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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从4月27日上线至5月10日结拍   WWW.PIPA.BE

黑魔力号 (Black Magic)
BE10-2135147

2014年波品纳国际赛冠军

神奇092 (Magic 092)
BE13-2022092

2014年KBDB
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不包括2014和2015年出生鸽

爱力克.林伯格
全部*鸽系拍卖





爱力克.林伯格 (ERIK LIMBOURG):
PIPA AUCTION

WWW.ERIK-LIMBOU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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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力克.林伯格 (Erik Limbourg):
 完美全能鸽系的培育者

1987年爱力克.林伯格看中了一
所布吕瑟海姆（Brussegem）
房子和相邻的鸽舍，他决定离
开戴夫汀赫（Deftinge）到新
址安家。这座鸽舍的前主人几
乎没有赢得过什么成绩，显然
爱力克在这里取得了作为鸽友
的非凡成功。他开始按照自己
的要求对鸽舍进行改造，在这
里他培育了一支适应100-1000
公里比赛的超级鸽系。他还不
断寻找世界顶级鸽系，最终他
选择了乌瑞克斯坎培拉（Ulriks 
Kapelle）的杰夫.迪瑞德（Jef 
De Ridder）、帝卢-速霸龙和马
歇尔.阿布瑞契（两人都居住在
莱贝克（Lebbeke）。

以这3支血系为基础爱力克创
造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冠军
收藏。没有其他鸽友能够赢得

如此众多的国际赛冠军、全国冠
军、全国鸽王或者全国最佳鸽舍
头衔等。这家鸽舍被称为“鸽王
鸽舍”（ Ace Pigeon Loft）。这
本手册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成绩，
我们认为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会为
他的表现而留下深刻印象。

2009年爱力克首次决定将他宝
贵收藏向鸽友分享，给其他鸽友
获得他长期寻找并育种的成果的
机会。比利时国内外的众多鸽友
都凭借林伯格鸽系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在2010-2014年间爱力克
赢得了不少于10次比利时全国冠
军，这绝对是无法超越的成绩。

2009年爱力克以晚生幼鸽战队
重新开始，他希望以这些幼鸽培
育一支新鸽系。他仍然使用相同
的基础鸽-多数都是过去证明成功

的血系。换句话说，他继续使用
迪瑞德、帝卢-速霸龙和阿布瑞契
作为基础。我们将这座鸽舍称为
新一代的“鸽王鸽舍” ，因为爱
力克还在继续他的高水平发挥。
他将顶级品质鸽系与超级血系进
行配对，然后对赛鸽进行检验。
天赋不佳的赛鸽被淘汰，留下真
正的冠军鸽。他的最终目标就是
培育出适合100-1000公里比赛
的全能赛鸽。艾力克用了仅仅5
年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获得
2014年KBDB全国综合最佳鸽舍
冠军头衔。

现在爱力克再次给予每位鸽友引
进部分最佳种鸽充实自己鸽系
实力的机会，祝您好运，把握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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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头衔
1991: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1994: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9位

2001: 
KBDB全国最佳鸽舍幼鸽组5位

2005: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2006: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2007: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KBDB综合最佳鸽舍季军
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4位

2008: 
KBDB全国超长距离最佳鸽舍亚军
KBDB综合最佳鸽舍季军
KBDB全国最佳鸽舍一岁鸽组5位

2009: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6位
KBDB全国超长距离最佳鸽舍11位

比赛成绩-7次获得全国（大区）冠军

1983年拉索特年全国8832羽冠军 
1983 年拉索特年全国1982羽冠军
1992 年马赛比荷卢联赛10515羽冠军
1993 年拿邦全国6047羽冠军
1996 年拿邦全国7691羽冠军
2002 年波品纳全国7198羽冠军
2007 年橘郡全国6035羽冠军
2007 年橘郡全国大区1699羽冠军
2005 年苏雅克全国5985羽亚军
1991 年波治全国14003羽亚军
2005 年波品纳全国3796羽亚军
1999 年拿邦8204羽亚军
1988年巴塞罗那全国1524羽亚军
1996 年亚精顿全国15882羽亚军
1996 年亚精顿全国3187羽亚军
1998 拿邦全国5037羽亚军
2003 年波品纳全国4086羽亚军
2005 年苏雅克全国大区2146羽亚军
2006 年欧里亚克全国大区1708羽亚军
2007 年波尔多国际赛7738羽季军
2002 年波品纳全国7198羽4位
2006 年欧里亚克全国6611羽4位
2002 年波品纳全国7198羽5位
2007 年卡奥尔全国5892羽6位
2006 年拿邦全国4664羽6位
2005 年波品纳国际赛4666羽6位
2005 年拿邦国际赛5870羽6位
2005 年波品纳全国3796羽7位

2006 年欧里亚克全国6611羽11位
2006 年卡卡松全国3911羽13位
2009 年亚精顿全国23921羽15位
2005 年亚精顿全国3942羽17位
2005 年利蒙治全国17456羽18位
2005 年布瑞福全国20310羽21位
2009 年莱邦纳全国8723羽22位
2005 年利蒙治全国17456羽23位
2005 年拿邦全国4664羽23位
2007 年波品纳全国5547羽24位
1999 年拿邦全国8204羽24位
2008 年波治全国3354羽27位
2005 年橘郡全国6751羽30位
2005 年橘郡全国6751羽31位
2009 年苏雅克全国7597羽32位
2007 年盖雷全国12586羽33位
2006 年卡卡松全国3911羽33位
2005 年利蒙治全国17456羽34位
2008 年波治全国13354羽34位
2009 年橘郡全国5237羽35位
2008 年塔碧斯全国4660羽37位
2008 年利蒙治全国16012羽38位
2005 年布瑞福全国20310羽40位
2006 年波城全国2052羽43位
2005 年波治全国21940羽45位
2005年波品纳全国3796羽45位
2007 年波品纳全国5547羽46位
1999 年拿邦全国8204羽47位
2009 年卡奥尔全国7347羽50位

