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④赤火神龍①共創歡樂⑨大眾勁駒⑧醉 醒 神
第二場①活力勇士②放 眼 量⑧全心全意③泰 益 善
第三場天地僑福②馬 功 臣①人和家盛⑩特駒聯盟
第四場②如真如假③美 妙 星⑩富 祿首飾傳奇
第五場②同 進①悅 跑 得⑩閃耀榮光⑦平海歡星
第六場④以戰養戰⑨辣 臣⑧奇 妙 星⑦好 甜 橙
第七場①好 鬥 心②勇敢傳說⑦一舖成名⑥綠色勇駿
第八場⑩非凡品味②當家猴王⑤天 祿④正陽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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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三班一千米短途賽中，
「辣臣」及「奇妙星」均屬爭勝
分子，前駒近三仗跑短途均有上
名成績，兩在田草一千米直路賽
獲季軍，另外在田草千二米跑第
二名；至於「奇妙星」，最近一
仗在谷草一千米取得亞軍。兩匹

近況均有作戰水準的馬，上場的鞍上人皆是田泰安
（圖），也即是說，如果田泰安向該兩駒倉主索騎的
話，優先主策權必定落到這位仁兄身上，最後田泰安
揀了為新鮮滾熱辣在谷草一千米獲亞的「奇妙星」披
甲，信任他的選擇，不妨睇高這駒一線。

奇妙星田泰安揀騎

葉楚航馬房的「天地僑福」，
今次再度列陣谷草千二米，大家
切勿輕視。雖然這駒曾經由潘頓
及史卓豐跑過此程，但這兩位大
師傅的演出卻未及蘇狄雄（圖）
發揮得好，最近一仗谷草千二米
便是由史卓豐操刀，僅得第十

名；再數大前仗的時候，這駒曾由潘頓披甲只得第五
名，仍未算是這駒的最佳名次，其實，季內跑同程最
好表現的一仗，便是交由蘇狄雄披甲，取得一席第三
名，只輸給「勝利在手」及「特駒聯盟」，今次交回
蘇狄雄執韁，只孭一一四磅輕飄飄，可望交出威脅性
表現。

天地僑福夾蘇狄雄

羅富全馬房匹「一舖成名」與
徐雨石馬房的「好甜橙」，今季
俱已取得四場頭馬，假如今次夜
賽牠們任何一駒多贏一仗的話，
便屬今季的五捷馬，成就則在
「金鎗六十」之後，該駒在今季
一口氣贏了七仗，其中「一舖成

名」今次跑谷草一哩，仍交由莫雷拉（圖）操刀，
看來有機會成為五捷馬，因為從這駒季內兩配莫雷
拉之下取得兩勝佳績，所跑的路程也是谷草一哩，
今次續由人馬合拍的莫雷拉策騎，有很大機會再添
頭馬成績。

一舖成名雷神合拍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晚跑馬地八場賽事，使用B
跑道向後移欄競逐，內欄向跑道
中央移入四米，闊廿六點五米，
直路長三百三十八米，為谷草多

條跑道之中最長，今次是季內第七次使用B跑道，上次使
用是三月四日，當日度地儀指數為2.72，場地掛牌為好
地。當日八匹頭馬只有「濃有」一匹是排外檔，其餘七匹
均排中內檔，可見當日的跑道大利中內檔馬。跑法方面，
當日八匹頭馬之中後追馬有「馬功臣」、「好計」及「喜
勝駒」三匹，其餘五匹均使用跟前或放頭跑法，當中「精
彩千里」於八百米段柱落後四個多馬位，只是因為「加州
明雋」以一個超快步速放頭，當日B跑道有利跟前跑的馬
匹。今季B跑道贏馬最多的練馬師是丁冠豪與方嘉柏各贏
七場，之後是告東尼及
羅富全各贏五場。騎師
方面，今季贏馬最多的
是莫雷拉與潘頓各贏九
場。今次睇好蘇偉賢馬
房匹「馬功臣」，歷來
七戰B跑道獲兩冠三亞
軍，路合可秤先。

馬
功
臣
跑
B
欄
特
佳

第三場

②馬 功 臣
③金碧輝煌
⑦大 聚 會
大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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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
四班、一二○
○米。文家良
三歲馬「喜又

盈」，周歲時由馬主高長昌以廿四萬澳
元投得，外地未有試閘。此駒是其父
「選擇」與母系APPAREL年紀較大時
才出的結晶品，「喜又盈」部份同母姊
姊早已成為配種母馬，並誕下不少子嗣
出賽，之前有一匹子嗣「至尊熊」曾在
港服役，「選擇」雖然近年來港子嗣質
素已大不如前，但看整個母系家族血統
以中短途表現較佳。「喜又盈」抵港後
試閘走勢漸入佳境，翻查多匹同主馬初
出都有獎金，急進一族又可以快打慢。

