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③首飾大聖②同盟力量④霸 勝①運 才
第二場捉 金 皇③發財福星⑩醉 醒 神②王者再現
第三場④怡昌飛駒⑥赤水神駒⑨牛精大哥⑤勇 冠 多
第四場①甲 烷②燈膽精英④飛 雲 騅明月千山
第五場③維港奔流②銀河飛馬④快樂凱旋①人和家盛
第六場⑩勝利在手②辣 臣③以戰養戰⑤平 常 心
第七場⑤精算齊同①熱血鬥士③勞動創造⑦快樂實在
第八場④平海歡星爸 巴 閉②金鼓齊鳴⑥大 醇 威
第九場⑧傑彩繽紛⑥合拍威龍②翠 龍⑦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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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三班跑一千米，潘頓
（圖）在這場賽事中共有三駒可
揀，分別是近五仗非勝則位的
「辣臣」、首戰此程即刻入Q的
「以戰養戰」，還有上次在一千
米被捧成次熱門而大敗的「平常
心」，最後潘頓揀了為羅富全馬

房的「以戰養戰」執韁，這駒上次是在一千米敗於
「辣臣」，後駒的鞍上人是史卓豐，純粹是臨時拉伕
性質，因為牠原本配利敬國，但因為撤銷牌照的關
係，才被史卓豐冷手執個熱煎堆，今次潘頓揀為「以
戰養戰」披甲，由此可見騎者對這駒是信心十足。

潘頓揀騎以戰養戰

苗禮德（圖）馬房的「快樂實
在」，今季取得冠亞季各一，贏
馬路程是田草千六米，上名的兩
仗分別是田草千四及千六米，大
家可以見到這駒有根據的射程屬
田草中距離，不過馬房沒有替這
駒出戰上周日的三班千四米，或

是今周日的第三班賽事，正所謂早唔跑遲唔跑，偏偏
揀跑一場沒有賽績根據的谷草一哩，儘管跑一哩是毫
無賽績可言，但查此駒更早期的賽績紀錄，曾跑過一
次谷草千八，雖然三甲不入，但所得的第六名只輸三
位一給頭馬「夢幻戰士」，今次嘗試縮程跑一哩，提
防出冷。

快樂實在一哩有計

姚本輝（圖）匹「鼓浪順
風」，前仗窄場千二在黎海榮胯
下跑入冷位，轉手即由潘頓補
中，開齋後今次再瞄準贏馬路
程，從路數推敲，依然具有坐二
望一的資格。潘頓在姚廄贏「鼓
浪順風」的例子，大可從「高大

威猛」及「寶城智勝」身上看到多少影子，「高大
威猛」潘頓在黎海榮手上奪得師印後三出三勝；
「寶城智勝」由黎海榮熱身一場後，翌仗由潘頓接
手兩戰得一冠一亞。而「鼓浪順風」，潘頓接手後
經已出頭，今次第二度披甲，是贏面甚高的一駒。

鼓浪順風連珠炮發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晚跑馬地九場草地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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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是季內第八次使用B跑道，上
次使用是四月八日，當日草地度地儀指數為2.72，場地掛
牌為好地。當日八匹頭馬之中，排外檔有「全心全意」、
「富祿」、「辣臣」及「非凡品味」四匹，佔了一半，當
日的B跑道是一條公平的跑道，排任何檔位也可爭勝。跑
法方面，八匹頭馬之中後追馬只有「富祿」一匹，其餘七
匹均使用跟前或放頭跑法，當日的跑道有利跟前跑的馬
匹。今季在B跑道贏馬最多的練馬師是丁冠豪，贏了八
場，之後是方嘉柏贏了七場，再之後是告東尼與羅富全各
贏了五場。騎師方面，
今季贏馬最多的是莫雷
拉與潘頓，各贏了十
場，之後是田泰安贏了
七場。今次提供「辣
臣」，歷來一戰谷草B
跑道即勝，質新馬升勢
未止，力足再捷。

辣
臣
大
勇
三
甲
穩
陣

第六場

②辣 臣
③以戰養戰
⑦好 甜 橙
⑧閃電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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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第
四班、一二○
○米。姚本輝
今 季 成 績 亮

麗，練者相馬眼光獨到，多年來引入不
少高班良駒，故頗多馬主亦慕名找輝哥
揀蟀，部分於周歲購入後先安排在澳紐
出賽，贏夠分才運港變成自購馬，不過
由周歲拍賣到三歲運港，當中時間長亦
存不少變數，就如「維港奔流」，一七
年復活節拍賣會姚本輝以四十二萬澳元
投得，之後運到白敬雅馬房受訓，五戰
兩勝兩位，不過抵港後馬主卻選擇交予
韋達訓練。「維港奔流」出自澳洲種王
「犀利時」，質素不超卓但遇正今次四

