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恩.麦克唐纳
(Shaun McDonough)

全部鸽拍卖

英国鸽坛的无冕之王
"他是英国短距离至中距离最佳鸽友之一, 他的梦幻赛鸽能帮助世界各
地的任何鸽舍提升实力!" (雷斯.格林)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肖恩, 那就是简单; 惊人！一周周, 一年年,
肖恩及其赛鸽的表现都达到了精英水平!" (约翰.克里翰)

"英国最优秀的鸽友!" (迈克尔.柯林斯) 

拍卖会上线: 2020年1月27日  
拍卖会结拍: 2020年2月9日

P I P A 隆 重 推 出

"魔术派"
(Magic Pie)  MARS GB02-C5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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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派"
  (Magic Pie) MARS GB02-C52456

获得4次冠军
汤顿联盟1,220 羽冠军
牛顿阿伯特联盟1,420 羽季军
汤顿联盟982 羽季军
汤顿联合会半省3,853 羽4位 

作育后代获得多项冠军
子代至少获得31项冠军包括
米德兰俱乐部福乐尔全国公开赛
8,443羽冠军
温坎顿联盟7,985羽冠军
斯旺斯维克地区3,581羽冠军

"魔术派" 仍然健在，但已不能繁育
不在本场拍卖会之列

"26号"
  (The Twenty Six) VENUS GB13-F26726

MARS 父亲 | GB02-C52456 

"魔术派"
(Magic Pie)

麦克唐纳基础种雄

VENUS 母亲 | GB05-Z04196

"麦克小姐"
(Miss Mac)

获得 1.-2.-2.-2.-3位, 顶级种鸽

基础种鸽 "魔术派" 
及其直女 "26号"

2017年米德兰俱乐部全国中距离地区鸽王亚军
2017年米德兰俱乐部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弗洛姆当地赛200羽冠军 / 联盟3,700羽18位
金士顿当地赛186羽 / 联盟4,000羽9位
巴斯当地赛亚军/ 联盟 1,123羽4位
巴斯俱乐部5羽指定鸽赛50羽亚军 / 
联盟3,537羽20位
巴斯联盟716羽5位
福乐尔MNFC公开赛 8,443羽92位

-仅1羽子代参赛, 获得
巴斯联盟620 羽冠军 / 巴斯地区 110 羽冠军
巴斯当地赛 168 羽冠军

- 全兄姐 "托比" 获得11次冠军 

- 全兄姐 "福罗佑"  获得4次冠军 

肖恩.麦克唐纳
的基础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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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靴子"
  (Old Boots) VENUS GB16-A49037 

2018年MNFC西南地区长距离鸽王亚军
2018年MNFC长距离公开赛鸽王7位
米德兰俱乐部昂瑟尼全国地区518羽冠军
  =米德兰俱乐部昂瑟尼全国公开赛4,331 羽亚军
米德兰俱乐部卡郎唐全国地区616羽5位 
  = 米德兰俱乐部卡郎唐全国公开赛5,481羽68位
米德兰俱乐部波尔多全国地区132羽9位
   = 米德兰俱乐部波尔多全国公开赛926羽60位

米德兰俱乐部福乐尔全国公开赛8,443 羽冠军
米德兰俱乐部福乐尔全国地区878羽冠军
(本场比赛后作为2岁鸽退役成为基础种鸽) 
弗洛姆联盟 1,064羽5位*
弗洛姆联盟 473羽8位*
巴斯当地赛 153羽9位
*= 落后同舍赛鸽

-子代获得:
汤顿当地赛278羽冠军/ 联盟4,248羽6位
弗洛姆当地赛 232羽冠军 / 联盟 4,414羽季军 
弗洛姆当地赛 67羽冠军 
还获得2.-2.-2.-2.-2.-3.-3.-3位 

MARS 父亲 | GB02-C52456 

"魔术派"
(Magic Pie)

麦克唐纳基础种雄

MARS 父亲 | GB14-R42239

"239号" 
(The 239)

基础雄鸽 "魔术派" 双重直孙

VENUS 母亲 | BE07-6032254

"玫瑰"
(Rose)

