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场拍卖会将上线
-至少15羽联盟和中兰开夏比赛冠军
-5羽范登布克“基特尔”的子代
-3羽范登布克“好红兄弟”的子代
-1羽范登布克“好红”的直子
-1羽范登布克“奥林匹克罗茜塔”的直女
-1羽范登布克“格莱佩尔”的直女
-范登布克“奥林匹克基特尔006”的子代

“布恩”
（Boonen）

MARS GB15-D20027

P I P A 隆 重 推 出

驰骋英国鸽坛超过25年的最优秀鸽友之一

拍 卖 会 上 线 ： 2 0 1 9 年 1 1 月 1 1 日
拍 卖 会 结 拍 ： 2 0 1 9 年 1 1 月 2 4 日

 英国～雷斯.格林（Les Green）

  全 部 鸽 系 拍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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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的选择”
（Dirks Choice） VENUS BE16-6245078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超级配对“好红兄弟”X“黄金里欧999”直孙女，
也是“基特尔”直孙女

作育子代获得：
约维尔联合会全省 2,438 羽冠军
胡拉温顿半省 527 羽冠军 /联合会全省 2,345 羽季军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7 羽冠军 / 联合会全省 2,065 羽季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55 羽冠军 / 联合会全省2,565 羽5位
胡拉温顿俱乐部 145 羽冠军
半省684 羽亚军* /  RPRA 约维尔公开赛 9,775 羽4位
半省314 羽亚军* /约维尔联合会全省 2,438 羽4位
胡拉温顿俱乐部 146 羽亚军*
半省963 羽季军* /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 4,168 羽7位
波特兰俱乐部 140 羽季军* /地区 1,845 羽9位
半省673 羽4位* / 胡拉温顿联合会全省 4,581 羽8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8 羽4位*
还获得联盟 6.-7.-7.-7.
也获得全省联合会 13.-14.-17.-27.-45位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范登布克原舍超级种鸽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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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迪”
（Brodie） VENUS BE16-6245015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超级配对“好红兄弟”X“黄金里欧999”直孙女，
也是“基特尔”直孙女

子代获得：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282 羽冠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213 羽冠军 / 地区 1,857 羽6位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138 羽亚军 / 联盟 779 羽6位
胡拉温顿半省 529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 2,345 羽9位
俱乐部 144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 4,209 羽10位
联盟 5.-6.-7.-10.-10.-17位
还获得全省联合会 7.-12.-13.-13.-21.-33位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花头布克”
（Bonte Bulck） VENUS BE16-6245086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出自KBDB全国鸽王冠军“基特尔”的直子X全姐妹

子代“尼巴利”获得
2018年RPRA NW地区短距离奖冠军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2569羽冠军
波特兰俱乐部140羽冠军/地区1845羽5位
联盟898羽亚军*/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4509羽7位
俱乐部156羽亚军*/约维尔全省联合会5501羽6位
=约维尔RPRA公开赛9775羽6位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2438羽季军*
胡拉温顿俱乐部159羽季军*
还获得俱乐部4.-5.和全省联合会19.-21.30.
子代“理查德42”获得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2569羽亚军*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2282羽5位*
子代获得：
胡拉温顿联盟898羽冠军/全省联合会4509羽6位
胡拉温顿半省527羽亚军*/全省联合会2345羽4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457羽季军*/全省联合会2065羽9位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79羽4位*/全省联合会1701羽16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457羽亚军*/全省联合会2065羽8位
还获得俱乐部5-5位和全省联合会18-30位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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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父亲的半兄弟“基特尔”为
范登布克获得KBDB全国鸽王冠军

-直子“布恩”获得
2017年RPRA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2017年RPRA NW大区速度奖冠军
-子代GB17-C49055获得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8 羽冠军 / 全省联合会 
2,284 羽7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 995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4,209 羽6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 565 羽亚军*
联盟 5.-6.-7.-9. & 全省联合会11.-13.-21.
- 子代GB17-C49030获得
蒂克斯伯里半省  636 羽季军*
福洛姆全省联合会 4,168 羽4位*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4,509 羽4位
- 子代 GB17-C49054获得
蒂克斯伯里半省702 羽冠军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小基特尔雌”
（Kleine Kittel Hen）