截止2009年取得的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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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头衔
2014年KBDB最佳鸽舍综合冠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  “神奇092”（ Magic 09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4位 “新鸽王” (非指定鸽)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鹰鸽王”（Eagle Ace）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最佳鸽舍一岁鸽组6位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最佳鸽舍6位
2010年KBDB全国最佳鸽舍一岁鸽组9位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成鸽组12位 “神奇704”（ Magic 704）

新一代鸽王鸽舍：2010-2014年取得的最佳成绩

比赛成绩-6次获得全国（国际）比赛冠军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6686羽冠军 “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冠军“年轻吉伯特”（Gilbert Junior）
2014年波品纳国际赛17965羽冠军“黑魔力号”（Black Magic）
2010年波尔多全国2309羽冠军“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冠军“年轻吉伯特”
2014年波品纳全国6248羽冠军“黑魔力号”
2012年蒙托邦全国6288羽亚军“白羽蒙托邦”（ Witpen Montauban）
2013年苏雅克全国5282羽亚军“疯狂男孩“（Crazy Boy）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新鸽王”
2010年利蒙治全国14211羽季军“白羽利蒙治”（ Witpen Limoges）
2014年贾纳克全国3741羽季军“神奇092”（ Magic 092）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季军“爱力克”（ Erik）
2011年布瑞福全国10089羽4位“鹰鸽王”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4位“图勒先生”（ Mister Tulle）
2013 年利蒙治全国14271羽5位“吉尔特”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5位“斑点摩利斯”（ Geschelpte Maurice）
2012年蒙特利玛全国6718羽7位“灰016”（ Blauw 016）
2010年利蒙治全国14211羽7位“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7位“幸运310”（ Lucky 310）
2013年苏雅克全国3641羽7位“灰鹰438” Blue Eagle 438
2014 年图勒全国5731羽8位“神奇092”
2012年橘郡全国4443羽8位“小梦想家071”（ Dromerke 071）
2013 年图勒全国6972羽10位“灰最爱号”（ Blauwe Favoriet）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10位“疯狂男孩”

部分优秀成绩：
此前从来没有过：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
1-3-5-8-12-21-34-36-42-44-48-59-65-…(24/33) 

部分其他神奇成绩：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081羽一岁鸽组：
1-3-5-7-13-28-33-34-74-82-...(13/20)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 2376羽一岁鸽组：
1-2-5-43-67-107-...(15/18)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一岁鸽组：
2-4-10-114-16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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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吕松
•

蒙托邦
•

•
波尔多

莱邦纳
•

卡奥尔
•

波品纳
•

巴塞罗那
•

波城
•

圣维仙
•

拿邦
•

•
马赛

利蒙治
•

图勒
•布瑞福

•
苏雅克
•

蒙特利玛
•

橘郡
•

贾纳克
• 盖雷

•

波提尔
•

杜尔斯
•

波治
•

威尔森
•

布洛瓦
•

拿永
•

魁夫兰
•

苏普斯
•

杜尔丹
•

安吉维尔
•

查特路
•

亚精顿
•

拉索特年
•

巴黎
•

比利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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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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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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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

26

30

29

27

24

21

28
31

32

比赛名称 空距(公里)
         魁夫兰 67

         拿永 177

         苏普斯 326

         杜尔丹 335

         安吉维尔 335

         布洛瓦 430

         威尔森 445

         波治 449

         杜尔斯 473

         查特路 497

         亚精顿 525

         蒙吕松 525

         盖雷 560

         拉索特年 562

         波提尔 585

         图勒 628

         利蒙治 644

         贾纳克 666

         布瑞福 677

         苏雅克 703

         蒙特利玛 712

         莱邦纳 743

         卡奥尔 746

         橘郡 758

         波尔多 800

         蒙托邦 800

         拿邦 872

         马赛 880

         圣维仙 910

         波城 915

         波品纳 932

         巴塞罗那 107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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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年林伯格鸽系在其他鸽舍取得的成绩
比赛成绩
2010年亚精顿全国冠军和30000羽最高分速  达民.巴特 (Damien Baert)

2010年拿邦全国6330羽冠军    马克.迪库克 (Marc De Cock) 

2010年波治全国冠军和55781羽最高分速  安德烈.摩能斯 (Andre Moonens )

2010年利蒙治全国大区1919羽冠军   福瑞克-阿伦 (Verreckt-Arien)

2011年查特路全国冠军和45780羽最高分速  盖尔兄弟 (Freres Gaie)

2011年亚精顿全国11009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Willy Den Haese)

2011年巴塞罗那全国12170羽冠军   威利.佛布鲁根 (Willy Verbruggen)

2011年威尔森半全国6659羽冠军   卡沙特-塞内沙 (Casaert-Senechal)

2012年波治全国16.859羽冠军   盖尔兄弟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3986羽冠军   马克.迪库克