麦克唐纳顶级种雌

VENUS 母亲 | NWHU14-N7175

"7175"  
(The 7175)

100%盖比血统, "闪电号" 曾孙女

"加冕喜悦", "魔术派" 和顶级赛鸽 
"旧靴子" 的最佳子代

"加冕喜悦"
  (Coronation Joy) VENUS GB12-X4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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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号" 
  (The Ultimate) MARS GB05-A18037 

获得4次冠军
斯旺斯维克联盟891羽冠军
牛顿阿伯特联盟790羽4位
金士顿联盟2,343羽7位
温坎顿联盟3,354羽10位

多代后代获得众多冠军
子代获得至少28项冠军，其中包括
至少7项联盟冠军 

"除 "魔术派" 外, "终极号"
是我的另外一羽基础种鸽。
过去15年的许多成绩都要归功于他。"
(肖恩.麦克唐纳)

"终极号" 仍然健在, 但已经不能繁育
不在本场拍卖会之列

"速度女王"
  (Sprint Queen) VENUS GB12-P40130

弗洛姆联盟 1,064羽冠军 / 地区 160羽冠军
弗洛姆俱乐部 5羽指定鸽赛155羽冠军 /
联盟2,843羽季军
巴斯当地赛109羽冠军/ 联盟 1,123羽季军
巴斯联盟 1,035羽亚军* / 巴斯联盟 700羽亚军*
巴斯联盟 1,173羽季军* /弗洛姆联盟 3,110羽7位
巴斯联盟 927羽7位 /弗洛姆联盟789羽9位
还获得当地赛2.*-2.*-2.*-3.*-3.-3.-3.-4.-5位

- 子代获得
梅萨克联盟916羽冠军 /7联盟联赛3,451羽4位
还获得 2.-2.-2.-3.-3.-3.-3.-3.-4.-5位
*= 落后于同舍赛鸽 

MARS 父亲 | GB05-A10837

"终极号"
(The Ultimate)
麦克唐纳基础种鸽

VENUS 母亲 | GB07-R00250

"福罗佑"   
(Flo Jo)

获得4次冠军, 子代获得15次冠军/
基础种鸽 "魔术派" 直女

肖恩.麦克唐纳
的基础种雄

基础种鸽 "终极号"
及其顶级直女 "速度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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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的选择"
  (Anthony’s choice) MARS GB18-Z71986

弗洛姆联盟3,463羽冠军 /地区990羽冠军
波特兰地区 643羽亚军，落后于同舍赛鸽
  =波特兰联盟 2,235羽季军 
约维尔地区 895羽季军  
 = 约维尔联盟3,347羽季军

"佩德罗"
  (Pedro) MARS GB14-A35015

金士顿联盟4,100羽冠军 
约维尔当地赛160羽冠军 /联盟3,203羽7位
弗洛姆当地赛117羽冠军 / 联盟2,112羽6位
约维尔联盟4,245羽4位
金士顿联盟3,520羽5位
普尔联盟 2,177羽7位 / 还获得地区2.-2.-2.-3.-4位

20次入赏-仅作为一岁鸽参赛
作为2岁鸽仅参赛2场

-子代获得 
弗洛姆联盟 3,463羽冠军 / 约维尔联盟 3,347羽季军
波特兰联盟2,235羽季军 /金士顿联盟 694羽季军
共计获得4次冠军

MARS 父亲 | GB05-A10837

"终极号" 
(The Ultimate)

麦克唐纳基础种鸽

MARS 父亲 | GB14-A35015

"佩德罗"
(Pedro)

3次冠军, "终极号" 直子

VENUS 母亲 | GB09-F14117

"117雌" 
(117 Hen)

作育子代获得至少10次冠军

VENUS 母亲 | GB16-A49033

"033雌"
(033 Hen)

获得联盟2.-3.-4位, 出自 "魔术派"兄弟

共计5次入赏前10位

基础种鸽 "终极号"
及其顶级直女 "速度女王" 顶级赛鸽 "佩德罗" ("终极号" 直子)

及其超级子代 "安东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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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怪侠" 
  (Speed Freak) MARS GB18-R24643