VENUS BE14-6117569 

“布恩”
（Boonen） MARS GB15-D20027 

2017年RPRA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2017年RPRA NW大区速度奖冠军
出自贺尔曼-裘斯特X史蒂芬.兰布瑞契

3,159 羽冠军 …   105 羽季军*
945 羽冠军 …   115 羽季军*
816 羽冠军 …   5,172 羽4位
147 羽冠军 …   3,726 羽4位
88 羽冠军 …   1,796 羽4位
2,412羽亚军*…  168羽4位*
984 羽亚军 …   1,096 羽6位
697 羽亚军 …    346 羽6位
132 羽亚军* …    843 羽6位
127 羽亚军* …     893 羽8位
1,367 羽亚军* …   1,234 羽9位
1,391 羽季军 … 3,624 羽10位
1,050 羽季军* … 4,120 羽10位
198 羽季军* …  1,192羽10位
138 羽季军*
*= 落后同鸽舍赛鸽

出自贺尔曼-裘斯特 X
史蒂芬.兰布瑞契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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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基特尔雌”
（Kleine Kittel Hen）

VENUS BE14-6117569 

“布恩”
（Boonen） MARS GB15-D20027 

世界最优秀的
“基特尔”种鸽

2017年RPRA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2017年RPRA NW大区速度奖冠军
出自贺尔曼-裘斯特X史蒂芬.兰布瑞契

3,159 羽冠军 …   105 羽季军*
945 羽冠军 …   115 羽季军*
816 羽冠军 …   5,172 羽4位
147 羽冠军 …   3,726 羽4位
88 羽冠军 …   1,796 羽4位
2,412羽亚军*…  168羽4位*
984 羽亚军 …   1,096 羽6位
697 羽亚军 …    346 羽6位
132 羽亚军* …    843 羽6位
127 羽亚军* …     893 羽8位
1,367 羽亚军* …   1,234 羽9位
1,391 羽季军 … 3,624 羽10位
1,050 羽季军* … 4,120 羽10位
198 羽季军* …  1,192羽10位
138 羽季军*
*= 落后同鸽舍赛鸽

“法兰德联系”
（Flanders Connection）
 MARS GB15-D20027

法兰德收藏原舍 / 100%迪克.范登布克
出自“基特尔”X“漂亮小红”

子代获得：
约维尔俱乐部 170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5,925 羽6位 
= 约维尔RPRA 公开赛5,952 羽28位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10 羽冠军
联盟1,012 羽5位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160 羽季军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282 羽10位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 2,438 羽15位 

“基特卡特”
（Kitt Kat）
 VENUS BE15-4264395

法兰德收藏原舍 / 100%迪克.范登布克
出自“基特尔”X“超级速度直女979”

子代获得：
蒂克斯伯里联盟1,000 羽季军*
波特兰俱乐部140 羽亚军* / 半省 1,083 羽6位
胡拉温顿俱乐部 163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4,581 羽10位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2,569 羽9位
还获得联盟11.-11.-11.-15.-17.-17.-17位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迪克基特尔”
（Dirks Kittel）
 VENUS BE16-4230134

法兰德收藏原舍 / 100%迪克.范登布克
出自“基特尔”X“简单1欧元”

2018年首次作育
子代GB18 C38721获得
伍斯特俱乐部 144 羽季军* / 联盟 768 羽19位
伍斯特俱乐部 79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1,701 羽10位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100%迪克.范登布克

100%迪克.范登布克

100%迪克.范登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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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基特尔”
（Golden Kittel）MARS BE15-4264386

法兰德收藏原舍 / 100%迪克.范登布克
出自“基特尔”X“新黄金女郎”

子代获得  蒂克斯伯里半省 702 羽冠军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8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2,284 羽7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995 羽*/ 全省联合会 4,209 羽6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 565 羽亚军* / 蒂克斯伯里半省  
636 羽季军* / 蒂克斯伯里联盟 1,000 羽季军*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4,509 羽4位* /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
4,168 羽4位* / 还获得联盟6.-7.-7.-8.-9. / 还获得全省联
合会 11.-13.-20.-21.-46.-49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双重基特尔”
（Dubbele Kittel）  MARS BE15-4272086

法兰德收藏原舍 / 100%迪克.范登布克
出自“基特尔”X“基特尔姐妹”

