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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四班、一○○○米。「飛
雲騅」去季跑過四仗，頭三場全攻田草
一千，初出冇配備下跑第六；翌仗加羊
毛面箍配貝湯美搶放第三；前仗轉由雷
神騎，留前鬥後爆贏對手開糊；到煞科
戰轉爭千二，卻快放兩段收工；今次練
者揀直路賽必最合進取，可打翻身戰。
第二場、第五班、一六○○米。「五

陵霸」遲熟中長途馬，上季最後一仗爭
田草千八，喺田泰安胯下後追跑入第
四，而今減至三十三分初出縮爭一哩，
途程或嫌短一點，惟季初憑新鮮感之
助，在此力足躋身三甲之列。
第三場、第一班、一二○○米。「勝

得威」上季唯一頭馬是於季尾階段跑田
草千二米三級賽沙田銀瓶錄得，今次出
戰一班千二特首盃，級數可想而知，只
要鞍上人發揮水準，對手應難攖其鋒，
料可先聲奪人。
第四場、第五班、一二○○米。「哥

哥仔」上季尾落入苗禮德手中，到最後
一仗縮戰田草千二，喺田泰安胯下均速
取得頭馬作交代，演出比起上手馬房進
步；今次初出跑勝途，只要騎者在跑法
上處理得宜，力足取得跨季孖寶。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勁
無比」羅富全四歲質新馬，去季開上戰
陣跑過三仗，經一役直路賽熱身後，其
後兩場演出越見進步，在七月份爭千二
米的一仗，更放到拉士才被對手所擒僅
敗；踏入今季更趨成熟，出頭已在望。
第六場、第四班、一四○○米。「舉

世無雙」上季五戰，當中第四仗出爭田
草千二，閘前票數排山倒海，最終搏輸
完全歸咎於直路困守內疊難以望空，嚴
重影響了發揮所致；翌仗增程千四，可
是鞍上人全程走外疊下蝕追鞭長莫及。
如按照在港同父馬泰半具有長力根基，
今次初出即揀千四必合發揮，只要取位
順風順水，後上有力摧毀對手。
第七場、第三班、一○○○米。「金

鼓齊鳴」出道四戰經已獲得兩冠一季一
殿軍，表現一如其血統所顯示極端早熟
特性，未來前景能否媲美同系馬「首飾
太陽」則屬後話，惟新季繼續爭取更佳
成績卻可肯定，而季內復操所見，埋門
試嘉年華大閘走勢對辦，今賽初出已有
拚勝分量。
第八場、第三班、一四○○米。「威

進駒」高質馬上季牛刀小試，跑過五次

取得一冠兩亞一季一殿未甩前四，忠心
肯跑之輩潛力豐厚；再看上季中此駒備
戰工夫一度中斷，到五月中才正式重投
操練，狀態亦不斷扳升，到煞科戲四升
三班出戰千二，改配何澤堯磅位大減下
跑入配腳，足證其實力喺三班時刻要留
意，今爭千四有力挑機。
第九場、第三班、一二○○米。「極

速駿馬」一紙血統跟昔日頂班良駒「金
獅威將」份屬同母，如綜合本身大大步
靠檻步法，並冇特別竄勁，長線來說性
能該以中距離為最佳射程。基本上，今

戰此駒插三班續爭千二，路程仍然嫌
短，然而上季尾戴眼罩下可一放到底取
勝落腳快了，再加上近周由潘頓試閘出
腳爽朗，冇晒之前輪盡感，今戰初出有
力再斬四両。
第十場、第二班、一四○○米。「大

籐王」高廄早熟中短途馬，前季六戰取
得一冠兩亞兩殿，上季八戰更跑獲四冠
兩亞佳績，尤其最後一戰既可征服二班
兼大勝「世界紀錄」，已知真材實料。
而今加至九十九分仍可留在二班，交出
水準有力再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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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沙田開鑼戰跑十場，以B跑道作賽，頭場下午一時

正開跑，全日重頭戲是由一班馬跑千二米爭逐特首盃。練
馬師方面，羅富全、徐雨石及葉楚航均派出多匹實力馬列

陣，值得優先留意。騎師方面，潘頓騎足十場惡馬多，可作為扶手棍，另外半冷可
向史卓豐及梁家俊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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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②飛 雲 騅⑤龍 串 鳳①惜 多 福④勝利寶石
第二場⑧五 陵 霸③火天大有④有 衝 勁⑦好運齊來
第三場②勝 得 威④發 盈 喜⑦有理共想③軍 歌
第四場⑤哥 哥 仔⑨帝聖寶貝②薪 勇⑩洪荒駿駒
第五場④勁 無 比①快 利③愛飛一號香江世億
第六場⑦舉世無雙②美麗日子①快樂寶貝⑩喜 得 福
第七場⑤金鼓齊鳴②醒 蹄 飛⑥霸 勝③龍城猛將
第八場⑨威 進 駒④芙 蓉 莊③飛星凱旋②神 龍 駒
第九場⑩極速駿馬一 定 賺①多 多 醒⑥良 才
第十場①大 籐 王孟買之星⑦美麗精神⑩世界紀錄