共获得5次冠军
弗洛姆联盟 3,106 羽冠军
巴斯联盟3,002 羽冠军
波特兰地区 842 羽冠军
弗洛姆当地赛140 羽冠军/
地区 967 羽7位 /联盟2,398 羽7位
弗洛姆当地赛133 羽冠军 /
地区 1010 羽亚军 /联盟 1,524 羽季军
金士顿地区 839 羽4位 /联盟1,912 羽4位
巴斯联盟 694 羽8位

"塔姆雌"
  (Tame Hen) VENUS GB13-F26757

米德兰俱乐部昂瑟尼地区4位/公开赛 4,670羽20位
UL 经典昂瑟尼地区季军/公开赛 485羽6位
巴斯联盟700羽冠军 /当地赛 91羽冠军
弗洛姆当地赛冠军 / 联盟 2,192羽季军
金士顿俱乐部5羽指定鸽赛冠军 /巴斯联盟1,252羽季军*
巴斯联盟 1,023羽4位 / 巴斯联盟 1,173羽5位
巴斯联盟927羽5位 / 巴斯联盟 1,567羽7位

- 子代获得:
5次冠军, 7次亚军和5次季军 
金士顿联盟3,107羽冠军 /弗洛姆联盟 3,106羽
巴斯联盟3,002羽冠军 /弗洛姆地区 1,010羽亚军
弗洛姆地区1,273羽亚军* / 弗洛姆联盟 2,897羽亚军*
约维尔联盟 2,937羽亚军 / 金士顿联盟1,796羽亚军*
约维尔联盟 1,934羽季军 / 弗洛姆联盟 1,524羽季军
巴斯联盟673羽季军* / *= 落后于同舍赛鸽

MARS 父亲 | GB09-T49469

"托比亚斯"
(Tobias)

顶级种鸽, "魔术派" 和 "终极号" 直孙

VENUS 母亲 | GB09-F14117

"117号"
(The 117)

获得5次冠军, 7次亚军和5次季军

MARS 父亲 | GB11-P31822

"过山车"  
(Rollercoaster)

7次冠军, "终极号" 直子

VENUS 母亲 | GB13-F26757

"塔姆雌"
(Tame Hen)

3次冠军, 后代获得14次冠军

超级赛鸽 "速度怪侠" 
及其著名母亲 "塔姆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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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特01"
  (ProntO1) MARS GB17-R20901

巴斯联盟 736 羽冠军
波白克当地赛+200 羽冠军 /联盟3,515 羽亚军
波特兰5羽指定鸽赛79 羽冠军 /联盟1,871 羽亚军
布兰德福德当地赛冠军/联盟1,457 羽8位
弗洛姆联盟1,524 羽4位
金士顿联盟 3,107 羽6位

"过山车"
  (Rollercoaster) MARS GB11-P31822

共获得7次冠军
斯旺斯维克联盟1,372 羽冠军 / 弗洛姆联盟 1,091 羽冠军
巴斯联盟 697 羽冠军 / 波特兰当地赛 278 羽冠军
弗洛姆当地赛170 羽冠军 / 联盟 1,436 羽4位
弗洛姆当地赛 135 羽冠军 / 联盟 1,040 羽亚军
金士顿当地赛 116 羽冠军 /联盟 2,122 羽亚军
普尔联盟 2,582 羽4位 / 巴斯联盟 768 羽7位
巴斯联盟 1,455 羽 10位 / 共计20次入赏前10位

- 子代获得:
巴斯联盟3,002 羽冠军/弗洛姆联盟 3,106羽冠军 
巴斯联盟1,252羽冠军/ 巴斯联盟1,012羽冠军
巴斯联盟736羽冠军 / 巴斯联盟1.023羽冠军 
共22次获得冠军

MARS 父亲 | GB11-P31822

"过山车"
(Rollercoaster)

7次冠军, "终极号" 直子

VENUS 母亲 | GB15-Z77233

"233号" 
(The 233)

范登布克血统/ "深斑里欧" x
"奥林匹克萝西塔姐妹"的孙代 

MARS 父亲 | GB05-A10837

"终极号"
(The Ultimate)

麦克唐纳基础种鸽

VENUS 母亲 | GB07-R00250

"福罗佑"  
(‘Flo Jo’)