2012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063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3年波治全国冠军和33243羽最高分速  迪克.摩能斯

2013年波治全国冠军和39917羽最高分速  迪佛-凡哈佛 (Devroe-Van Gaver)

2013年查特路全国冠军和22358羽最高分速  倚天& 杰.格雷芬 (Etienne & Jean Greeven)

2013年蒙吕松全国A2大区3716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B1大区1723羽冠军  伊凡.范德伯仕 (Yvan Van Den Bossche)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B2大区冠军   罗兰德-米勒 (Roelandt-Mille)

2010年拿邦国际赛13535羽亚军  马克.迪库克

2014年波治全国30180羽亚军    杰瑞.海沙特 (Gerry Hazaert)

2013年盖雷全国15007羽亚军    福瑞克-阿伦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015羽亚军   威利.邓哈斯

2012年布瑞福全国大区3271羽亚军   阿伯特.苏伊斯 (Albert Suys)

2014年布瑞福全国大区967羽亚军   阿伦-德凯撒 (Arien-De Keyzer）

2013年波治全国9639羽季军    卡沙特-塞内沙（Casaert-Senechal)

2013年图勒全国6974羽季军    乔斯.托内

2013年卡奥尔全国大区2622羽季军   马克.迪库克

2013年拿邦全国5831羽5位    狄布寇斯兄弟 (Gebr. Desbuquois)

2013年拿邦全国5831羽7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拿邦全国5831羽9位    狄布寇斯兄弟

KBDB 全国鸽王-奥林匹克代表鸽
2011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卡沙特-塞内沙

2014年KBDB全国短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杰拉德.迪威特 (De Witte Gerard)

2013年KBDB全国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苏瓦格-杜兰 (Sauvage-Duran)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E类代表鸽冠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A类代表鸽亚军     苏瓦格-杜兰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一岁鸽组亚军 阿伦-德凯撒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A类冠军        杰拉德.迪威特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G类季军        3D家族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4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4位       苏瓦格-杜兰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一岁鸽组5位   威利.邓哈斯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6位        拉夫.贝尔 (Raf Bijl)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10位  阿伦-德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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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014年波品纳国际赛冠军“黑魔力号”的父母
明星帅哥

BE08-4355789
白羽斗士姐妹

BE09-2026914

“黑魔力号之父”
卡奥尔全国冠军“特优雄”

（Xtra）全兄弟
佛斯特拉父子原舍

“黑魔力号之母”
“吉伯特之母”全姐妹

“白羽斗士姐妹”- BE09-2119277:
2010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联盟杯全国14211羽12位
莱邦纳全国6767羽39位
橘郡全国4865羽34位
图勒全国大区2742羽44位

“巨星号”
BE03-4343129

直子“特优雄”获卡奥尔全国冠军

“灰超级斗士”
BE03-2049603 

阿布瑞契0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
冠军“阳光斗士”直子

“蒂娃”BE03-4343099
本身获得达克斯国际赛亚军

直子“特优雄”获卡奥尔全国冠军

“花头马赛号”
BE08-2197590

阿布瑞契 “马赛号”X“小飞飞”
配对作育外孙女

2010-2014年林伯格鸽系在其他鸽舍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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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力号
BE10-2135147

波品纳国际赛17965羽冠军
蒙托邦全国6822羽34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4457羽66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2363羽67位
苏雅克全国1459羽57位
本身获得2014年欧洲钻石冠军
全部入赏
2010-2014年间13次进入400公里以上比赛前10%

2014年波品纳国际赛17965羽冠军

“帅气之星”
BE08-4355789

卡奥尔全国冠军“特优雄”全兄弟
佛斯特拉父子原舍

“白羽斗士姐妹”
BE09-2026914

2010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
冠军姐妹

波品纳国际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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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力号”半兄弟
黑梦

BE13-2022041
黑魔力半兄弟

BE13-2022105

“黑里尼”
BE08-4182856

马歇尔凡德纳比原舍

“鹰王宝贝”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BE12-2002701
“鹰眼”直孙女

“白羽斗士姐妹”
BE09-2026914

2010年PIPA排行榜长距离鸽王冠军
全姐妹

内佛斯幼鸽组93羽季军
萨布里斯幼鸽组220羽17位
波提尔一岁鸽组333羽26位
布瑞福全省一岁鸽组285羽33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组679羽40位
拿永一岁鸽组1316羽41位

拿永一岁鸽组278羽4位
亚精顿幼鸽组959羽16位
布瑞福全省一岁鸽组285羽42位
波提尔一岁鸽组997羽137位

“帅气之星”
BE08-4355789

卡奥尔全国冠军“特优雄”全兄弟
佛斯特拉父子原舍



12

X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神奇092”的父母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作育子代获得：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神奇092”
贾纳克全国3741羽季军-“神奇092”
图勒全国成鸽6972羽4位-“图勒先生”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8位-“神奇092”
盖雷全国一岁鸽9815羽64位-“神奇092”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124位-“神奇092”

“幸运848” BE00-4065848
帝卢-速霸龙原舍
“灰王子”之父

“知名17号”之父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梦想家同孵姐妹”
BE99-4393520
帝卢-速霸龙原舍

“波治雌”
BE01-2054345

2次波治全省冠军
“幸运85”半姐妹

作育子代：
“小霸龙”– BE10-2135076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新鸽王”- BE12-2002492
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神奇704”- BE12-2002704
2014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神奇092”- BE13-2022092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顶级种鸽
顶级种鸽

