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⑩八 進①金 剛好 甜 橙②愛 添 滿
第二場⑦火 百 合②金 剛 仔④清新動力⑩神 速 寶
第三場②爪皇烈焰①勇 者 勝⑤藍海策略塑 料 喜
第四場①天 地 人⑤王者奇兵⑥牛精大哥哈蝦王旺
第五場傳 盛精算八方⑦大 聚 會④最 驫
第六場④龍 船精彩飛動②英明神駒③長 長 友
第七場⑧精彩輝煌⑥大 武 士①鄉村瑰寶艮志騰雲
第八場③蟲草之星④好利運來情 趣②盛大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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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楚航馬房的「藍海策略」，
今次是集合晒有利贏馬條件於
一身，是爭勝機會甚高的一駒，
大家不妨捧場。這駒到目前為止
是第二季上陣，上季是麥菲文倉
的戰駒，今季馬房散倉才轉投葉
楚航名下，不過至今僅取得三席

季軍，仍是與頭馬無緣。今次馬房刻意再度邀請潘頓
（圖）為這駒披甲，可算是一個信心的保證，因為這
駒季內曾三次由潘頓執韁，僅千四米一戰不入三甲，
其餘兩戰谷草一哩均跑入第三名，相信潘頓經已摸熟
其脾性，屆時能夠發揮最佳威力爭功。

藍海策略潘頓夾檔

「興惑」屬上季日本自購馬，
來港首戰插入二班出賽，跑田草
千八米立刻取得第二名，以四分
三身位不敵「比卡超」，可是往
後陣上的表現反覆，今季到目前
為止經已跑了九仗，未嘗入過三
甲，評分由上場開始經已調降至

三班上陣。而上次初爭三班賽跑谷草一哩，所得的第
六名輸給頭馬並不遠，僅是三個餘身位，走勢有點起
色，今次繼續吼準此程列陣，屆時用上史卓豐（圖）
披甲，這位仁兄與告東尼合作並不多，今季騎練合作
過四次，有兩亞一季成績，上名率頗高，算是練馬師
信任的一員殺手，已要留意動向。

興惑騎練合作準繩

蔡約翰馬房的「好利運來」，
今次角逐谷草一哩，大家可以當
牠是贏錢扶手棍看待，因為此駒
夾莫雷拉（圖）共跑過三次谷草
一哩，全部告捷而回，這三仗的
蹄下敗將分別是贏四班賽的「精
算齊同」及「陽明高高」，之後

升到三班再贏多次「陽明高高」。看「好利運來」
越贏越是輕鬆，開齋的一仗是以鼻位僅勝，連捷一
仗是贏對手半馬位；於三班再遇「陽明高高」時，
經已贏牠一位一；今戰再夾莫雷拉而臨，有力締造
四連霸佳績。

好利運來路有專長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日跑馬地馬場舉行八場草地
賽，使用 B跑道並向後移欄角
逐，今次是本季第十次使用此跑
道，上次使用是五月廿二日，當

日草地度地儀指數為2.7，場地狀況本來為好地，第三場開
始掛牌改為好至快地。當日八場賽事，除「小奇妙」、
「明月光」及「年年旺」是排中外檔起步，其餘五匹頭馬
均是排內檔，可見當日的B跑道有利內檔馬。跑法方面，
八場賽事之中只有「小奇妙」、「長長友」及「成才」是
後追贏馬，其餘五匹頭馬均是使用跟前或放頭跑法，當日
的B跑道有利跟前跑的馬匹。今季谷草B跑道贏馬最多的
練馬師是告東尼，贏了八場，之後是方嘉柏及沈集成各贏
了七場。騎師方面，今季贏馬最多的是潘頓，贏了十二
場，之後是田泰安贏了
十場，再之後是何澤堯
贏了八場。今次推介列
陣第八場三班一哩的
「盛大光輝」，兩戰谷
草B跑道獲一冠一亞，
入Q率達一百巴仙，憑
主動跑法能坐位望贏。

盛
大
光
輝
擅
跑
Ｂ
欄

第八場

②盛大光輝
①協勝神駒
④好利運來
⑨紅粉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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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
三班、一六五
○米。馬主鄭
應炎與容天鵬

相識多年，當年鄭生首匹個人名下「金
鹿」就係由容天鵬為他揀回來，當時容
天鵬還未升正，不過當自立門戶開倉，
鄭生亦第一時間將「金鹿」轉投容廄以
作支持，「金鹿」退役前四捷，之後
「觀自在」和「長長友」共贏五W，難
怪鄭生完全信任容天鵬，而且前者剛中
新季PPG籤，人逢喜事精神爽，「長長
友」今次出戰三班谷草一哩勝途，沿用
潘頓有力再建功。「長長友」今季來港
八戰獲兩冠三亞，大前仗配潘頓在四班

田草千四開齋，再出換貝力斯發揮一
般；上場潘頓回策初次渡江即再贏，人
馬合作兩戰全勝，今次可爭三捷。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協