4次冠军, 后代获得15次冠军/
基础种鸽 "魔术派" 直女

超级赛鸽 "速度怪侠" 
及其著名母亲 "塔姆雌"

超级赛鸽 "过山车" ("终极号" 直子)
及其直子 "普朗特01" 

共16次入赏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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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兰布瑞契"
  (Dutch Lambrechts) VENUS NL16-1027644

- 仅6羽子代参加比赛, 获得:
巴斯联盟 1,130羽冠军 / 巴斯联盟 925羽冠军
巴斯联盟790羽冠军 / 巴斯联盟 636羽冠军
金士顿当地赛 209羽冠军 /联盟 2,471羽4位
锡戈涅地区186羽冠军
  = 全国赛飞俱乐部公开赛 2,403羽亚军
梅萨克当地赛 65羽冠军 /联盟 852羽6位
  =米德兰梅萨克7联盟联赛3,155羽14位
还获得 2.-3.-3.-3.-3位

-全兄姐 "大力士" (Power Giant)
4次冠军 

"恶魔女士"
  (Devil Woman) VENUS GB16-E04666

巴斯当地赛冠军和联盟 673羽冠军 
约维尔当地赛169羽冠军 /联盟1,934羽亚军
巴斯当地赛155羽冠军 /联盟 1,003羽亚军 
巴斯联盟 1,130羽季军*
巴斯联盟 944羽6位* 
巴斯联盟 496羽6位* 
*=落后于同舍赛鸽

MARS 父亲 | GB15-Z77238

"白米克"
(Mealy Mick)

(半) 兄姐获得6次冠军

VENUS 母亲 | BE12-6026054

"054"
(The 054)

后代至少10次获得冠军

VENUS 母亲 | NL13-1940962

"斯蒂芬妮"
(Stefanie)

兰布瑞契X贺尔曼 (杨.胡兰原舍) 混血 

共8次入赏前3位, 
15次入赏前10位

100%史蒂芬兰布瑞契
顶级种鸽

神奇种鸽, "荷兰兰布瑞契" 
和3次冠军获得者 "恶魔女士"

MARS 父亲 | NL13-1940954

"劲力博尔特"  
(Power Bolt)

兰布瑞契 "奥林匹克博尔特" 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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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特66"
  (Route 66) MARS GB17-R33066

"瑞塔"
  (Rita) VENUS GB17-R33067

"51号"
  (Fifty One) MARS GB18-R24651

梅萨克当地赛65羽冠军 /联盟852羽6位
  = 米德兰梅萨克7联盟联赛3,155羽14位
锡戈涅地区186羽冠军  
  = 全国赛飞俱乐部公开赛 2,403羽亚军

巴斯联盟 1,130羽冠军 / 巴斯联盟 925羽冠军
巴斯联盟 790羽冠军 / 约维尔当地赛 195羽季军
弗洛姆当地赛 122羽6位

约维尔联盟 3,347羽冠军 /地区 895羽冠军
弗洛姆联盟 2,243羽冠军 /地区 1,342羽冠军 
巴斯联盟 287羽4位 , 落后于同舍赛鸽 
巴斯联盟3,002羽8位 

共5次入赏前10位

MARS 父亲 | GB16-X73827

"米克827"
(Mick 827)

100% 范登布克血统, 子代获得
6次联盟冠军, 米克.柯林斯原舍

MARS 父亲 | GB16-X73827

"米克827"
(Mick 827)

100% 范登布克血统, 子代获得
6次联盟冠军, 米克.柯林斯原舍

MARS 父亲 | GB16-X73827

"米克827"
(Mick 827)

100% 范登布克血统, 子代获得
6次联盟冠军, 米克.柯林斯原舍

VENUS 母亲 | NL16-1027644

"荷兰兰布瑞契"
(Dutch Lambrecht)

100% 史蒂芬兰布瑞契血统

VENUS 母亲 | NL16-1027644

"荷兰兰布瑞契"
(Dutch Lambrecht)

100% 史蒂芬兰布瑞契血统

VENUS 母亲 | GB17-R33023

"023雌"
(023 Hen)