顶级种鸽和鸽王鸽舍新一代最佳种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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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092号
BE13-2022092

2014年KBDB全省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
贾纳克全国一岁鸽组3741羽季军
图勒全国一岁鸽组5731羽8位
盖雷全国一岁鸽组9815羽64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组12071羽124位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神奇092”的父母

作育子代：
“小霸龙”– BE10-2135076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新鸽王”- BE12-2002492
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神奇704”- BE12-2002704
2014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神奇092”- BE13-2022092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幸运848”和“灰鸽王”血系最佳后代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母亲为帝卢-速霸龙“梦想家”同孵
姐妹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KBDB
全国鸽王亚军

3次冠军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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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先生
BE12-2002464

图勒全国6972羽4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2174羽成鸽组4位
拿永成鸽组197位5位
魁夫兰一岁鸽组240羽7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组1826羽33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组1817羽36位
6次获得前5位

2014年KBDB全国鸽王亚军“神奇092”半兄弟

“美丽马赛号”
BE03-4452299

出自阿布瑞契的“马赛号”X
“小飞飞”

顶级赛鸽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母亲为帝卢-速霸龙“梦想家”
同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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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种鸽“幸运848”的其他超级子代
幸运848直女

BE09-2230750
长征雌425

BE12-2002425

“幸运848”
BE00-4065848

帝卢-速霸龙超级种鸽

“布里多” BE06-2178815
波尔多全省亚军-波品纳全省季军

半兄弟“花头斗士”
祖父“佛洛利波品纳”
获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暗灰雌” BE02-2095062
“苗条汉”直女

半兄 “佛洛利波品纳”获得02年波
品纳全国冠军

“幸运848直女”
BE09-2230750

作育子代“幸运狄萨尔”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波尔多全国一岁鸽5480羽21位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34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3448羽45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932羽46位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7285羽47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6052羽58位

育出

顶级种鸽

瓦伦斯全国成鸽1795羽17位
瓦伦斯全国成鸽6449羽131位
阿让全省一岁鸽390羽34位
阿让全国一岁鸽382位
拿邦全国一岁鸽3942羽37位
拿邦国际一岁鸽7859羽5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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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13

“美妙小姐” BE08-2197688
“鹰眼”全姐妹

作育直子“鹰王”获2011年KBDB全
国长距离鸽王5位

超级024雌
BE13-2022024

神奇种鸽“幸运848”的其他超级子代
忠心号
BE11-2014245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4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10251羽148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2156羽28位
阿让全国一岁鸽5480羽41位
阿让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10位
拿邦全省成鸽379羽10位
拿邦全国成鸽组4558羽116位

查特路幼鸽552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68位
波治一岁鸽194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12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24019羽55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36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58位
盖雷全国一岁鸽9815羽253位

2次冠军

育出

育出

“幸运848”
BE00-4065848

帝卢-速霸龙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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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
军-“神奇092” 姐妹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4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10251羽148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2156羽28位
阿让全国一岁鸽5480羽41位
阿让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10位
拿邦全省成鸽379羽10位
拿邦全国成鸽组4558羽116位

查特路幼鸽552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68位
波治一岁鸽194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12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24019羽55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36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58位
盖雷全国一岁鸽9815羽253位

神奇种鸽“幸运848”的其他超级子代
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36
拿邦半姐妹

BE13-2022029

“新苗条汉直子”
BE09-2026928

直子“拿邦号”-12-13
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梦想家同孵姐妹”
BE99-4393520
帝卢-速霸龙原舍

“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36

还作育子代获得：
2011年波治II全国大区幼鸽组12211羽10位
2011年波治II全国幼鸽组31719羽52位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6052羽136位

伊苏丹幼鸽172羽冠军
伊苏丹全国大区幼鸽3340羽74位
伊苏丹全国幼鸽16615羽198位
苏普斯一岁鸽1293羽5位
查特路幼鸽552羽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1725羽113位
蒙吕松一岁鸽269羽13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羽188位

育出

“幸运848”
BE00-4065848

帝卢-速霸龙超级种鸽

冠军战将



18

幸运848直子
BE09-2231745

作育子代：
“波治雌”- BE11-2014361
波治全省一岁鸽2165羽亚军
波治全国一岁鸽16859羽32位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665羽67位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7957羽197位

神奇种鸽“幸运848”的其他超级子代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2-2328491
“鹰眼”祖母

