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④泡泡達人②勁 風①欖球鑽石⑤名 馬
第二場⑥紅旗飛將①戈 寶④自由飛翔⑤勝 利 威
第三場⑩紅褲精神④由心出色⑥勁 皇 子⑨金 鹿
第四場⑧皇帝誥令②精彩樂韻④奇妙星光⑩馬 狀 元
第五場②晚 風心 慷 慨⑤手到拿來⑥威風霸皇
第六場②盈豐駿駒⑦獻 惑③勇 冠 王⑨善 財 到
第七場⑤問鼎高峰①騰龍超影③大 聚 會⑨驍 武
第八場④辣 得 很⑤話 得 事③鋒芒畢露②連利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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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良（圖）馬房的「行善積
福」，到目前為止僅贏過兩場，
一場是田草千四米，另一場是田
草千六米，至於谷戰方面，僅在
谷草千二米取得一席第三名，而
一哩四戰是從無上名成績。今次
「行善積福」出爭四戰四負谷草

一哩，用上冷殺手李寶利，大家便不能不提防。因為
四班田草千四米，上周日才剛跑過一仗，即由「海嵐
一號」取勝的一場，但馬房沒有替「行善積福」報
名，而且今周日亦有千四米賽程編排，馬房卻刻意揀
今場谷草一哩入紙，顯然有爆冷的決心。

行善積福滿肚密圈

賀賢愛徒潘明輝，由於騎功
唔錯，加上有十磅可減的優惠，
基本上搶手程度不下於莫雷拉，
當然，假如師父真的需要愛徒替
旗下馬上陣，賀賢是絕對有優先
權取回潘明輝。因此，大家只要
留心在某些場合，賀賢有馬列陣

時，卻肯放潘明輝出外策騎其他馬房賽駒，這匹外線
馬便要特別留意，正如第五場的三班千二米，賀賢在
賽事中有匹「歡欣拍檔」列陣，鞍上人是吳嘉晉，至
於愛徒潘明輝，倉主便放他騎霍利時（圖）馬房的新
勝馬「越感」，看來後者連捷機會依然十分高，賀賢
才會放人，所以這駒值得留意。

越感霍廄借人必鍊

早前何良（圖）有匹初出馬
「驫驫」，首戰即以冷門身份攻
入接近的第四名，而今次此廄又
有一匹初出馬「幻影飛鷹」登
場，當有留意必要。此駒埋門曾
經試過一課谷閘，走勢都唔錯，
由於係初次出賽，亦係首次出市

區跑，所以近呢兩日，馬房好心機，安排此駒坐運
馬車於沙田馬場範圍係咁兜，藉以適應運輸途中嘅
感覺，呢一系馬過住係支持開吳定強，今季轉飯鑊
入何良倉口，練馬師為求報知遇之恩，呢類有質素
馬，必然把握機會，值得大家扒冷。

幻影飛鷹勤遊車河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香港普通賽事屬評分讓磅制
度，套用外國賽制將三歲北半球
自購馬減五磅分齡讓磅做法，其
實有點古怪，如是者為何雌馬不

是每次上陣都受讓磅？好似方嘉柏馬房的「包裝奇兵」明
明八十三分馬，因應賽制可報跑八十至六十分賽事，如今
避開二班惡馬，落到三班角逐十分有利。「包裝奇兵」父
系為少數古摩亞育馬場名下短途馬「高音樂器」，當年四
勝全在一千米，於去年更成為歐洲首季前列種馬之一。
「包裝奇兵」於英國出賽三次取兩冠一季，贏馬路程為千
二米，之前馬會曾經在轉播賽中譯作「石裂山崩」，兩歲
於二級賽七月錦標跑季軍，是匹早熟短途快馬，雖然目前
成熟程度初起打天才波，惟來港後於前仗負一三三磅頂磅
亦能輕易放出，當時對
頭馬「育馬妙星」好似
無威脅，但亦僅於終點
前被「人和家富」超越
而失去亞席，以該役水
準計，目前在三班點計
都有優勢，今次再來已
蠢蠢欲動。

包
裝
奇
兵
蠢
蠢
欲
動

第五場

③包裝奇兵
①上海大師
⑧四 千 金
⑩平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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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馬，★優先出賽權，＃延遲報名加入
馬名前數字為馬房出馬次序
馬名冇數字為馬房第一志願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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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第
四班、一八○
○米。「皇帝
誥令」今季廿

八分起步，首戰配蔡明紹跑谷草千二
米，以六十一倍衝入第二，展現非一般
五班馬的後勁，反映評分大利；翌仗加
程跑田草千四米順利打開勝門，之後跑
多五場取得兩冠一亞兩殿軍；前場初跑
田草千八一三三磅都贏，能夠拋開曾
於四班賽跑入Q的「財歡笑」近三個馬
位；上場只不敵現居三班的「華麗再
現」；「皇帝誥令」目前僅五十分，比
插班時仲要低兩分，肯定目前仲有上升
水位，有力將評分繼續推高。

