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①星光大師②五 陵 霸④五星特工雄獅動力
第二場⑤銀亮之星⑦大 四 喜①再創商機自 動 波
第三場⑨皇仁先鋒⑩隨 我 來①鄉村輝煌⑤上浦猛將
第四場⑤勁 嘉 輝⑩紫電明珠②獻 惑③快 閃 的
第五場⑤獵 狐 者①惜 多 福明月昇輝③人和家富
第六場④勇敢傳說狀 元 才②超 好 玩⑤越 感
第七場①勝 利 仔②勁 哥 兒太 聰 明④威利熱流
第八場⑥放 眼 量⑧軍 炮②開心駿馬③金 剛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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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嘉柏（圖）之「自由旺」，
今季經已取得兩W，季內首捷雖
然在五班取得，但最近一仗是贏
四班賽，而且所贏的都是一批質
新分子，如「好好彩彩」及「軍
力勁」，因此，不要輕視牠在四
班的競爭力，今次馬房替牠安排

出戰谷草千二米，此路程雖然未贏過，卻曾交出兩亞
一季軍，顯示必定適合發揮，據有關消息所得，此駒
賽前曾經打過補針，所以作戰狀態與上場贏田草一千
米時是一模一樣，今次對手雖然多，但憑這駒當起之
銳，是有添食本錢。

自由旺打補針催谷

上周日是母親節，但苗太於午
間依然在馬房忙碌工作，她親自
替「川河領駒」到機坪踱步，期
間還有廄侶「惜多福」作伴，當
時天氣非常炎熱，倉主苗禮德
（圖）擔着雨傘到機坪親自監
督，倉主在欄邊睇苗太踱「川河

領駒」約十餘分鐘，之後跟兩駒返回馬房檢查，稍後
時間再安排「川河領駒」到獸醫房照鼻，賽前準備工
夫非常緊張。「川河領駒」上次角逐谷草一哩被捧成
三點九倍熱門僅得第五名，今次捲土重來，看馬房動
態是有心拚個明白，必全力爭取頭馬，不妨作為重心
馬看待。

川河領駒賽前照鼻

沈集成（圖）在上周日午間，
約兩點半左右，也有入馬房督
操，當時馬房安排「醉多福」黃
國安與「貨如輪轉」陳偉業一對
馬到機坪踱步，此時陽光猛烈，
倉主身水身汗在欄邊監督這兩駒
踱步，由於天氣太熱，這種地獄

式操練，即時令兩駒冒出汗水，有馬房手足指，這
是倉主專登所用的操練技巧，通常馬匹經過出汗
後，體態都會變得輕盈，且會比較神采飛揚，難怪
倉主與這兩駒一齊曬太陽備戰，據悉兩駒分別扳上
潘頓及雷神都是打硬仗格。

醉多福地獄式操練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正氣凜然」來港四戰田草千
四及千六米，雖然未有表現，但
已有山雨欲來之勢頭，今次安排
渡江上陣跑千二，固然亮起搏殺

訊號，再看馬主有遠見團體成員李湘舟，去季末到港新馬
「金撲手」，上季中隨有遠見團體的「大輝寶」由呂健威
加盟方廄，但未跑過已退役，李湘舟再買入未命名自購新
馬B315，開操短短兩個月又剛於日前退役，以方嘉柏本
領，「正氣凜然」盡快交代是意料之內，且很可能就在今
次。查有遠見團體年前有「逍遙駿將」，在東廄一季內十
九戰，創下一季跌穿底線被硬性淘汰紀錄；上季到港「大
輝寶」在呂廄一戰無功，甫轉方廄一出即勝，奠定合作關
係，雖再三戰無功而退役，但再有身價七百二十萬的馬會
拍賣會新馬「愛添勝」
交方廄補替，料最快也
要煞科前才可上陣。
「正氣凜然」既已顯露
過一手，馬房本身又需
要爭取成績，自不會留
有所待，排黄金一檔不
妨一試。

正
氣
凜
然
檔
靚
出
頭

第六場

⑨正氣凜然
①大 聚 會
④勇敢傳說
⑥醉 多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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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
三班、一二○
○米。「勇敢
傳說」在港十

一戰，無論贏馬或入位都是谷草千二，
上次突然轉爭沙田大場，路程適應固有
疑問，對手加強亦無可避免，最終跑第
十二輸五個馬位未算太差，今次終於重
返谷中千二，應屬出擊目標所在。「勇
敢傳說」向來靠追食糊，轉投東廄後跑
三仗亦無變，三月尾谷草千二米由幾近
包尾追回第三，末段交出廿二秒七全場
最快；翌仗再爭同程，末段進一步推快
至廿二秒三，狀態已隨實戰逐步提升；
上場經田草隔一隔紗，今次重返谷草，