班千二拆三組，對手唔強已經夠用。
第八場、第三班、一二○○米。「加

州雷電」三歲仔型格偉岸，血統顯赫名
氣響亮，前仗二月中旬換莫雷拉變成十
五蚊全熱門，結果出閘起擒繼而早段居
後，如是者直路上苦追不及，可謂輸得
極不值，而且翌日被驗出不良於行，總
算為該場敗仗找到合理解釋。該仗後曾
停課十六日之久，復課教閘後又只游
水，難免令人對馬匹健康有疑慮，不過
三月初復課後已迅速投入操練，而且狀
態回起甚速，之後例課不缺，證明健康
是全無影響；剛役加眼罩換上田泰安，
起步搶出直領到底獲勝，打開缺口後今
場上班無大阻力。

維
港
奔
流
人
和
家
盛

第
五
場

③維港奔流

①人和家盛
②銀河飛馬
④快樂凱旋
⑤快 利 寶

第
八
場

⑨加州雷電

①健康美麗
②金鼓齊鳴
③鼓浪順風
④平海歡星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二○○米。「首
飾大聖」上季尾和今季初兩勝四班田草
千二，分別跑贏「八卦」、「水箭
龜」、「精進百樂」、「孖寶」和「為
食格格」等在今季全部贏過的好馬。之
後升三班卻連場無成績，而上仗甫落四
班出戰谷草千二即跑第三，今仗四班面
對次一級的對手，可博冷ＷＰ。
第二場、第四班、一六五○米。「捉

金皇」上季初次角逐谷草一哩，即擊敗
當時銳氣正盛的「兵貴神速」贏馬而
回；再看今年一月初「捉金皇」爭此
程，只負於大勇的「一舖成名」半馬身
已見厲害；上仗全程守好位，轉入直路
卻姍姍來遲跑殿軍，且看今次拆組賽事
能否勝回一場。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怡

昌飛駒」喺上手馬房時候已曾有流鼻血
及其他傷患紀錄，即使今季四戰演出良
好，但能否長期維持穩定水準，實難以
確估計。既然上仗在谷草千二後上入
腳，復課後馬匹的操練工夫尚見正常，
今次再跑當然會繼續全力以赴，希望再
次交出頭馬。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甲

烷」今季初出即於千二米爆入大冷位，
以霍廄馬來說相當罕見，但其後表現徘
徊不前，直至二月份轉爭谷草一哩，該
戰守二疊中游，即使直路閃出閃入，末
段亦可壓倒「放眼量」贏馬；上仗遇稍
快步速而全程殿後，兼且轉彎走八疊入
直路，最終僅以短距離不敵全程慳位的
「長友之星」得第三，今戰對手非強，
當有機會再取頭馬。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維

港奔流」前仗在田草千四排外檔全程走
外疊，仍然所負不遠，因此上次轉戰谷
草千二，在賀銘年胯下力追入Q；拚後
加一分再戰此程，以今場快馬不多，只
要早段順利守在中間甚至更前位置，足
以在此爭勝。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勝

利在手」今季改攻谷草效果更理想，在
同程取得連捷，次次輕勝及跑出好時
間；二月中升上三班作賽，頭兩段放到
四十五秒七六，末段無腳仔軟，最終只
輸兩個多馬位；前仗十五蚊全熱門放到
臨門一步乏力跑第四；上次也是一樣未
能埋尾再跑第四，今次縮爭一千，且看
可否單憑速度一放到底。

第七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精
算齊同」上季中階段在三月份取得了競
賽生涯的首場頭馬，其後再戰四班谷草
一哩，不幸遇上孭少四磅的蔡廄馬「好
利運來」，結果以鼻位飲恨；踏入今季
經過兩場熱身，前仗即在谷草一哩落飛
得手，看埋門出跳火氣仍旺，當有再捷
之力。
第八場、第三班、一二○○米。「平

海歡星」今季轉戰谷草短途賽表現出
色，四場前爆大冷贏馬，前仗亦獲亞
軍；上仗同程排九檔，起步慢閘形勢變

得被動，最後只略追多少跑第六；今場
對手不算強，如發揮出水準，當有能力
贏出今季第二W。
第九場、第二班、一六五○米。「傑

彩繽紛」五歲B布馬正值大熟大勇之
年，三月初角逐田草千八雖受惠於偏慢
步速入Q，但直路曾受困，到最後二百
才望空全力衝刺，結果不敵沿外疊衝順
的「喜蓮騏星」；翌仗轉戰二千亦一樣
殺入配腳；上場渡江轉爭千八，雷神取
回帥印力戰僅負「與龍共舞」，今次縮
爭一哩路合發揮，應可勝回一仗。

第四場①甲 烷
馬 主 Ｃ 內 幕

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甲烷嚴陣以待嚴陣以待
今日谷草夜賽安排跑九場，以B欄C彎跑道作賽，頭場

於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設立錦標賽場合。練
馬師方面，方嘉柏及霍利時均派出多匹實力馬參戰，可優

先留意。騎師方面，雷神、潘頓及田泰安都手執多匹惡馬，不妨作為扶手棍看待，
半冷可向史卓豐及黃俊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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