“幸运848”
BE00-4065848

帝卢-速霸龙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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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848”和“灰鸽王”鸽系后代
在爱力克.林伯格的鸽王鸽舍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冠军  “幸运狄萨尔”（Lucky De Saer）
2014年KBDB 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神奇092” （Magic 092）
2011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亚军   “水雷女孩” （Torpedo Girl）
2012年LCB王中王全国鸽王亚军               “铁娘子” （Iron Lady）
2012年LCB全国中距离鸽王亚军                         “铁娘子”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季军“新鸽王” （New Ace）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神奇704” （Magic 704）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376羽冠军   “新鸽王”
2014年威尔森半全国3169羽冠军   “神奇704”
2013年布洛瓦半全国1164羽冠军   “布洛瓦小姐” （Miss Blois）
2011年布洛瓦半全国大区801羽冠军   “灰235” （Blue 235）
2012年盖雷半全国大区597羽冠军   “铁娘子”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    “新鸽王”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376羽亚军   “图勒先生” （Mister Tulle）
2012年布洛瓦半全国1308羽亚军   “铁娘子”
2014年贾纳克全国3741羽季军    “神奇092”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4位    “图勒先生”
2011年波治全国大区12199羽4位   “水雷女孩”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081羽5位  帝卢-速霸龙纯血（Pure De Rauw-Sablon）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7位 BE11-2014310 
2014年威尔森半全国10480羽7位   “神奇704”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081羽7位   “新鸽王”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2538羽7位   “神奇704”
2014年图勒全国5731羽8位    “神奇092”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8位 BE11-2014310
2014年波提尔全国大区2708羽11位   “铁人” （Iron man）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5666羽12位   “超级024雌” （Super 024 Hen）
2012年苏雅克全国大区2447羽14位   “小霸龙” （Ballonneke）
2011年盖雷全国大区4877羽15位   “水雷女孩”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3986羽19位   “小霸龙”
2011年布洛瓦半全国2156羽19位   “灰235” （Blue 235）
2013年苏雅克全国3641羽25位  帝卢-速霸龙纯血
2012年图勒半全国1009羽25位    “灰235”
2011年波治全国31719羽26位    “水雷女孩”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27位       “幸运狄萨尔”
2013年萨布里斯半全国886羽27位   “神奇704”
2013年苏雅克半全国1459羽27位  BE11-2014290 
2014年利蒙治全国大区2174羽28位   “图勒先生”
2013年波治全国大区3493羽29位   “神奇704”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271羽30位   “灰235”

在其他鸽舍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E类冠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狄布寇斯兄弟 
2011年亚精顿全国10962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Willy Den Haese） 
2010年亚精顿全国冠军和30000羽最高分速  达民.巴特
2009年拉索特年全国4660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3年蒙吕松全国大区3716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786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0年波治半全国3025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1年查特路半全国4775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3年布洛瓦半全国2920羽冠军  威利.邓哈斯 
2011年莱邦纳全国8269羽亚军  诺伯特& 史代芬亚里（Norbert & Stefan Ally） 
2011年莱邦纳全国大区2902羽亚军  克雷伯特-狄布寇斯（Cleirbaut-Desbuquois）
2013年布洛瓦半全国2920羽亚军  威利.邓哈斯 
2010年布洛瓦半全国2032羽亚军  威利.邓哈斯 
2010年威尔森半全国3614羽季军  威利.邓哈斯
2013年波治全国大区1295羽4位  威利.邓哈斯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6154羽5位  达民.巴特 
2011年布洛瓦半全国856羽6位               威利.邓哈斯
2013年莱邦纳全国大区2215羽8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蒙托邦全国大区2016羽9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09 年布洛瓦半全国1735羽10位 威利.邓哈斯
2011年查特路半全国4571羽11位  威利.邓哈斯 
2013年报来自全国9639羽12位               威利.邓哈斯
2011年莱邦纳全国8269羽13位              克雷伯特-狄布寇斯
2011年亚精顿全国3498羽14位    威利.邓哈斯 
2009年拉索特年全国4459羽14位  威利.邓哈斯 
2012年布洛瓦半全国1698羽14位  威利.邓哈斯 
2014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599羽14位 安德烈和提瑞.佛克鲁塞 (Andre & Thierry Vercruysse )
2012年波治半全国2087羽18位  威利.邓哈斯
2010年波治全国22516羽19位 达民.巴特 
2010年布洛瓦半全国2295羽20位  威利.邓哈斯 
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4106羽21位  威利.邓哈斯 
2013年蒙特利玛全国大区1752羽22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459羽22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4年查特路全国21515羽25位  安德烈和提瑞.佛克鲁塞
2012年卡奥尔全国大区2931羽27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1年查特路安全3172羽27位   威利.邓哈斯 
2012年蒙吕松全国大区6081羽28位  威利.邓哈斯 
2010年威尔森半全国7030羽28位  威利.邓哈斯 
2013年蒙托邦全国6772羽28位   狄布寇斯兄弟
2011年查特路半全国3172羽29位  威利.邓哈斯 
2009年查特路半全国614 3羽29位 威利.邓哈斯 



20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作育子代：
“小霸龙”– BE10-2135076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新鸽王”- BE12-2002492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54位
“神奇704”- BE12-2002704
2014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威尔森半全国成鸽10480羽7位
波提尔全国成鸽12379羽17位
波治全国成鸽22663羽85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13588羽86位
还作育子代包括：
安吉维尔幼鸽4615羽8位-BE12-2002491
布洛瓦全省幼鸽3247羽18位- BE11-2014289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38位- BE13-2022093

神奇种鸽“灰鸽王”子代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波治雌”
BE01-2054345

2次波治全省冠军
“幸运85”半姐妹

现在比利时最优秀的种雌？ 
作育子代获得
2次全国大区冠军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PIPA排行榜全国鸽王季军
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全国赛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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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神奇092
BE13-2022092

2014年KBDB全省长距离一岁鸽鸽王冠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盖雷一岁鸽105羽冠军
盖雷全国一岁鸽9815羽64位
贾纳克全国大区一岁鸽941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一岁鸽3741羽季军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冠军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8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124位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顶级种鸽“灰鸽王皇后”的子代

KBDB
全国鸽王亚军

3次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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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092半兄弟
BE11-2014290