范登布克X米克.柯林斯

神奇种鸽, "荷兰兰布瑞契" 
和3次冠军获得者 "恶魔女士"

顶级种鸽 "米克827",

作育3羽超级子代, 100%范登布克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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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僻1号"
  (Cranky 1) MARS GB16-Z81385

巴斯联盟496羽冠军
仅作为幼鸽参赛4场

- 子代获得:
巴斯联盟 674羽冠军
弗洛姆当地赛175羽冠军
波特兰当地赛 151羽冠军
波特兰当地赛111羽冠军
霍尼顿当地赛90羽冠军 /联盟3,496羽季军
波特兰当地赛79羽冠军 /联盟2,156羽季军
埃克塞特当地赛74羽冠军 / 联盟 1,937羽季军
约维尔当地赛 68羽冠军 
金士顿联盟 3,107羽亚军, 落后同舍赛鸽 
共48次入赏前10位

"233"
  (The 233) VENUS GB15-Z77233

弗洛姆俱乐部5羽指定鸽赛 80羽冠军
波特兰当地赛 87羽亚军*
巴斯联盟 693羽季军*
还获得 4.-4.-5.-11.-19位

- 子代获得：
巴斯联盟 736羽冠军
波白克当地赛+200羽冠军 / 2. Fed. 3,515羽亚军
波特兰当地赛 129羽冠军
波特兰俱乐部5羽指定鸽赛79羽冠军 / 联盟 1,871羽亚军
布兰德福德福鲁姆当地赛冠军/ 
布兰德福德福鲁姆联盟1,457羽8位
弗洛姆联盟3,106羽亚军* /巴斯联盟1,004羽季军* 
还获得 2.*-2.*-2.*-2.*-2.*-2.*-2.*-2.-3.*-3.-3.*-3.*-3.-3位.
*= 落后于同舍赛鸽 

MARS 父亲 | BE14-6091864
出自 "好红兄弟" X 

"40000"  
(Son ‘Brother Goede Rode’ x ‘40000)

范登布克基础配对

MARS 父亲 | GB14-S99024
出自  "深斑里欧" X

"奥林匹克萝西塔" 姐妹
(Son of ‘Donkere Leo’ x 
sister ‘Olympic Rosita)

VENUS 母亲 | BE14-6125317
 "基特尔"直女
(Daughter Kittel)

范登布克KBDB全国鸽王
(米克.柯林斯原舍)

VENUS 母亲 | GB14-S98968
里欧.贺尔曼 

"双鸽王" 的直孙女
(G.dght. ‘Dubbele As’ Leo Heremans)

(米克.柯林斯原舍)

范登布克血统顶级种鸽 "怪僻1号" 

和 "233", 都是米克.柯林斯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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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738" (Blue 738) MARS GB17-Z071738

埃克塞特当地赛74羽冠军/ 联盟1,937羽季军
金士顿联盟3,107羽亚军*
金士顿当地赛 104羽亚军* / 联盟2,382羽8位
金士顿当地赛 81羽亚军* / 联盟 3,107羽亚军*
金士顿地区 1,089羽亚军*
巴斯联盟 736羽季军*
波特兰当地赛126羽季军* / 地区 842羽8位
波特兰当地赛 87羽季军* / 地区510羽9位
约维尔当地赛73羽季军* /联盟3,347羽16位
还获得4.*-5.-6.*-8.*位 
*=仅落后于同舍赛鸽

MARS 父亲 | BE12-6026072

"072"
(The 072)

联盟冠军，海伦X  狄贝塞

"020雌" (The 020 Hen) VENUS GB17-R33020

巴斯联盟 674羽冠军 / 波特兰当地赛 151羽冠军
波特兰当地赛 111羽冠军 / 约维尔当地赛68羽冠军
联盟3,496羽季军 / 联盟2,156羽季军
还获得联盟3.*-4.*-5.*6.-8位 
还获得当地赛2.*-2.*-2.-2.-3.*-3.*-4.-4.*位 
*=仅落后于同舍赛鸽

