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④東 方 雷②活力寶駒⑥驃 騎 飛⑨志 聰 明
第二場⑧勁 飛 聖④超額認購⑤中華精神③陽明秋秋
第三場④仙履奇遇①老 實 人大運舞台⑦堅 有 料
第四場⑧追風驥足②共創歡樂⑩紅 旺⑤陽明高高
第五場⑥超 威 星八 進③開心好友⑧駿 爵 士
第六場②加州雷電①極速駿馬⑥高明駿將④大 師 級
第七場⑥紅粉彩影④狂 舞 派①又 係 熊③精算齊同
第八場太陽威威②翠 龍⑧熱血鬥士志在四方
第九場⑦知道必勝④勝利風範①明駿之星勝利威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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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冠豪（圖）馬房匹「塑料
喜」，這匹七馬今季仍能在四班
谷草一哩贏「肥仔威威」，如今
降到五班上陣，顯然是非常着
數。根據數據顯示，這駒過往曾
經跑過三次五班賽，全部取得第
二名成績，這包括兩場田草千六

及一場田草千四，查這駒最拿手的路程是谷草一哩，
錄得三W，而谷草千八則三戰全負，但其中一仗在
四班得一席第四名，只是輸給頭馬「王者再現」兩位
三，以此實力推算，今次降落五班列陣，競爭力不容
輕視。

塑料喜五班未失Q

沈集成馬房的「知道必勝」，
上場強配莫雷拉爭谷草千二米，
最終只能交出一席第二名，輸在
「勝利風範」腳下，今次兩駒再
遇，後者依然用上潘頓執韁，至
於「知道必勝」因莫雷拉停賽的
關係，今賽再度配蔡明紹（圖）

執韁，翻查這個配搭成績，一點也不比莫雷拉輸蝕，
這小子一共替「知道必勝」跑過三次，共取得一冠兩
亞成績，兩仗亞軍的表現，一仗排五檔輸鼻位給「鼓
浪順風」，另一仗排十檔，輸個半身位給今屆跑馬地
百萬狀元「明駿之星」，可見今次絕對有本錢反勝潘
頓的「勝利風範」。

知道必勝夾蔡明紹

方嘉柏（圖）馬房的「喜勝
駒」，今季先後跑過十場，得三
冠兩亞一季一殿及一席第五名，
只有兩仗是不入獎金名次，由此
足見幕後安排這駒列陣，基本上
是逢出必拚，查這駒三場頭馬均
是來自谷草千二米，其餘獲得獎

金名次的場合，當中有四場也是來自同程，僅一場
是谷草一哩。今次夜賽三班有谷草千二米可供「喜
勝駒」上陣，但倉主偏偏不替這駒報戰，卻揀了最
近才嘗試的谷草一哩角逐，看來馬房已對牠充滿信
心，能夠在中距離作出突破。

喜勝駒 幕後滿信心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晚跑馬地將上演九場草地賽
事，使用B跑道向後移欄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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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A跑道長廿六米，今次
是季內第十次使用B跑道，上次使用是六月十日，當日草
地度地儀指數為2.71，場地掛牌為好地，第二場開始改為
好至快地。當日九匹頭馬之中，只有「大紅包」是排外
檔，其餘八匹均排中內檔起步，當日的B跑道大利中內檔
馬。跑法方面，九匹頭馬之中只有「大紅包」是後追，其
餘八匹均使用跟前或放頭跑法，當日的跑道大利跟前跑的
馬匹。今季在B跑道贏馬最多的練馬師是方嘉柏，贏了十
場，之後是丁冠豪贏了八場。騎師方面，今季在B跑道贏
馬最多的是潘頓，贏了
十六場，之後是停賽的
莫雷拉贏了十二場，再
之後是田泰安贏九場。
今次睇好東廄「加州雷
電」，歷來兩戰谷草B
欄全勝，當時得令馬有
力再下一城。

加
州
雷
電
B
欄
特
醒

第六場

②加州雷電
⑤各取所需
⑧天 地 人
⑨同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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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第
五班、一○○
○ 米 。 「 喜
氣」系馬主蔡

克昭同唐楚男，自從「喜氣年年」○
六年退役後，直到上季才重新養番「喜
氣綿綿」，不過就唔係支持番合作開
苗禮德，反而轉支持丁冠豪。有兩位
資深馬主支持，丁冠豪當然想盡快交
代，可惜「喜氣綿綿」較為遲熟，去季
完全無表現，不過評分直線下降後，今
季落到五班曾在泥地千二米得一席亞
軍；上仗泥地千二米強配潘頓想搏殺，
可惜當日受到變化場地影響得第四，今
次轉來谷草上陣當然要再跟進。

