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①欖球鑽石⑦大 收 成③跑 馬 仔⑥盈 喜 悅
第二場③日 東 昇⑥和諧小子②哥 哥 仔⑩敬 無 極
第三場②破 風 者④辣 辣 椒⑦歡 喜⑨紅褲精神
第四場⑥翡翠福星⑩至尊無上川河領駒⑦雷 公 鑿
第五場③沙角威龍⑤全勝姿態④獻 惑②越跑越好
第六場④駿明珍寶①一 道⑥日威夜威⑧幸運飛駒
第七場②勁 趣①包裝騎士⑥嘉應之友⑩龍 船
第八場⑦叫關健康⑤越 感⑥中華寶貝⑨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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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賢（圖）馬房匹「日威夜
威」，上季仍在二班取得兩次亞
軍成績，但踏入今季跑了九仗，
評分亦由二班調降到三班上陣，
卻連位置也未嘗再打入過，根據
以往紀錄所見，這駒所有上名成
績均是在沙田取得，當中有一場

是泥地一哩，而且迄今四次跑谷草賽程從未跑入三
甲，雖然如此，馬房卻非常有恆心，今次作第五度攻
谷戰，放棄本周六的兩組第三班田草千四米的賽程，
從馬房的部署所見，今仗對準窄場列陣並非無的放
矢，冷門可一博。

日威夜威滿肚密圈

蔡約翰（圖）馬房之「魅力知
友」，季內曾經一口氣贏過三場
田草千六米，到最近一仗馬房替
此駒轉戰谷草一哩，由於牠贏開
的戰術是均速放頭跑，但這次鞍
上人田泰安卻採用留後戰術，結
果落敗後也要被馬會競賽小組問

話。當然，這仗跑窄場一哩抽了一個極不利的十一
檔，也許鞍上人知道同場有不少同類型的前置馬，所
以決心一改戰術，否則只會兩敗俱傷，故留後的戰術
只是一試而已，今次馬房安排這駒跑谷草千八米，路
程增長有利其均速性能發揮，長力方面，翻查這駒來
港前曾贏千八米，大家可以放心一捧。

魅力知友千八啱跑

呂健威（圖）馬房的參戰馬
「美妙星」及「快樂生活」，這
兩駒季內所取得的上名成績均是
谷草千二米，如今只有「美妙
星」報回曾經上名的路程，而
「快樂生活」則讓路出戰谷草一
哩，而翻查「快樂生活」來港前

的表現，最長只是跑過一二五○米，並取勝而回，
如今突然大幅增程一哩途程，有理由相信是讓出谷
草千二米這個賽程給「美妙星」上陣，看過幕後的
悉心部署，今次主力出擊對象應是放在「美妙星」
身上，值得重視。

美妙星獲廄侶讓路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賽馬與足球大多香港人士都喜
愛，其實唔少支持香港足球運動
的人也是馬主，好似目前足總主
席及副主席梁孔德與貝鈞奇，前

者養有「綠勇士」及最新以七百萬元投得的拍賣馬「活力
勇士」兩駒，貝鈞奇就有「天狼星」及合夥馬匹「雷公
鑿」，「軍事」系梁芷珊有香港飛馬、「包裝」系李氏家
族有理文流浪、「勇晉神駒」及「神勇晉將」馬主張廣勇
是南華球隊班主，上述各位馬主都曾經享受到贏馬樂趣，
可見球圈中人除了擁有體育精神之外，就連養馬運都極
佳，今次谷戰不妨吼實貝鈞奇名下的「天狼星」及「雷公
鑿」。講開貝鈞奇，其實佢昔日養馬運極差，唔少馬匹未
曾贏過就退役，就算現役的「天狼星」初期服役時也屢拚
不逞，幸好在上季終於
打開勝門，今季更再建
多兩功。「雷公鑿」亦
已在早前在谷中一哩報
捷，既然貝鈞奇經已轉
運，今次兩駒同晚安排
上陣，確實有高度留意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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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⑩天 狼 星
④金 武 士
③跑 馬 仔
⑧七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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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第
三班、一六五
○米。「至尊
無上」今季曾

於三班千四米強組後上闖入第三名，以
個幾馬位負於頭馬「翔惑」，卻壓倒隨
後補中的「比卡超」、「獅子驄」、
「勇霸神駒」及「帶盈來」等等，賽事
水準實在不差；前仗增程至千八米，想
不到改採前置戰略，早段竟與「騂龍」
及「金碧旺旺」鬥燒下，首千四米跑出
較分級賽標準更快四線的時間，所以落
敗本不出奇，但「至尊無上」卻能維持
速度至終點跑入第七名，難度就相當
高；上次縮程跑一哩，慢步速之下後上