- 子代获得: / 弗洛姆联盟 1,622 羽冠军
波特兰当地赛冠军 /联盟 2,795 羽11位
金士顿当地赛冠军/ 联盟 2,611 羽14位

"76号" (Seventy Six) MARS GB18-Z71976

巴斯联盟 3,002羽冠军 / 约维尔联盟1,650羽冠军
波特兰俱乐部5羽指定鸽赛 65羽冠军
波特兰联盟 1,308羽亚军 / 波白克当地赛186羽冠军
巴斯联盟 620羽4位，落后同舍赛鸽 
共6次入赏前10位 

MARS 父亲 | GB16-Z81385 (Cranky 1)

"怪僻 1号" 
联盟496羽冠军, 子代8次获得冠军,

"好红兄弟" X "4000" 
和范登布克 "基特尔" 直孙

MARS 父亲 | GB16-Z81385 (Cranky 1)

"怪僻 1号" 
联盟496羽冠军, 子代8次获得冠军,

"好红兄弟" X "4000" 
和范登布克 "基特尔" 直孙

VENUS 母亲 | GB16-X73883
范登布克 "好红" 和凡瑞
斯 "斗牛犬" 的直孙女

(Grd. ‘Goede Rode’ VD Bulck 
& ‘Pitbull’ Van Reeth)

VENUS 母亲 | GB16-X73883
范登布克 "好红" 和凡瑞
斯 "斗牛犬" 的直孙女

(Grd. ‘Goede Rode’ VD Bulck 
& ‘Pitbull’ Van Reeth)

VENUS 母亲 | GB14-F27495

"495"
(The 495)

联盟4,800羽冠军, "魔术派" 孙女

100%范登布克血统,
传奇明星赛鸽 "怪僻1号" 



2015年; 获得46次冠军, 包括10次联盟冠军
2016年; 获得47次冠军, 包括11次联盟冠军和5次地区冠军
2017年; 获得40次冠军, 包括8次联盟冠军
2018年; 获得71次冠军, 包括16次联盟冠军和4次地区冠军
2019年; 获得70次冠军, 包括14次联盟冠军和11次地区冠军

肖恩.麦克唐纳
英国无冕之王

巴斯联盟708羽冠军 /巴斯联盟617羽冠军
金士顿当地赛 234羽冠军 /联盟3,374羽季军
巴斯当地赛234羽冠军 / 联盟1,208羽4位
巴斯当地赛213羽冠军 / 联盟1,310羽5位
巴斯当地赛 171羽冠军 /联盟 505羽5位
巴斯当地赛 151羽冠军 /联盟 941羽5位
波特兰当地赛 98羽冠军 /联盟2,466羽5位
巴塞联盟 1,130羽亚军* /巴斯联盟 311羽亚军* 
还获得 4.-4.-5.-5.-5.-6.-6.-7.-7位 

- 子代获得弗洛姆联盟 2,897羽冠军

共获得4次冠军
巴斯联盟 669羽冠军
弗洛姆当地赛 312羽冠军 /联盟 4,500羽亚军
巴斯联盟1252羽亚军 /联盟762羽季军
金士顿联盟 2,623羽6位* / 巴斯联盟 1,003羽6位
巴斯联盟 1,023羽7位 / 巴斯联合会311羽7位*
还获得2.-2.-2.-3.-4.-4.-4.-4.-4.-5.-5位

- 仅有2羽子代参赛, 获得:
2.-2.-3.-3.-4.-4.-4.-5.-6.-6.-6位
*=落后同舍赛鸽 

本场拍卖会由PIPA组织，您可以访问PIPA网站 www.pipa.be, 点击
"正在拍卖" 了解。所有拍卖鸽都配有专业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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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ipa.be

VENUS 母亲 | GB11-P31878

"黄金女孩"
(Golden Girl)

作育众多联盟冠军

VENUS 母亲 | GB11-P31878

"黄金女孩"
(Golden Girl)

作育众多联盟冠军

MARS 父亲 | GB08-C69593

"冠军托比"
(Champion Toby)

11次获得冠军, "魔术派" 直子

MARS 父亲 | GB04-A05207

"麦克斯"
(Max)

作育众多冠军后代, 包括联盟冠军

"托比的珍珠"
  (Toby’s Pearl) VENUS GB15-D44585

"472"
  (The 472) VENUS GB14-V45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