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①騰龍超影②皇 帝 賽⑨旅遊拿督⑤仙履奇遇
第二場⑩非凡魅力①勝 感②勇 者 勝⑨牛精大哥
第三場⑥戰鬥英雄①長友之星③全心全意⑧勁力威龍
第四場⑩追風驥足①勁 駒日 日 靚③龍 船
第五場⑨駿 爵 士①南 區 寶⑦清 福⑤太空戰士
第六場⑨達 心 星②鼓浪順風③勝利威龍①極速駿馬
第七場①黃 金 甲熱血鬥士②志趣相投③喜蓮彩星
第八場④神舟寶駒③精算齊同甲 烷⑨發財福星
第九場競技勇士③禾 道 駒①明駿之星⑩知道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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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本輝（圖）馬房的「鼓
浪順風」，今季初出已跑過九
戰，經連場實戰熱身開氣後，最
近四場全攻窄場千二米，配上眼
罩下錄得一冠一亞兩季全入三甲
佳績，找到最佳出路。翻看三月
中的一戰只是敗給「同進」個多

身位得第二，配備效果頗顯著；翌仗即順利補中，
「知道必勝」與「超能量」也要俯首稱臣，場地性能
頗佳；隨後兩仗均留前鬥後攻入兩席第三名，埋門備
戰依然認真，馬房正為爭冠軍寶座而努力，此類實力
分子必搏盡謀功，戰意可信。

鼓浪順風路有專長

今晚編有兩場二班賽事，分別
為千二及一哩途程，當中第九場
二班千二，莫雷拉（圖）在這場
的選擇足具呼風喚雨的本錢，大
家先看蔡約翰馬房的一對列陣
馬，有新鮮出爐的百萬狀元「明
駿之星」，也有谷草千二米專家

「鄉村瑰寶」，最近在谷草一千米由陳嘉熙跑得季
軍，今次增程再來是更合腳法進取。不過有優先權揀
上述兩匹實力馬的莫雷拉，竟取了沈廄的「知道必
勝」披甲，當然這駒跑谷草千二的成績也是不俗，近
三仗有一冠兩亞佳績，看來雷神對這駒的爭勝信心比
起蔡廄的兩駒更大。

知道必勝雷神揀騎

霍利時（圖）馬房的「勝
感」，上季澳洲自購馬，踏入今
季馬房想盡辨法，終於在四班替
牠於谷草千二米贏回一仗，這仗
是贏「馬功臣」打開在港首捷勝
利大門，隨後被調回三班上陣，
成績便一籌莫展。根據紀錄，這

駒在港只是跑過兩次四班賽，一仗谷草千二獲勝
外，另一場田草千二米跑得一席第五名，本來上場
降回四班作賽立刻用莫雷拉跑贏馬路程，可惜賽前
驗出氣管內有血而退出，結果留至今仗才上陣，配
賀銘年出戰切勿輕視。

勝感四班惡氣十足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日跑馬地編跑九場草地夜
賽，本季倒數第三次谷草賽事，
使用C跑道向後移欄作賽，內欄
向跑道中央移入八米，闊廿二點

五米，直路長三百三十四米，比A跑道長廿二米，今次是
季內第八次使用C跑道，上次使用是五月十三日，當日草
地度地儀指數為2.71，場地掛牌為好地。當日九匹頭馬當
中，只有「得賞」與「善傳萬里」兩匹是排外檔，其餘七
匹均排中內檔起步，當晚的C跑道有利中內檔馬。跑法方
面，九匹頭馬當中，後追馬佔了五匹，其餘四匹則使用跟
前或放頭跑法，由此可見當日的C跑道是一條公平的跑
道，使用任何跑法也可爭勝。今季在谷草C跑道贏馬最多
的練馬師是呂健威與姚本輝，各贏了七場。騎師方面，今
季在谷草C跑道贏馬最
多的是潘頓，贏了十三
場，之後是田泰安及何
澤堯各贏七場。今次推
介「極速駿馬」，歷來
四戰谷草C欄獲三冠一
亞全入Q，今次可重施
故技建功。

極
速
駿
馬
C
欄
拿
手

第六場

①極速駿馬
②鼓浪順風
③勝利威龍
⑨達 心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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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第
二班、一六五
○米。摩、東
兩廄在谷草高

班賽經常施馬海戰術，想不到在今場羅
富全可分庭抗禮。「太陽威威」上季田
草短途起家，踏入今季羅富全卻刻意替
牠增程出擊，結果兩勝谷中一哩。事實
上，此駒一月時在三班力擒「玖寶」及
「又係熊」只勝頸位，但大前仗加分加
磅卻是贏出一身位，除了形勢配合之
外，馬匹不斷進步亦係事實；翌仗首爭
二班賽，雖然不敵「與龍共舞」及「傑
彩繽紛」，但與「翠龍」亦不過相差半
身位得第四；上次加程跑千八米欠氣

量，現重返一哩，有過二班經驗再來，
能挑戰群雄絕不奇。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無論