第五場、第三班、一二○○米。「心
慷慨」季內先後在田草千二及千四米跑
過五次，次次都有悅目走勢且越戰越
勇，其中一仗更只是僅負短頭位。三月
八日，「心慷慨」從未在谷草作賽、甚
至未在谷草試閘，便首次移師谷草跑千
二米，排二檔出閘後有前速貼欄咬上第
二位，可惜放出的「星光大師」於中段
在莫雷拉胯下放棄領放，拖後至第三
位，頓時令隨後的「心慷慨」在內欄有
阻滯，並由第二位退至第六位，形勢變
得被動，轉入直路後，「心慷慨」仍能
以勁勢透出，最後僅不敵「帶盈來」頸
位而已；今乘勇再戰谷草千二米，可望
有更出色的發揮。

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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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神
駿

第
四
場

⑧皇帝誥令

①精壯神駿
③風 采
④奇妙星光
②精彩樂韻

第
五
場

心 慷 慨

⑤手到拿來
④越 感
②晚 風
⑩平 天 下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一○○○米。「泡
泡達人」歷來唯一勝仗出自五班窄場
一千，四月中再度角逐同班同程，排了
一個不利十二檔而且全程外疊望空，末
段仍可維持勁勢到尾入Q，可見實力居
五班的確佔到上風，相隔兩場今次練者
再報谷草最佳射程，一旦陣上際遇稍作
改觀，不難重拾勝軌。
第二場、第五班、一六五○米。「紅

旗飛將」前仗初跑同程即入Q，負於
「大爆發」頭位之微，盡顯此程能耐；
上仗續攻此程雖然排十二檔劣位，但勝
在同場快馬不多，出閘後一早切入內欄
前領操控步速，最後以輕鬆姿態大勝一
場，拚後加八分練者再次揀此程入紙出
征，只要起步搶出，當可輕鬆再次一放
迄終。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紅

褲精神」暑期由容天鵬接手，兩戰後再
轉投霍廄，其後八次上陣，不時抽到中
外檔起步，對陣上發揮不可以話沒有影
響，雖然季內未勝，但曾經先後六次跑
谷草同程，取得一亞兩季三殿，成績不
算差，尤其上仗力拚入腳已反映狀態正
值勇點，季尾特佳馬今次再戰此程勢必

全力求功。
第四場、第四班、一八○○米。「皇

帝誥令」剛季初上戰線評五十二分起
步，跑過七戰全負，但每仗均為大冷，
反映幕後食指未動。到了今季評分已減
至廿八分起步，第二仗出戰千四打響勝
門，其後到季中分別喺谷草一哩及田草
千八再奪頭馬，睇末段走勢凌厲，已反
映牠並非一匹五班馬；上賽潘頓接手角
逐四班田草千八力戰入Q，當弗勇馬今
次渡江列陣，當屬爭勝要角。
第五場、第三班、一二○○米。「晚

風」今季來港跑過五仗，第二仗便於田
草千二贏馬，該役尾八百米締速甚佳，
分別締造廿二秒四一、廿二秒四二的非
凡竄勁；近兩仗場重返田草千二礙於遇
上變化場地，戰鬥力明顯打折扣，今戰
初爭窄場千二對手非強，以快活谷馬場
去水力極強，就算下雨天也對場地影響
不大，相信後勁又可重現眼前。

盈豐駿駒忠心可靠
第六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盈

豐駿駒」季內六次出戰同班同程，共取
得四亞一殿一次第五，次次有獎金收，

前仗由莫雷拉接手跑獲亞軍，僅不敵獲
受讓十磅的「想贏就贏」；上仗沿用雷
神再戰，可惜熱門力拚再跑亞席；拚後
至今有近一個月時間小休賺了體力，以
其主動跑法經常可以賺形勢，允屬坐位
望贏之選。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問

鼎高峰」（圖前駒）高伯新四歲馬血統
早熟，現今正處於戰鬥力高峰期，早前
四班同程兩連勝之後，近三仗升班後跑
獲一冠兩亞，出道八戰累積三贏四位，
最差一次都跑第四，演出極其準繩，而

上賽加眼罩更有助增強專注力及埋尾貫
注力。今戰小休月餘瞄準強項，交出水
準可再締佳績。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辣

得很」前仗重返三班競逐谷草一哩，如
果不是末段受阻而勒避，以致要重新發
力再衝，相信就算未能擊敗冠軍馬「文
藝學家」，最少也應進佔三甲；上仗強
配莫雷拉大熱出拚，結果全程快開拉士
乏力倒灶；忠心馬難得連拚不疲，狀態
長期有水準，今戰小休再戰如非再受意
外拖累，力足補中。

第七場⑤問鼎高峰
馬 主 Ｃ 內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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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谷草安排八場賽事，以C欄C加三彎進行，頭場晚

上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唯一盃賽是由三班馬跑千二米爭
逐馬拉華度賽馬會挑戰盃。馬房方面，蘇偉賢、沈集成及

高伯新皆派出多匹實力馬參戰，值得高度留神。騎師方面，雷神手上惡馬多，可作
扶手棍，另外次次出賽都有馬贏的潘明輝也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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