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①阿 凡 達②自 由 喜⑩八 進④寶 山 鷹
第二場⑩駿 驫①金津輝煌⑦威 震 天②中華壹號
第三場⑥新 威 龍③傳 奇①赤水神駒⑨君子精神
第四場②好 運⑤永 益 善①金碧輝煌⑨夢幻戰士
第五場⑧火 百 合⑩鑽飾神聖⑤轉 數 高⑥觀 自 在
第六場①天 祿②地 大 大威 先 生④美麗天驕
第七場開心有你⑥衝 亞⑦電子大師龍城勝將
第八場②好利運來⑥鑲 白 旗③扎西德勒⑩赤火神龍
第九場⑧新 力 寶③順 勢 寶⑥禾 道 駒⑩年 年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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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保羅（圖）馬房匹「聚歡
笑」，今季只是跑過四仗，上手
何良馬房安排這駒跑了兩仗，均
是角逐田草千二米，未有成績交
出，而轉入蘇保羅馬房後所跑的
兩場，分別是谷草千二及田草千
六米，這些路程並不是「聚歡

笑」所擅長的路程。根據這駒過往的表現所見，到目
前為止所贏的三場頭馬均是來自谷草一哩。今季四仗
所跑均非正宗路程下，敗績不妨抹去，今次馬房才首
次安排牠跑贏馬路程，看來今次部署已有信心拚勝，
值得加以留神。

聚歡笑一哩最正宗

呂健威（圖）馬房的「傳
奇」，今季的評分長期高企於三
班作賽，因此季內所交出的成績
僅得兩席位置，便是在田草千二
拚得第三名，不過由於經已久無
表現，目前的評分已調回第四班
上陣，馬房也立刻安排牠跑回最

煞食的谷草千二，這個安排正是顯出幕後的出擊誠
意。因為從以往紀錄所見，「傳奇」在四班跑過三次
谷草千二，成績是一冠兩亞一季軍，也即是取得全上
名成績，以此準繩演出，今次列陣最拿手路程，續配
騎練合作愉快的何澤堯披甲，允屬一匹三甲穩入的爭
勝材。

傳奇四班千二準繩

全晚最高班賽事，是第九場由
二班馬跑千二米，「新力寶」、
「年年旺」及「精彩輝煌」均
與潘頓息息相關，為何這樣說
法？因為「新力寶」及「年年
旺」，牠們在港的首場頭馬均是
由潘頓（圖）取得，但偏偏今次

上陣，潘頓卻是揀了「精彩輝煌」披甲，後者季內
也曾取得兩場頭馬，均是谷草千二米，一場由史卓
豐建功，另一場是由郭能取得，今次三駒同場列
陣，卻得到了潘頓的垂青，反映他對這駒情有獨
鍾，相信爭勝機會也高於另外兩駒。

精彩輝煌潘頓揀騎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日跑馬地上演九場草地賽
事，使用A跑道作賽，今次是季
內第十次使用此跑道，上次使用
為六月五日，當日草地度地儀指

數為2.71，場地狀況為好地。當日八場賽事除了「神速
寶」排四檔以及「活影」排一檔，其餘六匹頭馬均是排中
外檔起步，由此可見當日的A跑道排內檔並沒有太大優
勢。跑法方面，八場賽事中後追頭馬有三匹，分別為「神
速寶」、「錶之皇者」及「活影」，其餘五匹均使用跟前
或放頭跑法，當日的A跑道稍為有利跟前跑的馬匹。今季
在谷草A跑道贏馬最多的練馬師是蔡約翰，贏了八場，之
後是徐雨石贏了六場。騎師方面，今季在谷草贏馬最多的
是潘頓，贏了十一場，之後是莫雷拉贏了九場，再之後是
史卓豐及正在養傷的黃
俊各贏了八場。今次谷
草煞科戰睇好列陣第三
場四班千二米葉楚航匹
「赤水神駒」，歷來兩
勝谷草A欄千二米，今
次路合班利狀態勇，應
會出招。

赤
水
神
駒
Ａ
欄
特
醒

第三場

①赤水神駒
②愛 馬 劍
③傳 奇
萬 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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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莥_àbcde

兵6神神(拿)
＋莯ghijklm

極神駿L(楠)
＋莥opqrstu

大 W
0)#0)#&' 73 %' 57 525 '3.4 32.7 好1(潘)

?wxyz{|}~��
美麗�驕(堯)
＋莈��������

駿B綵(紹)
莥��������

扎西德<(潘)
☆?����������

新»g(俊)
＋莯� ¡¢£¤¥¦

□□□□□□□□□□□□□□□□□□□□□□□□□□□各5-D(冠冠F)成H

第一場、第
四班、一○○
○米。「喜勁
驥」出自前年

澳洲復活節周歲馬拍賣會，當時由大摩
兒子喬治以六十七萬五千澳元投得，之
後留在當地受訓，但未有公開試閘紀
錄，去年七月份運港後卻加盟蔡約翰馬
房。「喜勁驥」父系「盡善盡美」在南
半球配種界當時得令，其部分子嗣周歲
價更超過五十萬澳元或以上，大受歡
迎。「喜勁驥」全兄弟馬已退役的「幸
運紀錄」當年便於谷草及田草千二米取
得三捷，另外三匹同母馬亦已全部勝
出，可見母線成功率甚高；近仗「喜勁