係何澤堯騎「精算」系賽駒，還是替呂
廄效力，都可以話係數據甚強的組合，
騎練合作季內取得廿五W，固然係亮麗
數字，今次列陣的「精算齊同」，今季
一配何澤堯即勝，今次兩大條件配合，
又係捧場時候。「精算齊同」今季二月
中復出，至今跑了四個月，體力較對手
優勝是不爭事實。經兩仗開氣後換上何
澤堯，即飛到馬到報捷；贏馬後回升三
班，大前仗僅以短頭位飲恨得第三，翌
仗用郭能回一回，上場重配何澤堯又跑
第二，今次賠率不太熱，值得一敲。

太
陽
威
威
志
趣
相
投

第
七
場

太陽威威

①黃 金 甲
②志趣相投
③喜蓮彩星
④翠 龍

第
八
場

③精算齊同

①玩具達人
⑩歡樂小子
財富超影
甲 烷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四班、一二○○米。「騰
龍超影」自來港第二季在谷草千二打開
勝門後，基本上每季都是在馬季下旬於
此程出擊，其中上季雖然未有進帳，但
由四至六月間總算三次上名。上仗練者
找到潘頓爭同程，廿蚊大熱終於趁季尾
執番一W，拚後仍未升班再戰此程，坐
位望贏可做到。
第二場、第四班、一二○○米。「非

凡魅力」季內跑過八次，於第四戰谷草
千二在直路嚴重受阻而敗後，接戰換上
田泰安披甲，閘前票數堅挺，可惜遇上
當晚直路較利中外疊的鴛鴦地，在直路
初透出後，留在相對不利的跑線衝刺，
最後四駒一同衝線只得第四；上仗回配
田仔搏殺，十四倍冷門後上不及得第
三，拚後復課火氣仍盛，今仗必全力爭
取勝利。
第三場、第四班、一六五○米。「戰

鬥英雄」季內跑過六次，除咗兩場田草
賽事跑得差之外，其餘四戰谷草千二演
出皆見接近，尤其前仗特別交由田泰安
掛帥，除眼罩及改配頭套及防沙眼罩，
希望改善其脾氣及起步緩慢陋習，最後
力戰只跑第二表現比前進步；今次轉爭

一哩，預期步速不太慢，應有利後追，
值得捧場。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追

風驥足」前仗初次渡江跑一哩，早段居
後，入彎前本可以佳勢拍住該場頭馬
「隨我來」入直路鬥衝，奈何史卓豐關
鍵一刻竟選擇拉入內疊不利場地，替工
味濃；上仗換波健士跟前走殺入第三，
只要今賽有次好際遇，當有權出頭。
第五場、第四班、一○○○米。「駿

爵士」去季國際拍賣會馬，進度來得慢
乃意料中事，周身病痛也是窒礙交出表
現的關鍵，無疑近幾次跑近已見起色，
但或有可能是季尾賺體力，並未反映真
正實力；上仗冷門後追影相飲恨，走光
之輩打王牌再來，交出水準必在三甲。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達

心星」首戰千二獲亞，接戰扳上千四即
能補中，雖然兩場都是新馬條件限制
賽，不過三歲仔贏千四難度唔低，亞季
軍「發財福星」及「精彩千里」之後合
共取得五W。之後本身健康有點問題，
操練曾經放緩，前仗復出雖受阻三甲不
入，惟上仗易配雷神轉戰窄場即以大熱
輕勝，質新分子升班仍難尋攔路虎。

第七場、第二班、一六五○米。「黃
金甲」外地兩戰膠沙地全勝，上季來港
後，至季尾階段初跑泥地，終在讓「二
郎」九磅的情況下大勝四個多馬位。可
惜於六月份因腹絞痛要接受手術，遲至
今季二月才復出，跑至上仗泥地一哩配
潘頓即大熱輕勝，今次渡江角逐，曾爭
此程入過三甲，恃着馬勇有一逞之力。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神

舟寶駒」季中在徐雨石馬房跑谷草同程
爆入冷Q腳，卻換來轉倉結果，能想像
的可能性只有一個，就是馬主「中空

寶」。能安撫馬主的最好方法就是再爆
一次，結果上仗配狄狄仔爆出大冷W作
交代，當紮之輩是有追寶尾價值。
第九場、第二班、一二○○米。「競

技勇士」上季十戰得三勝四位，今季評
九十一分起步，九月份曾夥拍最佳拍檔
潘頓亦告落第，葉楚航有見及此，隨即
安排勤跑減分，到前仗重返三班即由潘
頓重新接手，跑千四排外出檔只跑第
六，上仗回師千二出擊飛到馬到；今戰
升班渡江出戰千二，憑磅輕之助值得跟
進多一次。

第一場①騰龍超影
馬 主 Ｃ 內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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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谷草安排九場草地賽事，以C欄C加3彎跑道作

賽，頭場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錦標賽設立。
練馬師方面，呂健威、蔡約翰及方嘉柏皆派出多匹實力馬

參戰，可優先留意。騎師方面，田泰安、潘頓及雷神都手執多隻實力分子，均可作
為扶手棍看待。

C3 馬經文
匯 20202020年年66月月242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