第七場、第三班、一六五○米。今場
賽駒實力相當均勢，季內四度入位的
「紅麗舍」暫時仍未一逞，必把握最後
機會力爭出頭，以求達到每季1W的使
命。來自英國的「紅麗舍」雖已七歲，
但今季戰鬥力仍維持在高水平，四度入
位而未勝，但看看能夠壓倒此駒的包括
「全民佳知」及「大道至正」等，「紅
麗舍」不敵此批好手，也算是雖敗猶榮
了。其實此駒近季都以一場頭馬為目
標，另外有一點亦要留意，就係「紅麗
舍」對上兩季六月後都有上佳表現交
出，踏入季尾正正是符合練者的出擊時
間表，各項條件配合之下，當然值得捧
場，有分頭更宜贏位兼投。

喜
氣
綿
綿
超
額
認
購

第
二
場

⑦喜氣綿綿

①餘 皇
②箭 神 寶
④超額認購
頌 賞

第
七
場

紅 麗 舍

⑤都靈紅星
⑨縱橫四海
⑩正本開心
永 益 善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一八○○米。「東
方雷」近幾回嘗試於千二至一哩路程中
尋找出路，論表現則以二月中的一場千
二米表現最好，該場由史賓沙所騎，於
直路後上得第六；今戰渡江轉戰千八，
備戰操練並無間斷，且頻頻拍跳練氣，
走勢有顯著進步，冷門在此。
第二場、第五班、一○○○米。「勁

飛聖」季尾階段轉投摩廄，先跑一場谷
草千二，配波健士排五檔卻有欄不埋，
結果全程走外疊大敗；打後兩仗出爭田
草千四及一千，臨場均大幅落飛，可惜
表現未及預期；上仗渡江復爭千二，鬥
到最後一百方乏力跑第四；今仗縮程一
千相信已屆交代時候。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仙

履奇遇」（圖前駒）前次初出田草千二
已有支持票數，卻只跑得第六。查血
統，其同父馬以跑窄場表現較佳，故上
仗入紙渡江千二出擊，結果大熱門力拚
影相輸短頭，汲取過一次場地經驗再
臨，應可收復前失補中。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追

風驥足」大前仗初次跑谷草一哩，氣量
本已受考驗，再加上遇到頭三段比標準

快逾一秒的步速，難度更高，最終賺了
快步速下也能追至負三個多身位跑第
七；前仗改以均速戰略入位，上仗換賀
銘年排外檔，一樣能夠蝕追得第四，今
仗排個有利二檔，贏馬不是夢！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超

威星」今季登場三戰雖然仍未一勝，但
都展示出在四班具備問鼎之力，於田
一千及千二共取得亞季殿各一不俗成
績。今次渡江轉爭千二，本身與「全心
全意」同父系，跑窄場應合進取，可望
把握機會勝回一仗。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加

州雷電」三月小休過後，表現飛躍進
步，四月中在四班窄場千二輕取「運
才」，翌仗更征服三班，該仗牠擊敗的
「平海歡星」、「鼓浪順風」與「金鼓
齊鳴」近期全都在三班贏馬；前仗雖被
「金鼓齊鳴」反勝，但本身卻仍可在不
利處境中追越「加州得迅」；上仗配合
進度輕鬆再贏兩馬位，憑本身跑法多
變，既可以快步速領放，也可留力後
上，誠屬全晚重心之選。
第七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紅

粉彩影」四班贏完上番三班後，雖然

未再贏，但跑五場都未甩過獎金，其中
五八零同六三八場次步速唔啱追，末段
自己繼續造快時間；前仗出閘後本來守
中間好位，但跑跑吓被困馬群，直路仲
要轉線先望空，結果追番第五證明狀態
無回落到；上賽排十二檔，年哥留得太
後只跑第五，今仗若有好形勢配合，是
有不俗勝望。
第八場、第二班、一六五○米。「太

陽威威」最近七戰都有飛落，當中包括
兩場在同程贏馬，可認定有分在手，亦
深信今仗仍然會在開跑前落飛。上仗回

師一哩出擊落敗，除了縮程外，騎者初
中段留放走位較差亦是敗因，今仗續爭
拿手路程谷草一哩，季內三戰谷草B欄
獲一冠兩殿，交出水準有力挑機。
第九場、第二班、一二○○米。「知

道必勝」季初脾氣仲未搞好，臨場成日
好多汗濕，幸好牠只是匹三歲馬，有大
把進步空間，到季尾已見牠收斂，甚
至毋須用眼罩，並改變跑法留前鬥得取
得佳績，對上四戰獲一冠三亞，戰鬥力
越來越強，要征服二班是遲早之事，今
次煞科日戰意毋須置疑，乃馬膽之材。

第三場④仙履奇遇
馬 主 Ｃ 內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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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谷草跑九場煞科賽，以移欄B欄C彎跑道作賽，頭

場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跑，全晚並無設立盃賽。練馬師方
面，呂健威窄場精英盡出，當要優先留意，另外蔡約翰與

韋達的參戰馬也可重視。騎師方面，潘頓、田泰安及何澤堯皆手執多匹實力馬，都
可作為扶手棍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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