驥」韁口收斂已學識留力追馬，三歲馬
如今進度才納入軌道，今次渡江上陣絕
對有本錢贏馬。
第八場、第三班、一八○○米。「好

利運來」由四月份復出開始起跑四場谷
草一哩錄得全勝不敗紀錄，其厲害之處
是不用理會甚麼步速，再惡劣情況都可
以後發先至。由於本身個子不高，體重
方面只得千餘磅，所以跑谷草急彎變速
力強，亦造就牠能於一哩取得好成績；
看上場馬匹早段落腳經已轉慢，因此末
段才贏得比想像中較險，估計賽後騎練
都睇到問題所在，此匹蔡約翰爭冠軍寶
座的籌碼屆時一定跑盡，賠率雖熱也難
以輕視，可望取得五捷先唞暑。

喜
勁
驥
自
由
喜
單
Ｑ

第
一
場

喜 勁 驥

②自 由 喜
④寶 山 鷹
⑦美麗寶駒
⑨勁 飛 聖

第
八
場

②好利運來

③扎西德勒
⑤龍 船
⑥鑲 白 旗
⑨興 爾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米。「阿
凡達」翻看三月中出爭四班同程，雖然
賽事中賺盡偏慢步速下入Q，但是該場
的頭四名馬匹中，「衝亞」、「旅遊拿
督」及「上浦猛將」在總場次五三三再
碰頭，結果包辦三重彩。事實上在該役
跑第五的「明駿之星」，打後亦取得兩
W。「阿凡達」近兩仗爭三班遇強下仍
跑第四；今次回師四班爭一千，可望勝
回一仗。
第二場、第五班、一六五○米。「駿

驫」前仗爭谷草一哩，隔夜賠率已低過
十倍，開閘前更跌至七十四蚊，重票之
下一放到底打開勝門，證明有人事前計
算精確；上仗再戰放到臨門一步被擒未
竟全功；今賽唞足月餘瞄準此程攻堅，
只要交出一貫水準，可坐位望贏。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新

威龍」前仗於此程取得收成，該役跟得
急頭兩段比早一場之三班賽還要快，最
終仍能氣走同樣於有利路段衝刺之「非
凡品味」並彈離「牛精大哥」，屬強組
頭馬。「新威龍」前季尾話晒能在三班
擊敗其後勝出二班賽之「駿明珍寶」，
如今仍在四班打滾，有力反彈。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好
運」前仗跑泥地一哩，可惜起步慢閘，
陣中其半掩防沙眼罩亦甩掉影響發揮，
最終只以馬頸位飲恨得亞軍；翌仗再戰
同一途程，跟入直路欠加速力只跑第
三；今次渡江爭一哩，如交出水準，應
有機會補中。
第五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火

百合」跑法流於均速，五月中首次移師
谷草跑一哩，排在最外檔，都只是不敵
「好利運來」及「陽明高高」而已；前
仗排在十檔起步，早段耗力甚多切入搶
先，中段又被對手緊咬不放，結果僅不
敵得快步速之助嘅後上馬「錶之皇
者」；上仗放得出又係跑第二未能一
逞；今次捲土重來勢必全力爭取勝利。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天

祿」東廄C布早熟分子，來港後五戰，
初出田草千二成績欠奉，翌仗轉戰谷草
一千最短途，末段卻交出不俗追勢；第
三場更順利取得處子勝利，贏馬過程游
刃有餘；前仗角逐三班勝途，田泰安也
發揮水準後上入Q；上仗轉攻田草一
千，冷門冇飛即冇走勢；今次報回首本
戲，隨時可打翻身仗。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開
心有你」前仗谷草C欄同程，因檔劣關
係，起步未幾即被逼在外疊，之後一直
走蝕腳程，結果仍能保住獎金名次；上
仗出戰四班谷草千二，在小潘胯下末段
殺上取得頭馬；今次升回三班，可望憑
磅輕馬弗再締佳績。
第八場、第三班、一八○○米。「好

利運來」（圖前駒）季內由出道第二仗
開始練者已專攻谷草同程，連續跑了七
場，交出四贏兩位，成績有目共睹，看
此駒確有越贏越容易之感；今場仍在三

班角逐，並嘗試轉戰千八，此刻這匹四
歲仔戰鬥力正在勇境，加上馬房要力拒
摩廄馬來犯，機會仍可看俏。
第九場、第二班、一二○○米。「新

力寶」初出田草直路賽，面對星球馬
「遨遊戰士」當然毫無招架能力，但全
程走在跑道中央較不利場地，臨近終點
卻交出強勁追勢；熱身後，翌仗轉戰千
二換上潘頓飛到馬到，負重磅仍一放到
底；上仗換俊仔搶放幾乎放到獲亞；今
次升班轉戰窄場千二，負磅如釋重負可
繼續捧場。

第八場②好利運來
馬 主 Ｃ 內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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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谷草安排九場煞科賽，以全闊A跑道作賽，頭場提

前至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設立盃賽。練馬師
方面，大摩最近搏馬得心應手，其參戰馬可優先留意。騎

師方面，潘頓剛次賽事六W氣勢如虹，必要吼實，另外何澤堯及梁家俊之坐騎也
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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