子代获得  胡拉温顿俱乐部159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5,663 羽10位 / 蒂克斯伯里联盟566 羽季军* 
全省联合会 2,569 羽5位 / 蒂克斯伯里联盟1,000 羽亚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160 羽亚军*
胡拉温顿半省673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4,581 羽7位 
约维尔半省684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 5,501 羽6位
= 约维尔RPRA 全国公开赛 9,775 羽11位
胡拉温顿俱乐部146 羽季军* /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111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  2,284 羽12位 / 蒂克斯伯里
全省联合会  4,209 羽5位 /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345 羽7位 /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 4,168 羽8位 / 蒂克斯伯
里全省联合会  2,565 羽9位 /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
2,438 羽10位 / 还获得联盟4.-4.-4.-4.-5.-6.-6.-7.-7. 
还获得全省联合会12.-15.-27.-38.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基特尔回血”
（Inbred Kittel） VENUS BE16-6245057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 出自KBDB全国鸽王冠军“基特尔”
的直子X“基特尔”的全姐妹

子代“英国基特尔”
2019年RPRA NW大区短距离奖候选鸽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4168羽冠军
蒂克斯伯里 半省995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4,209 羽季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79 羽/ 全省联合会1,701 羽7位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2,345 羽6位 /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4,509 羽8位 / 蒂克斯伯里联盟 471 羽11位
子代“哈利特”获得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4,509 羽冠军
蒂克斯伯里联盟1,000 羽冠军 / 胡拉温顿 半省673 羽冠军
3. 全省联合会4,581羽季军 /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4,168 羽亚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55 羽亚军* / 全省联合会 2,565 羽6位
蒂克斯伯里 俱乐部147 羽亚军* /联盟1,012 羽6位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8 羽6位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迪克.范登布克原舍

100%迪克.范登布克

100%迪克.范登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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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路克雄”
（The Van Loock Cock）MARS BE13-6321301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 出自“灰吉尔特”X“范路克雌”
兰布瑞契当家基础配对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2,438 羽冠军
胡拉温顿 半省 527 羽冠军 /  全省联合会2,345 羽季军
蒂克斯伯里半省 457 羽冠军 / 全省联合会 2,065 羽季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55 羽 / 全省联合会2,565 羽5位
胡拉温顿俱乐部 146 羽冠军
约维尔半省 684 羽亚军* / RPRA公开赛 9,775 羽4位
约维尔半省 314 羽亚军* / 全省联合会 2,438 羽4位
弗洛姆半省 963 羽季军* / 全省联合会 4,168 羽7位
波特兰俱乐部 140 羽季军* / 地区1,845 羽9位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4,581 羽8位 / 还获得联盟4.-6.-7.-7.-7. 
还获得全省联合会 13.-17.-22.-27 /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灰巴特”（Blauwe Bart）MARS BE13-6151383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 顶级种鸽“黑斑巴特”的直子

子代“普雷沃47”获得  伍斯特俱乐部167 羽冠军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3,159 羽亚军* /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
3,887 羽季军* /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5,802 羽8位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 4,009 羽9位
胡拉温顿地区945 羽亚军 / 还获得联盟8.-9.-10. 
子代获得  胡拉温顿联盟  898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4,509 羽6位 /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50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2,065 羽6位 /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11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  2,284 羽9位 / 胡拉温顿全省 816 羽亚军* 
蒂克斯伯里全省702 羽亚军* / 胡拉温顿 全省 673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4,581 羽4位 / 胡拉温顿 全省 527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2,345 羽 4位 / 蒂克斯伯里全省 457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2,065 羽8位 / 蒂克斯伯里联盟 201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2,569 羽4位 / 全省 457 羽季军* 
9. 全省联合会  2,065 羽9位 / 约维尔全省 684 羽4位*
全省联合会  5,501 羽7位 = 约维尔 RPRA公开赛9,775 羽16位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 2,438 羽8位 / 还获得联盟 3.-3.-4.-4.-4.-
4.-5.-5.-5.-6.-8.-9. / 还获得全省联合会 11.-11.-16.-18.-23.-
45.-52.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琳莎雄”（Lincia Doffer）MARS BE14-6116453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 KBDB全国鸽王冠军“琳莎”半兄弟