“新超级速度号”
BE09-2214881

作育子代“新鸽王”和“神奇704”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小霸龙兄弟
BE13-2022254

顶级种鸽“灰鸽王皇后”的子代
神奇092超级姐妹

BE13-2022009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48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062羽5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4158羽51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65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一岁鸽1223羽23位
布瑞福全国一岁鸽3850羽178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2037羽128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98羽154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932羽19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27位
苏雅克全国成鸽组5282羽146位
杜尔丹幼鸽3358羽57位
波治全省一岁鸽2165羽64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1298羽64位

最爱马赛号直子
BE09-2026906
“小霸龙”之父
祖父“幸运85”

-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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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48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062羽5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4158羽51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65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一岁鸽1223羽23位
布瑞福全国一岁鸽3850羽178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2037羽128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98羽154位

幸运848*
BE00-4065848

灰鸽王*
BE03-4290095

帝卢-速霸龙最著名种鸽
作育子代“灰鸽王”
作育子代阿布瑞契“知名17号雄”

本场拍卖会有如下子代：
“超级种鸽幸运848直子”- BE09-2119430
“幸运848直女”- BE09-2230750
“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13
“幸运848直女” - BE09-2026936
“幸运848直子”- BE09-223174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2004年布拉邦联盟长距离鸽王冠军
10次进入全国赛前10位
超级种鸽
子（孙）代获得6次全国大区冠军和4次KBDB鸽王提名
本场拍卖会有如下子代：:
“灰鸽王皇后” - BE09-2119372
“鱼雷鸽王” - BE09-2231750
“灰鸽王直女” - BE09-2231749
“灰鸽王直女”- BE10-2135008
“超级种公灰鸽王” - BE09-2119437
“小波瓦全姐妹”- BE07-2253203

*不在本场拍卖会

育出

帝卢-速霸龙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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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鸽王
BE09-2231750

作育子代：
“鱼雷女孩”– BE11-2014233
2011年赛鸽舍最佳幼雌鸽
2011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亚军
波治全国大区幼鸽12211羽4位
波治全国幼鸽31719羽26位
盖雷全国大区幼鸽4877羽15位
盖雷全国幼鸽14362羽55位

超级种鸽“灰鸽王”的子代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3-2059531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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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女王”同孵姐妹

超级种鸽“灰鸽王”的子代
灰鸽王直女

BE09-2231749
灰鸽王直女

BE10-2135008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3-2059531

“超级508”
BE03-4076508

顶级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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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超级种鸽“灰鸽王”
BE09-2119437

迪斯蒂法诺直孙女
BE09-2230725

“灰鸽王”
BE03-4290095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幸运848”直子

“迪斯蒂法诺直子”BE08-2197581
2006年KBDB全国马拉松鸽王冠军和
2007年奥斯坦德奥林匹克E类冠军作

育子代

“梦想女孩619-03”
BE03-2059619

超级种雌-黄金配对直女
2007年橘郡全国冠军姐妹

“苗条汉直女”
BE01-2338048

超级种鸽，子代获得3次全省冠军
“幸运85”半姐妹

超级种鸽“灰鸽王”的子代

顶级种鸽配对
作育子代：（与“雷米”- BE07-2060639配对）
“派翠西亚”- BE14-2151002
2014年KBDB全省鸽王季军
BE14-2151001
波治幼鸽413羽季军
波治全国大区幼鸽6802羽107位
杜尔斯幼鸽1182羽45位
查特路幼鸽1192羽52位
BE14-2151100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4935羽28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22818羽65位
BE14-2151101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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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超级种鸽“灰鸽王”X“迪斯蒂法诺直孙女”作育子
代铁汉

BE13-2022082
灰235

BE11-2014235

超级种鸽 “灰鸽王”
BE09-2119437

“迪斯蒂法诺直孙女”
BE09-2230725

威尔森一岁鸽231羽冠军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11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708羽11位
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4094羽87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40位
伊苏丹全省幼鸽2224羽64位

2012年全国长距离比赛最佳一岁鸽亚军
布洛瓦幼鸽801羽冠军
布洛瓦全省幼鸽2156羽19位
安吉维尔一岁鸽547羽亚军
拿永幼鸽489羽季军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2271羽30位
图勒全国成鸽7350羽94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25位

全兄弟

2次冠军 冠军战将

作育子代：（与“雷米”- BE07-2060639配对）
“派翠西亚”- BE14-2151002
2014年KBDB全省鸽王季军
BE14-2151001
波治幼鸽413羽季军
波治全国大区幼鸽6802羽107位
杜尔斯幼鸽1182羽45位
查特路幼鸽1192羽52位
BE14-2151100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4935羽28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22818羽65位
BE14-2151101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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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女郎
BE12-2002409

布洛瓦小姐
BE13-2022049

超级种鸽 “灰鸽王”
BE09-2119437

“吉伯特”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冠军

直子“年轻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国际冠军

“迪斯蒂法诺直孙女”
BE09-2230725

“铁女郎”
BE12-2002409

超级种鸽“灰鸽王”X“迪斯蒂法诺直孙女”作育子代

布洛瓦幼鸽534羽冠军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1308羽亚军
盖雷幼鸽497羽冠军
盖雷全国幼鸽16988羽59位
LCB全国幼鸽组鸽王亚军
阿让国际赛3113羽雌鸽70位
阿让全国 一岁鸽5283羽145位
亚精顿全省幼鸽3457羽80位