第四場、第四班、一二○○米。「星
際精英」周歲價十六萬紐元，在澳洲時
屬香港馬主駿盈馬業名下，與應屆春季
冠軍錦標及蘭域堅尼冠軍「影子英雄」
同主，即昔日香港打吡冠軍「有料到」
馬主兒子雷昌年，「星際精英」同樣由
練馬師廖康銘作初步訓練，曾試一次大
閘佩戴眼罩跟前勝出。此駒出自新父系
「中心點」，同父馬南北半球表現不
俗，成績在冒升中，路程性能普遍以中
短途較佳，偶有數駒長力可扳至二千米
以上。「星際精英」台型均勻，在港試
閘見腳法頗為純熟，外祖父為「拿
高」，兩線都係早熟擅中短途，今次操
好而來料可飲頭啖湯。

星
際
精
英
旅
遊
拿
督

第
三
場

⑧喜 又 盈

⑥桃 花 旺
⑨天天向上
大運舞台
天地僑福

第
四
場

⑤星際精英

①銀河飛馬
⑦牛精大哥
⑨旅遊拿督
⑩富 祿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八○○米。「赤
火神龍」六歲巴西中長途馬賦性慢熱，
一向跑谷草中長途較佳，每季都要踏入
季中才開始有好表現。「赤火神龍」今
季先於三班中短途熱身，路程不合，當
然場場居後，到上次可重回四班上陣跑
谷草千八，用薛恩操刀乃三十四倍大
冷，全程殿後未有郁手之意，經這場仄
前試後，今次打王牌再來值得冷敲
WP。
第二場、第四班、一六五○米。「活

力勇士」上季在四班此程成績彪炳，季
內初出亦在四班谷草千二爆冷贏馬，並
曾於三班谷草中距離交出表現，看上回
一哩首本程，結果在有利步速後上跑入
第二，打仔馬復課火氣仍盛，今仗續爭
一哩當有取勝之道。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天

地僑福」季內曾在蘇狄雄胯下跑第三，
水準絕對不容忽視，該仗頭馬「勝利在
手」前快後快贏馬，再出仍可掄元，而
第二名「特駒聯盟」翌仗只不敵贏完又
贏的「好友益」入Q，按此水準計「天
地僑福」在四班贏馬只是時間問題。從
近仗「天地僑福」走勢所見，早段落腳

雖然不慢，卻未見噴射前速，上次加眼
罩及排大外檔起步，跑亂了節奏只得第
十名，今次捲土重來只要有形勢配合，
隨時可揭竿起義。
第四場、第四班、一二○○米。「如

真如假」季初跑同程能壓倒在田草贏馬
的「開心人生」，可是接戰未能再進，
相信全因負重磅所帶來的阻力，前仗配
上黃俊減磅出戰，可是放到臨門一步乏
力只跑第三；上仗回配贏馬拍檔薛恩操
刀，快閘一早貼欄前領，可惜鬥到最後
只跑第三；今次只要出閘順利切入內欄
領放，當有望衝擊季內第二W。
第五場、第三班、一二○○米。「同

進」打仔馬季內跑過六次，當中第四仗
於此程跑第五，該役頭二馬「大紅包」
及「極速駿馬」打後再出都能贏馬，另
外在該役蝕不利內欄場地的「電子群
星」，翌仗也在田草再爆冷W，可見賽
事水準相當不俗！「同進」上次續爭谷
草千二，排六檔兼重戴眼罩上陣，搵上
郭能操刀，豈料人馬夾檔非常，全程守
在第七位，入彎兜出大外疊長驅直進爆
出冷W，現評分仍未摸頂，打鐵趁熱不
妨信多次！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以
戰養戰」季內六仗，除跑田草千四大敗
一仗外，其餘五仗千二有四次收獎金，
跟前後追也近，反映評分本已有利，只
欠一點火候，再看上仗初爭窄場短途，
潘頓沿途守在三四位，可是末段鬥爆欠
了一點火喉只跑第五，負於重飛出擊
「大紅包」乃非戰之罪，今次練者繼續
入紙再報此程，戰意值得信賴。
第七場、第三班、一六五○米。「好

鬥心」上回轉跑谷草千八米十分合理，
配潘頓又排好位，末段交出凌厲後勁僅

負「水箭龜」馬頭位，卻壓倒「明月
光」與「全民佳知」，省過一場今賽當
有條件贏出在港首W。
第八場、第二班、一○○○米。「非

凡品味」大前仗久休復出兼初跑三班
賽，竟可在超快步速下前置入Q；前仗
贏馬雖有慢步速之助形勢大利，但相對
當晚另一組同班同程快步速賽事，此駒
頭兩段慢零點五五秒，但總時間竟可反
先零點零八秒，十分厲害；上仗雖負重
磅誓師，也照樣快閘放出完成今季第二
W，實力仍未盡露之輩有力再贏。

第四場②如真如假
馬 主 Ｃ 內 幕

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如真如假 忠心可靠忠心可靠
今晚谷草安排八場夜賽，以B欄C彎作賽，頭場晚上七

時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設立盃賽。練馬師方面，沈集成
及方嘉柏均派出多匹實力馬參戰，值得優先留意。騎師方

面，近期雷神與潘頓鬥得火熱，當要吼實，另外田泰安及蔡明紹之坐騎亦具威脅
性，也要留意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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