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③好 腳 頭①騂 龍④大 步 走⑧馬 飛 龍
第二場④大 爆 發⑦糖 黐 豆①四平八穩②可攻可守
第三場⑨天皇巨星①阿 凡 達③金 多 多⑥有 禮
第四場⑨五星特工①都靈明珠④銳 闖⑥無限欣賞
第五場②飛 越 峰御 風 雲⑤必 搏④炸魚薯條
第六場⑤理想回報①大 輝 寶②老 友 記⑦勁 優 秀
第七場③雲 呢 拿①人民武士⑤太陽喜喜⑨馬克羅斯
第八場③皇者勝利①豈 等 閒⑩愛 美 麗②旅遊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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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圖）匹「大步走」，初
出第一場便跑泥地一哩，當時的
賠率是一百七十五倍獨贏，票數
如此冷落，顯出幕後毫無信心，
結果返來取得一席第五名，輸給
頭馬「綽綽有餘」不足四個馬
位；再出跑同一路程，賠率由大

冷門變成僅得四倍半的熱門，這次有飛到的「大步
走」，陣上走勢果然截然不同，以後上姿態衝入一席
第三名，輸給「無限欣賞」及「曾經何時」腳下；幕
後指「大步走」這類粗身馬會越跑越成熟進步，今次
可以補中。

大步走補中機會高

鄭俊偉馬房隻「和諧氣氛」，
上場由大摩轉入鄭廄第一戰，角
逐濕慢地泥賽一哩排外檔，沿途
留在後列競跑，末段在難追的場
地下亦能追得第六，可見新接手
練馬師經已養練得這駒狀態不
俗，當然落敗並非純因馬匹狀態

問題，起碼在配搭方面是初配杜利萊（圖），人馬方
面未作溝通，演出打了折扣是可以預料，而這仗敗績
大可抹去，因為「和諧氣氛」復課之後一直保持積極
操練，近兩周來每試快工夫一定是由杜利萊親自進
行，所以如講狀態，這駒肯定比起上仗更佳，這匹泥
地好手有本錢重振雄風。

和諧氣氛阿萊緊張

「紅運爵士」及「紅運發財」
一對夏佳理夫婦同主馬，上周齊
齊出動，分別出爭兩場三班千四
米，而另一匹同主馬「紅運精
彩」，今次練馬師蔡約翰（圖）
安排此駒在泥地一哩出賽，當
然，假如想湊熱鬧的話，這駒大

可安排在上周日的三班賽列陣，與另外兩匹新同主
馬同日競逐，但幕後刻意安排牠在今次泥地一哩出
戰，顯然早有心思。查這駒季內三次得亞軍皆是在
泥地一哩上，這匹季內未出頭之馬，幕後顯然想把
握季內有限的泥地賽程，替馬主贏回一仗。

紅運精彩急求交代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香港馬季尚有個半月先結束，
但大摩已經放眼下季打吡大賽，
透過兒仔喬治頻頻在世界各地替
馬主物色良駒，最近大摩就在澳

洲購入兩匹三歲馬，其中一匹名叫「地位高」，呢匹馬去
年曾在考菲爾德馬場勝出一場二千米三級賽羅便臣錦標，
而該場亞軍被大摩引入到港的「火箭駒」，後駒屬「佳龍
駒」馬主洪祖杭兒子洪定騰名下，值得一提，「地位高」
之前的練馬師甘敏斯，七月將接掌油王高多芬澳洲馬房現
正散貨，大摩睇準時機入市認真精打細算，至於另一匹購
入的三歲馬，大摩只透露呢匹馬早前曾參戰南澳打吡，連
同「地位高」將於七月抵港，另外大摩入貨行動只係剛剛
開始，除了會留意住澳洲昆士蘭打吡，亦會在愛爾蘭二千
堅尼尋找目標。今日泥
地賽事，大摩馬房匹
「摩高一丈」來港前名
氣甚響亮，但適應水土
較慢，惟上仗在泥地跑
得第四名已見接近，搵
對出路再來估計屆出頭
之時。

摩
高
一
丈
及
鋒
而
試

第八場

④摩高一丈
機緣再現
⑦包裝天才
⑨博 利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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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
三班、一二○
○米。「理想
回報」是四歲

英國自購馬，屬前騎師嚴顯強與「幾叻
仔」馬主戴偉賢合夥馬，來港前在英國
大部分時間隸屬司徒德爵士馬房，三次
在膠沙地角逐俱上名，卻顯示出泥地性
能可能更強。「理想回報」來港後頭兩
次試大閘，草地一課走不利場地其實已
有追勢，之後泥閘直路輕騎取勝，顯然
成熟已足且適應甚快，有別於其他年輕
的歐洲自購馬；上次初出泥地千二米已
後上跑近，今次匆匆再來有力爆冷。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整體