馬主C內幕提供 紅字為精選

高伯新（圖）周四專登吩咐馬
房兩位得力助手，替兩匹戰馬在
彭福公園踱步，一隻是「舉世無
雙」，另一隻是「超能量」，倉
主吩咐副練替「舉世無雙」踱
步，後者則用助手馬嘉明踱，即
副練細佬，兩駒於彭福公園踱步

時，倉主在場細心觀察，踱步返回馬房時，又再安排
兩駒於馬房石地踱步給他睇，兩駒中倉主花最多時間
觀察是「舉世無雙」，他又企近馬身撳肌肉，似乎開
鑼日馬房最緊張的出擊馬一定是這匹「舉世無雙」，
臨場不妨留意動向。

舉世無雙幕後緊張

韋達與「孟買之星」幕後一直
關係甚佳，此駒上季尾曾由韋達
連番跑入三甲，當中曾於三班千
四米敗給「平海福星」及「精明
才子」僅個多身位。由於評分增
加，今季要升上二班角逐，亦因
此在負磅調減下，今次只負一一

三磅列陣，由於韋達造不到磅的關係，故幕後要換上
楊明綸（圖）披甲，後者獲得這駒策騎權後，非常重
視其備戰工夫，近日頻入馬房替這駒踱步及教閘外，
還入寫字樓睇這駒的出賽片段，對於今次出戰二班千
四米似乎抱有甚大希望。據馬房中人指，這駒只要一
納入正軌，相信二班也夠分量取勝。

孟買之星綸仔睇片

蘇偉賢（圖）近幾日非常緊張
隻「喜得福」，經常與副練鍾占
祺出入馬格，原來是留意這駒埋
門的食料狀況，每次要睇過牠才
放心，據悉，這駒近期狀態亦是
相當弗，雙眼谷到好似噴火咁，
除食料方面，做好預備工夫外，

其實操練一樣空前積極。據悉，練馬師埋門只安排
兩個員工可以幫手操練「喜得福」，一位是副練鍾
占祺，另一位是新加坡騎馬人，後者操不少蘇偉賢
馬房馬匹，都是非常有心得，這匹「喜得福」經已
做好應戰工夫，務求季初一出即勝。

喜得福練者仄料兜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第十場①大 籐 王
馬 主 Ｃ 內 幕

每年唞暑都是馬匹轉倉之旺
期，加上煞科後有李易達及告達
理兩廄散倉，故此今年暑假便有
超過一百駒轉換馬房發展，各個

倉口有得亦有失，其中新開倉之丁冠豪合共獲卅多匹舊馬
來投，當中不少更是減分已多之輩，相信是這位新晉練馬
師之搶攻籌碼。丁冠豪今季獲發牌開倉立萬，立即獲不少
馬主支持，目前養馬量達四十匹，除了幾匹剛抵港C布新
血之外，卅餘駒是由其他馬房來投加盟。睇番上季新開倉
之羅富全及麥菲文亦是靠一批轉倉馬在季初交出表現，如
麥廄在九月廿四日憑一對轉倉馬「安喜」及「銀豐神駒」
開齋兼起孖順利打響了頭炮，至於羅富全馬房首季已贏六
十五場，多達四十四場是由暑期轉倉馬建功，證明此類新
倉搶攻必須倚重新加盟
馬匹。睇番丁冠豪暑期
來投馬當中，「銀城福
星」在上手大摩時累積
減分已多，目前處五班
下游具備反彈空間，加
上賽前悉心操練，料可
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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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銀城福星
②薪 勇
⑧勝 在 煌
勁 快 步

第三場、第
一班、一二○
○米。「勝得
威」暑後評一

二○分，實力雖未去到馬王級，但講到
忠心程度亦唔曳，上季升到百一分，賽
事級數已經唔同，長時期要喺一班及級
際賽上陣，時常遇到「美麗傳承」及
「四季旺」等駒先至冇啖好食，好彩季
尾睇準一場三級賽沙田銀瓶，馬少少場
合順利得勝，今季想部署中距離級際賽
逞強，絕對有難度，倒不如實際啲，希
望趁季初對手狀態未跑起，先下手為強
執番場頭馬。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銀

照收」是上季沈廄紐西蘭馬，在港同父
兄長如「凱旋生輝」和「火紅人」，曾
在高水準級際賽交出好成績。其母是紐
西蘭馬，十戰三勝包括表列賽，贏馬路
程千二米，「銀照收」為其第四胎，之
前有兩胎贏九百至二千一百米。「銀照
收」去季三戰新馬賽取冠季軍各一，在
千二米開齋，第三仗潰不成軍，賽後發
現左後蹄外側有被踢中造成的傷口，大
敗可能由此而起。「銀照收」上季兩歲
已有小成，預期今季會有很大進步空
間，初時專注短途發展比較實際，而看
其長相，斷不會是中下班次貨色，上升
潛力較大，目前評五十七分便宜孰甚，
值得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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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

②勝 得 威

①川河尊駒
③軍 歌
⑥加州福星
⑤真 好 彩

第
五
場

②銀 照 收

⑤醒目再臨
香江世億
同 威
⑨盛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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