子代“安珂”获得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 3,887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2,412 羽冠军 子代获得 蒂克斯伯里全省联合会
3,726 羽4位* / 伍斯特全省联合会2,222 羽亚军*
波特兰半省 588 羽亚军/ 全省联合会 4,243 羽9位
约维尔俱乐部170 羽亚军* / 全省联合会4,259 羽7位
= 约维尔RPRA 公开赛 5,952 羽29位 /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282 羽4位* /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4,509 羽5位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345 羽8位 / 约维尔全省联合会 
2,438 羽9位 / 还获得联盟4.-5.-5.-6.-7.-7.-7.-9.-9.-10. 
还获得全省联合会 14.-18.-19.-20.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史蒂芬.兰布瑞契原舍

兰布瑞契黄金血统
统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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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佩尔雌”
（Greipel Hen）
VENUS BE15-4264383

法兰德收藏原舍 / 父亲“格莱佩尔”
获得KBDB全国鸽王6位 / 还是KBDB
全国最佳鸽舍冠军的功臣鸽

子代获得：
蒂克斯伯里 俱乐部110 羽冠军
联盟1,012 羽5位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60 羽季军
约维尔俱乐部 170 羽冠军
全省联合会4,259 羽6位
= 约维尔RPRA公开赛5,952 羽28位
弗洛姆俱乐部 170 羽季军*
全省联合会4,259 羽10位
约维尔俱乐部  170 羽4位*
全省联合会4,259 羽9位
弗洛姆全省联合会4,168 羽9位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282 羽10位
还获得联盟4.-6.-8.-9. &
全省联合会  14.-15.-17.-20.

“康达多”（Contador）
MARS GB15-D20021
波特兰全省320公里5172羽冠军
伍斯特全省139公里2222羽冠军
波特兰320公里当地赛冠军/全省3624羽7位
蒂克斯伯里160公里当地赛亚军
全省5798羽41位 / 蒂克斯伯里当地赛季军
全省160公里3224羽6位
伍斯特当地赛4位/全省139格林2303羽41位
胡拉温顿当地赛213公里1066羽4位
奥尔特灵厄姆当地赛9位/联盟888羽34位

“凯蒂”（Katie）
VENUS GB15-D19842
蒂克斯伯里联合会 4,009 羽冠军
= 蒂克斯伯里联盟 1.168 羽冠军
=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 178 羽冠军
约维尔俱乐部 168 羽冠军
= 约维尔联盟 1,234 羽5位
=  约维尔南部地区 4,120 羽5位
= 联合会 5,464羽5位 
联盟 约维尔 567 羽21位
= 约维尔联合会 2,128 羽38位

雷斯.格林 驰骋英国鸽坛超过25年的最优秀鸽友之一

2017年中兰开夏全省综合最佳鸽舍冠军 / 2018年中兰开夏全省综合最佳鸽舍冠军
2019年中兰开夏全省综合最佳鸽舍冠军 / 过去3个赛季获得102项冠军 
获得5项RPRA全国奖项

“白羽小彼特”
（Witpen Beertje）
MARS BE16-4230253

法兰德收藏原舍 / 出自“好红兄弟”
X“基特尔直女”/ 范登布克基础种鸽
X KBDB全国鸽王冠军直女

子代“乔吉”获得
蒂克斯伯里半省 201 羽冠军 /全省联
合会  2,569 羽季军
胡拉温顿全省联合会 2,282 羽亚军*
还获得俱乐部 4.-9.-10.-18  & 联盟
9.-13.-16.-18.  *= 仅落后同鸽舍赛鸽

“特殊灰”
（Special Blue）
VENUS BE16-4230490

出自“好红兄弟”X“奥林匹克罗茜塔”
基础种鸽 X 奥林匹克超级明星和“基特
尔”血系之母

雷斯.格林最喜爱的种雌，
2016年晚生鸽
雷斯.格林：“她是我拥有过最优秀雌
鸽之一，她肯定会成为一羽真正的黄金
种鸽。”

100%迪克.范登布克 100%迪克.范登布克 100%迪克.范登布克

本场拍卖会由PIPA组织，您可以访问www.pipa.be网站，点击
“正在拍卖”了解。所有拍卖鸽都有专业照片、血统书和详细信息描述。
更多信息，请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 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