而言，在英國膠沙地取得成績的自購
馬，來港轉跑泥地有百分之八十成功，
可放心捧場。「皇者勝利」在英國服役
時於溫伐咸頓一七二八米膠沙地勝出，
場地性能出色外，亦多少憑質素搭夠。
這匹「木星月亮」子嗣雖然個子不高，
但陣上頗有鬥心；上月中爭田草千六
米，羅理雅墮馬受傷而臨場換韋達已幾
乎得手；睇番在英國贏膠沙地一役，可
以用均速擺前走；上次轉戰泥地排二檔
起步，但由於當日是濕慢地，出閘後頭
兩段卻越跑越後，最終被前領的「勁精
神」走甩，縱使直路衝刺全場最勁，但
仍姍姍來遲得第二，但過終點後餘勢最
強；今次若跑回正常場地應可補中。

理
想
回
報
老
友
記
Ｑ

第
六
場

⑤理想回報

①大 輝 寶
②老 友 記
索 先 生
⑦勁 優 秀

第
八
場

③皇者勝利

金 太 陽
④摩高一丈
駕 喜
⑤喜 盈 運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八○○米。「好
腳頭」（圖前駒）前仗跑泥地千八以頸
位飲恨得亞，當晚的泥地跑道大利外疊
後追，此駒早段貼欄跟前，入彎撻着車
頭力拚不敵「特獎」非戰之罪，畢竟後
駒再出再贏，屬高水準賽績；而上仗縮
爭一哩沿用田仔後追補中；拚後這匹六
歲馬仍有啖火，難得狀態維持在勇境，
今次轉戰千八誠屬半冷之選。
第二場、第五班、一八○○米。「大

爆發」今季轉投苗廄後，最大轉變就是
冇晒以往臭脾氣，隨着操控越來越順滑
乖巧，陣上演出就越來越見強勁，睇上
場谷草一哩後上殺敗對手過程似險實
易；今次同場對手實力參差，最近已執
兩W，目前仍然留守五班甚着數，不難
再添佳績。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天

皇巨星」高伯新馬房三歲馬，型靚輩絕
非池中物，季中時已在路程及配件上反
覆作測試，前仗終在泥地千二首次入
Q，似乎已試出滿意效果；上仗再戰同
一路程，排二檔喺史卓豐胯下後追僅敗
給「金地飛客」；質新馬如今進度步上
軌道，今次練者仍再報泥地千二，已盡

顯交代決心。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五

星特工」蔡約翰馬房泥地好手，近仗在
泥地賽交出好表現，跑一哩更屬牠的所
長，四次角逐同程累積一冠一亞軍成
績，反映實力不弱。此駒最近兩仗回升
四班出爭同程皆告落敗，其中一場跑濕
泥地，加上賽後發現腳部受傷，落敗未
可作據；上仗跑至半程上口走乾落敗；
惟復課所見狀態依然勇銳，今次操好再
來有力施回馬槍。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
「飛越峰」今季於田草千二及千四米共
累積一冠三亞一季，當中贏馬一役是於
千四米擊敗「瀟灑王子」及「海嵐一
號」，而該兩駒再出亦已報捷；看「飛
越峰」月中由雷神試泥閘，沿途殿後競
跑，入直路推騎下反應不俗後上第三；
今打王牌轉泥戰是有備而來，要提防。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理

想回報」沈集成四歲質新馬，上仗在港
初試啼聲即瞄準泥地千二米，一紙血統
充滿北美色彩，翻查牠來港前在英國三
戰膠沙地冇W有P，而在港同父馬如
「控制者」及「傲男」等不少屬泥地好

手，早已反映本身擅打泥戰，結果上仗
初出即有接近演出；省過一場開氣兼汲
取過一次場地經驗，今次捲土重來已可
及鋒而試。

雲呢拿乘勇贏到盡
第七場、第二班、一六五○米。「雲

呢拿」七歲老馬今季有迴光勇態，在泥
地賽先後取得四捷，其中大前仗首次降
入四班，在千八米大勝十馬位技驚四
座；前仗升班縮程兼改配潘頓，早段能
夠跟前多少，但途中曾發生碰撞，轉彎

更移出五疊蝕位不少，最後仍後發先至
再把對手一網成擒；上仗回爭千八潘頓
發揮水準再取頭馬；今番升班再戰機會
未可抹殺。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皇

者勝利」四歲英國馬，在港七戰跑獲兩
亞一季軍，看上次初跑泥地一哩，杜利
萊沿用一貫後追戰略，入直路搵位衝刺
卻重重受困，最後搵到內欄慳位即開摩
打腳姍姍來遲跑第二名；拚後打仔馬勇
況有增冇減，今再爭泥地一哩當有補中
之力。

第一場③好 腳 頭
馬 主 Ｃ 內 幕

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好腳頭 打鐵趁熱打鐵趁熱
今晚沙田安排季內最後一次全泥夜賽，頭場晚上七時十

五分開跑，全晚也沒有設立盃賽。馬房方面，方嘉柏及賀
賢均重兵城下，當值得優先留意動向。騎師方面，雷神及

祈普敦皆手執多匹實力惡馬，應可作為扶手棍，另外半冷門不妨向田泰安和杜利萊
的坐騎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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