above 老馬 

GConv() 函數 

兩歲、四歲和六歲的馬，通過 GConv() 函數轉換跟通過 Conv() 
函數轉換所得出的結果完全相同，仍然是幼馬、壯馬和老馬，不

同的是假如要轉換的年齡在轉換表之中找不到的話，函數會找剛

剛大於原數值的數值去作轉換。例如 3 歲馬大黃蜂成為了壯馬
（原本對應 4歲），而 5的飛騎則成為老馬（原本對應 6歲），
而 8歲的掂晒因為找不到更大的數值而得出 Null，轉換的規律如
下：  

年齡範圍 轉換成 
0-2 幼馬 
3-4 壯馬 
5-6 老馬 

7 or above .Null. 
 

由上面的例子你可以知道： 

l Conv() 是一一對應的數值轉換，而 

l SConv() 和 Gconv() 則把一範圍的數值轉換成一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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