勝神駒」來港前在澳洲兩戰均輕勝而
回，在港第二戰亦已迅速贏馬，不過其
後一再近而未勝，似乎進度上有點阻
滯。今季中此駒向谷草中距離進軍，兩
度入位後，第三次渡江跑第七輸個半馬
位，主要是馬匹負重兼排十二檔，早段
要留後切入之故；前仗轉爭田草千四，
直路鬥衝得第五輸一馬位，主要受重磅
影響；上場重返谷草立即又上名；質新
季內未交代之輩，既然回勇連番見近，
相信必思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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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壽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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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德兼備
精彩飛動

第
八
場

①協勝神駒

②盛大光輝
③蟲草之星
④好利運來
⑨紅粉彩影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米。「八
進」上仗減至四十六分，回配何澤堯出
戰谷草一千，出閘後守在六、七位，入
彎後姍姍來遲追回一席Q腳；拚後復課
所見走勢更為純熟，今次打鐵趁熱再爭
此程對手非強，可坐定粒六。
第二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火

百合」前仗練者報跑谷草一哩冀求突
破，即能拚入第三名，該役沿路採取領
放戰略，最終不敵「好利運來」和「陽
明高高」；上仗再戰此程，李寶利亦發
揮出水準，可惜終點前一步被擒再次飲
恨，惟可肯定此駒必具備四班爭勝實
力；今次操足再臨，狀態已如箭在弦，
當可優先捧場。

爪皇烈焰矢志交代
第三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爪

皇烈焰」今季苦戰多個回合依然未能贏
馬，三班如是，降至四班也是一樣，不
過最近三場四班同程中有兩仗皆跑入第
三，前仗更是排在外檔，以留前鬥後跑
法在末段如飛殺上，可惜姍姍來遲以半
馬位敗給「盛勢」及「得先生」，反映
評分已屆支持位；今次練者再揀一哩賽

程入紙，必及早贏馬交代。
第四場、第四班、一二○○米。「天

地人」（圖11號）二月中開始移師谷草
作賽，接二連三在千二米碰上惡劣形勢
下都可以走得接近；四月初易配潘頓排
七檔起步，結果不敵全程一步不蝕的
「華美公主」跑第二；再出兩場即獲兩
Ｗ進步神速；復課馬兒快跳工夫加強，
走勢比前更流暢，今仗續爭強項途程，
只要配合形勢應有再勝之力。
第五場、第三班、一二○○米。「傳

盛」前仗縮程跑田草一千米直路賽，早
段留守在放頭馬後的有利外欄場地，到
最後刻意移到跑道中央展開衝刺，結果
輕易砌低「寶山鷹」及「更好世界」等
質新分子；上仗再戰可惜只跑第三；今
次練者入紙轉爭窄場千二，對手實力非
強，只要克服轉場難度，可憑着較高質
素再勝。
第六場、第三班、一六五○米。「龍

船」今季經調整評分後，終在四月初取
得季內首捷，打後兩戰同程雖只跑得一
季，惟評磅員一分不加；拚後馬房操練
未有放緩，狀態仍堪持續，六歲愛爾蘭
馬今季仍在當打之年，馬主幕後一向也

支持丁仔及簡蛇，鬥志必拚無疑，養足
體力再打硬仗，機會未可輕視。
第七場、第二班、一○○○米。「精

彩輝煌」四歲澳洲自購馬，季內七戰，
初出即在谷草千二爆出十八倍冷W，打
後四戰只在谷草千二再跑一場亞席；到
前仗小休復出競逐同程，由於臨場有
「美麗躍動」及「魅影揚飛」相繼退出
下提升爭勝機會，結果配郭能以兩倍大
熱門後上輕勝；上仗轉爭田草千四米，
三十六倍大冷門起步慢閘跟跑一場，表
現普通，看來暫時不是轉程的時機；今

次重返谷草主場，縮爭一千米相信也能
勝任有餘，可繼續捧場。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蟲

草之星」跑法勝在夠主動，擅長快放，
上仗初爭谷草一哩，早段鞍上人跑來進
退失據車前倒後，最後一段撲上跑番一
席第五，只負於「活影」不足三個馬
位，以此推算本身腳法是可應付窄場；
今仗練者入紙再報戰此程，刻意避開一
批沙田惡馬，賽前一早交由杜美爾過檔
考驗，如果場地保持乾快，在此應有拚
勝分量。

第四場①天 地 人
馬 主 Ｃ 內 幕

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天地人最佳馬膽最佳馬膽
今晚谷草舉行八場草地賽，以B欄C彎跑道作賽，頭場

晚上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唯一錦標是由三班馬跑一哩競
逐馬拉華度賽馬會挑戰盃。練馬師方面，蔡約翰派出多匹

惡馬參戰，應是大搏殺時候，可優先留意。騎師方面，潘頓、雷神及何澤堯皆手執
不少實力馬，可作為扶手棍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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