布洛瓦联省幼鸽1164羽冠军
波治幼鸽265羽4位
波治全省幼鸽2621羽166位
萨布里斯幼鸽604羽25位

顶级赛鸽和种鸽 育出
布洛瓦联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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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瓦联省幼鸽1164羽冠军
波治幼鸽265羽4位
波治全省幼鸽2621羽166位
萨布里斯幼鸽604羽25位

“铁女郎”X“吉伯特”作育子代
坦克

BE13-2022050

“吉伯特”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直子“年轻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国际冠军

“铁女郎”
BE12-2002409

LCB全国幼鸽组鸽王亚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1725羽76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181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1038羽95位

同孵兄弟

“铁女郎”其他子代
“超速杨”-BE14-2151066
“杨”X“铁女郎”
苏普斯幼鸽3457羽冠军
查特路幼鸽263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幼鸽3079羽97位
拿永幼鸽369羽9位
波治幼鸽413羽11位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12位
2014年KBDB综合最佳鸽舍功臣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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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瓦姐妹
BE07-2253203

孙代“拿邦号”- BE11-2014276在2014年比赛中飞失
2012-2013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拿邦全国一岁鸽6933羽24位
拿邦国际赛一岁鸽11000羽27位
拿邦全国成鸽5215羽32位
拿邦国际成鸽11448羽42位
作育子代BE14-2151057:（与RO08-0060090配对）
亚精顿幼鸽355羽季军
亚精顿全省幼鸽3563羽115位
杜尔斯幼鸽350羽季军
杜尔斯全省幼鸽2777羽153位
拿永幼鸽183羽10位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16位
拿永幼鸽2473羽40位
全兄弟“小波瓦”作育子代获得：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E 类冠军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超级种鸽“灰鸽王”的子代

“灰鸽王”
BE09-2119437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马赛直女”
BE02-4333348



31

X育出

拿邦配对-作育子代“拿邦号”-2012-2013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新苗条汉直子
BE09-2026928

喜德娜白条雌
BE08-5061500

子代“拿邦号”获得2012-2013
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乔斯.托内原舍
作育子代“拿邦号”获得

2012-2013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新苗条汉”
BE02-2095198

父亲“苗条汉”获得3次全省冠军
“鹰眼”祖父

“亚林士”
BE04-5026010
乔斯.托内原舍

“小波瓦姐妹”
BE07-2253203

“小波瓦”子代“年轻小波瓦”
获得布达佩斯奥林匹克E类冠军

“喜德娜1号”
BE04-5026055

拿邦国际赛5870羽冠军
西欧长距离鸽王冠军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乔斯.托内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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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特*
BE09-2119284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6686羽冠军和13386羽最高分速
2010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0年比利时长距离最佳一岁鸽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644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6767羽112位
利蒙治成鸽687羽冠军（领先15秒）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896羽16位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4211羽8位
查特路I半全国一岁鸽5077羽85位
查特路II半全国一岁鸽4056羽95位

吉伯特家族

“吉伯特之父”
BE07-2252188

“亚伯X宝拉直子”
BE99-4393711

帝卢-速霸龙梦幻配对直子
“利蒙治”全兄弟

“波治雌直子”
BE03-2059580

2次波治全省冠军-
“幸运85”半姐妹

“吉伯特之母”
BE08-2197536 

“黄金雌301” 
BE07-2135301
出自“幸运85”

X“铁女郎”

“马赛直女”
BE02-4333348

出自马歇尔.阿布瑞契
的“马赛号”X“小飞飞”

作育子代：
“年轻吉伯特”-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冠军
“布洛瓦小姐”-2013年布洛瓦联省1100羽冠军
作育孙代：
“波普米可”-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 不在本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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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吉伯特家族
年轻吉伯特*

BE11-2014201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年轻吉伯特”
BE11-2014201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年轻吉伯特之母”
BE04-4278829

2005年KBDB全省鸽王亚军
“鹰眼”鸽系

“雅吉”BE08-5192916
福瑞克-阿伦原舍

“摩卢卡”全姐妹-超级配对“法兰
斯”X “小碧”直孙女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省幼鸽2428羽39位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6665羽112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1298羽74位

* 不在本场拍卖会

拿永140羽4位
苏普斯2084羽76位

育出

比特号
BE13-202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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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吉伯特
BE13-2022077

人体模特吉伯特
BE13-2184315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年轻吉伯特之母”
BE04-4278829

2005年KBDB全省鸽王亚军
“鹰眼号”鸽系

作育子代：
“动力003” – BE14-2151003
拉索特年幼鸽181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8588羽176位
拿永幼鸽183羽季军
拿永幼鸽1479羽29位
苏普斯幼鸽631羽8位
苏普斯幼鸽2460羽52位
查特路幼鸽263羽8位
查特路全省幼鸽3079羽183位
2014年KBDB综合最佳鸽舍功臣鸽

“年轻吉伯特”全兄弟姐妹

全兄弟



35

布洛瓦小姐
BE13-2022049

“吉伯特”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直子“年轻吉伯特”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铁女郎”
BE12-2002409

LCB全国幼鸽组鸽王亚军

“吉伯特X铁女郎”直子
BE12-2194444

“吉伯特”X“铁娘子”子代
坦克号
BE13-2022050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1725羽76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12071羽181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1038羽95位

布洛瓦联省幼鸽1164羽冠军
波治幼鸽265羽4位
波治全省幼鸽2621羽166位
萨布里斯全省幼鸽604羽25位

同孵姐弟

布洛瓦联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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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特直子
BE12-2194435