不及只得第四名；今次渡江上陣對手減
弱，已顯出攻堅決心。
第八場、第三班、一二○○米。競駿

會至今合共養了十三匹賽駒，當中六駒
合共交出十七場頭馬。競駿會創會目的
是要吸引年青而又未能以全費資格購馬
的人士可以一嚐做馬主滋味。不少升斗
市民仍然難以加入競駿會，競駿會與他
們較大的關係還是出賽馬能否帶挈他們
贏錢罷了。現時三匹現役競駿會的馬，
「競駿時代」今季成功減分後，終於在
谷草四班千二米連贏兩場，俱屬一放到
底贏來輕而易舉，四歲英國馬終見成
熟，開竅後頭馬應可陸續有來，仍可繼
續信賴。

至
尊
無
上
翡
翠
福
星

第
四
場

⑩至尊無上

①威利大大
⑥翡翠福星
⑨快樂生活
⑧罕 曾 見

第
八
場

競駿時代

③狀 元 才
⑦叫關健康
合作愉快
⑥中華寶貝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一○○○米。「欖
球鑽石」上季尾及今季中均於五班谷戰
勝出，一再證明屬四五班升降機，近仗
重返四班之後，雖然仍有足夠速度搶
放，但未能埋尾，始終四班對手較強，
要一放到底並非容易之事。上仗縮爭五
班一千，卻因起步大慢閘，結果仍追入
接近的第七，可見今次如果起步順利當
可名列前矛。

第二場、第四班、一二○○米。
「日東昇」前仗轉投苗禮德馬房第二仗
即拚得季軍，負於頭馬「和諧小子」個
多馬位，馬房為省招牌急求交代；上仗
再爭谷戰千二，早段居後競跑，形勢較
下風，但尾兩段能夠持續造出全場最快
時間衝入第二，於當晚場地而言是難度
極高；今戰操好再戰，只要配合形勢可
謀補中。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破

風者」質新馬上季尾才安排上陣，而這
兩場馬兒皆在慢閘之下失先機敗象早
呈，兩連敗後馬主替牠轉投苗廄發展銳
意一洗頹風；而經過練者悉心打理，上
賽前試閘起步已利落，末段史卓豐稍作
推騎即有強烈反應掄元，的確呈現大轉

機，結果即在谷草千二後上輕勝；懷質
不薄年青馬既已紮起升浪，在此群當可
添食。
第四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翡

翠福星」最近三仗皆出爭谷草一哩，順
序取得季軍、亞軍及上賽第五名，至於
上仗表現走樣，純因鞍上人潘頓留放有
點兒托大，轉彎時仍未郁手，待入直路
才打衝鋒為時已晚；打仔馬復課明顯越
操越靚，今次捲土重來應是時候取得在
港首捷。
第五場、第四班、一六五○米。「沙

角威龍」對上四戰交出一冠三亞佳績，
最記得前仗勝出谷草四班同程，排六檔
出閘後在田泰安胯下留前鬥後，結果末
段在外疊逢馬過馬，並以三個多馬位輕
鬆取勝；上次續攻同程，末段兜出外疊
追入亞席；拚後復課所見狀態仍勇，今
仗再戰一哩對手未見增強，當可以前列
而回。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
「駿明珍寶」近五仗取得三冠兩亞，其
中大前仗初升三班立即跑獲亞軍；適應
步速後前仗初跑谷草千二米便補中，雖
然只贏「你知我心」馬頸位，但卻有點

到即止之感；上次有運地又抽到一檔，
形勢與近仗差不多，最後不敵有雷神壓
陣嘅「綠茵風采」只跑第二；打仔馬拚
後進度良好，憑本身跑法靈活能耐，乃
三甲正路首選。
第七場、第二班、一八○○米。「勁

趣」季初上名攤路呈梅花間竹格局，搏
殺極有規律，直到前仗回配田泰安出戰
同程後上串Q打破理據；再看上仗縮爭
谷草一哩，由韋達接手排三檔好位，騎
者並沿途留守馬群中疊，惟入彎後前領
馬「勝得威」猶有餘勁唔散一氣放到，

而本身則追到甩髀只跑第四；今仗抖近
一個月回氣再戰，計馬季內未勝好戰
意，時刻要留神。
第八場、第三班、一二○○米。「叫

關健康」季內跑過五場取得兩冠兩亞一
殿，三歲馬勝在演出夠穩定，既有潛力
且富有極強鬥心，預料未來日子會有一
番作為。再看上仗於此程排四檔起步，
韋達搶閘工夫反應夠，一早切入前領，
最後保持勁勢直奔終點；今次加七分仍
留三班且編在弱組出師，當有力締造季
內第三W。

第八場⑦叫關健康
馬 主 Ｃ 內 幕

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叫關健康 準繩可靠準繩可靠
今晚谷草安排八場賽事，以全闊A跑道作賽，頭場下午

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設立錦標賽。馬房方面，蘇偉
賢及霍利時俱派出不少實力馬參戰，不妨優先留意。騎師

方面，雷神正值停賽，相信潘頓必定趁機會連場數胡，另外郭能及史卓豐手馬也不
弱，值得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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