信賴告仔功力，轉倉未交代必搏盡。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琴

心星」早於周歲時由現馬主家人以七萬
澳元買入，再交由練馬師 Matthew
Dunn做初部訓練，相關的「傾心星」
亦出自其馬房，在澳洲一戰一勝運港，
首季已在方嘉柏馬房兩捷，退役前共勝
出四場。「琴心星」在當地亦不過四
戰，贏兩場夠資格進口即鳴金收兵，從
勞愛德兩勝千六米表現所見，對手水準
雖平常，但越贏越易之餘，每戰前段越
來越慢，走勢稚嫩但後勁越來越強，顯
然有能力兼有進步空間；來港後已有四
場熱身，跑開田草今次轉來谷中對手減
弱，恃輕磅提防在此平地一聲雷。

琴
心
星
銀
豐
神
駒
Ｑ

第
六
場

④勇敢傳說

①大 聚 會
⑥醉 多 福
②超 好 玩
⑩餘 皇

第
八
場

琴 心 星

⑥放 眼 量
銀豐神駒
⑧軍 炮
⑩平 天 下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一六五○米。「星
光大師」六歲仔季內不停上陣，表現不
似預期，更有點急劇退化感，當然跑至
前仗谷草四班一哩再次上名，可見評分
已減至有利水位；上仗再跑快放落敗減
至四十分；今次已可落到五班打滾兼再
報一哩誓師，再看今組對手實力參差不
齊，只要馬兒交回近賽水準，當可再開
勝門。
第二場、第四班、一二○○米。「銀

亮之星」何廄質新馬陣上已學懂留力，
但係基於馬兒韁口仍未穩定，跑來始終
未見表現，惟最近兩戰交予潘明輝出爭
窄場千二，皆在小伙子胯下後追跑入亞
季各一；復課打仔馬狀態進一步提升，
落腳比前更為純熟，今仗勢必全力爭取
開齋。
第三場、第三班、一○○○米。「皇

仁先鋒」季內十一月插班初出，跑過八
戰表現一次比一次進步，尤其加眼罩後
接戰走勢持續接近，三月尾更在田草一
千米首次上名；再看最近兩戰田草及谷
草一千米皆走勢強勁，質新馬撻着車
頭，狀態持續躍升；今次練者打王牌入
紙報窄場一千米，排有利二檔強配雷

神，在此群對手非強有力開糊。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勁

嘉輝」今季年齡再大一歲，戰鬥力難與
當年盛時相提並論，尚幸七歲老傢伙一
向襟跑襟弗，而且出爭四班賽經常跑入
前四名，演出極其準繩，經過三、四月
連輸數場田賽借勢回氣兼減分，上仗出
爭泥地一哩卻跑入大冷殿軍，估計季尾
攻勢即將展開，老馬跑開少操並不打
緊，小心今場重現本色。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獵

狐者」上季尾進度正式降臨，隨即在窄
場千二得一W一Q，終於展現應有競爭
能力；踏入今季勇熟更進，尤其季初喺
嘉年華試閘按韁輕勝，過程更是可觀，
結果季初一出即在雷神胯下取勝，可惜
勝後發現流鼻血，之後大半季也未再上
陣，是次抖足八個多月再戰勝途，看早
前試閘走勢悅目，憑着充沛體力在此力
足拚勝。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勇

敢傳說」四歲澳洲早熟馬，季內初出角
逐谷草千二米即爆出大冷W，在蔡明紹
胯下排四檔留後，入彎兜出外疊衝刺仍
可贏兩個半馬位；可惜打後接戰皆無功

而回，到季中馬主便拉走轉投東廄，跑
過三戰只得一季軍，表現也未見大幅進
步，然而今次回師窄場千二勝途，環看
今賽對手實力爾爾，提防攤凍下才冷門
郁手。
第七場、第三班、一八○○米。「勝

利仔」（圖5號）今仗角逐谷草千八啱
咀形，須知道歷來五場頭馬裏，其中四
場於谷草勝出，由此可知，谷草是其出
擊主場。而上賽喺三班此程亦後上跑第
二名，追勢極之出色；今趟小休再戰，
縱負頂磅上陣，因為質素凌駕於對手，

不會對爭勝構成阻力，馬房亦要跑數戰
意十足，可作膽材。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放

眼量」上季只係三零部隊，但踏入今季
轉四歲之後，進度理想，陣上演出有明
顯好轉，近七次出賽更取得三冠兩亞兩
殿，尤其近四仗專攻谷草一哩，當中兩
度勝出，前仗陣上發生墮馬意外，賽事
步速被中段發力上前的空馬擾亂，本身
以跟前跑法僅獲殿軍；上仗發揮正常下
跑入配腳；今次乘勇再戰，誠屬三甲正
路首選。

第七場①勝 利 仔
馬 主 Ｃ 內 幕

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勝利仔如箭在弦如箭在弦
今晚谷草跑八場草地賽，以B欄C彎跑道作賽，頭場晚

上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唯一盃賽為三班馬角逐一千米爭
聖佐治挑戰盃。練馬師方面，何良、霍利時及苗禮德俱派

出多匹實力馬參戰，值得優先留意。騎師方面，雷神及潘頓當要吼實，另外十磅仔
黃俊由今期起可列陣窄場，且看首戰有否頭馬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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