吉伯特直女
BE12-2194434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迪斯蒂法诺直孙女”
BE09-2230725

“吉伯特”X“迪斯蒂法诺直孙女”子代

同孵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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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波普米可
BE13-2184303

2014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季军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23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24019羽123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708羽44位
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4094羽348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48位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2318羽6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4158羽150位
盖雷全省一岁鸽1140羽82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105位
2013年晚生鸽，2014年入赏13次
8次进入前10位

“鹰眼号兄弟”
BE08-2197687

超级种鸽

“吉伯特直女”
BE12-2194434

顶级赛鸽

“吉伯特”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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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特”直子
BE13-2184327

吉伯特回血直子
BE13-2184308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 直女
 “吉伯特”祖母

“鹰女郎”
BE10-2135068

2012年鸽报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出自“鹰眼兄弟”

X“基多配对”直女

“吉伯特”其他子代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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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雌301
BE07-2135301

“吉伯特”祖母
父亲“幸运85”-200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这场拍卖会有她的子代：
“吉伯特回血直子” - BE13-2184308
“吉伯特直子” - BE13-2184327
“最爱马赛号直子” - BE09-2026906
“超级种鸽鹰眼” - BE09-2230737
“迪斯蒂法诺直子” - BE07-2253131
“灰雷米”- BE13-2196754

“幸运85”
BE04-2063085

200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铁女郎”
BE04-2063002

超级赛鸽-10次冠军

超级种鸽：“黄金雌301”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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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马赛号直子
BE09-2026906

作育子代（与“灰鸽王皇后” – BE09-2119372配对）
“小霸龙”- BE10-2135076
2012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3986羽19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2447羽14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2033羽34位
蒙托邦全国大区成鸽1950羽77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成鸽3271羽99位
“小霸龙兄弟”- BE13-2022254
布瑞福全国大区一岁鸽1223羽23位
布瑞福全国一岁鸽3850羽178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128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98羽154位

“黄金雌301”子代

“最爱号直子”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直女
“吉伯特”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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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种鸽鹰眼号
BE09-2230737

作育子代获得：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冠军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冠军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5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6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755羽6位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2902羽9位
橘郡全国大区成鸽1312羽24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1817羽34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376羽43位
橘郡全国成鸽4443羽51位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63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78位

作育孙代：
BE12-9011205 –丹尼.勒蒂尔克（Danny Leturcq）使翔
2012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鹰眼”
BE07-2135106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2007-2009年比利时最佳全能鸽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直女
“吉伯特”祖母

“黄金雌301”子代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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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蒂法诺直子
BE07-2253131

长征汉230
BE11-2014230

“迪斯蒂法诺”
BE01-9032897

2006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冠军
2007年奥斯坦德奥林匹克E类冠军

“迪斯蒂法诺直子”
BE07-2253131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直女
“吉伯特”祖母

“白腹号直孙女”
NL09-1137616

超级种鸽：
子代获得全省长距离1.-5.-18.-43.
巴腾伯格-米卫“白腹号”回血

“黄金雌301”子代

魁夫兰幼鸽221羽亚军
波城全省成鸽122羽4位
波城全国成鸽2025羽204位
圣维仙全省成鸽202羽5位
圣维仙全国成鸽3272羽262位
杜尔丹幼鸽741羽15位
杜尔丹幼鸽392羽18位
波品纳全国成鸽6248羽255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43位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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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雌301”子代
吉伯特回血直子

BE13-2184308

“吉伯特”
BE09-2119284

2010年波尔多国际赛冠军

“雷米”
BE07-2060539

隆河谷全国鸽王冠军
2013年最佳长距离赛鸽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直女
“吉伯特”祖母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直女
“吉伯特”祖母

灰雷米
BE13-2196754

魁夫兰幼鸽221羽亚军
波城全省成鸽122羽4位
波城全国成鸽2025羽204位
圣维仙全省成鸽202羽5位
圣维仙全国成鸽3272羽262位
杜尔丹幼鸽741羽15位
杜尔丹幼鸽392羽18位
波品纳全国成鸽6248羽255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4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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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眼”后代获得KBDB全国鸽王和比赛前50位成绩
鸽王鸽舍-爱力克.林伯格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鹰鸽王” （Eagle Ace）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081羽冠军  “灰苏雅克”（Blue Souillac）
2013年利蒙治联省1057羽冠军   “吉尔特”（Geert）
2013年利蒙治全国大区4453羽亚军  “吉尔特”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季军  “爱力克”（ Erik）
2011年布瑞福全国10089羽4位               “鹰鸽王”
2013年利蒙治全国14271羽5位              “吉尔特”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081羽5位  “帝卢-速霸龙纯血”（De Rauw-Sablon）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376羽5位    BE12-2002474 
2013年苏雅克全国3641羽7位               “灰苏雅克”（Blue Souillac）
2011年莱邦纳全国大区2902羽9位    BE10-2206766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2538羽9位    BE12-2002583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10位                 BE12-2002474 
2013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459羽10位  “弗洛里274”（ Floere 274）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2538羽14位   BE12-2002474 
2010年亚精顿全国大区7132羽17位  “鹰鸽王”
2014年卡奥尔全国大区2363羽17位  “吉尔特” 
2012年图勒全国大区2033羽18位  “超级068”（Super 068）
2011年苏雅克全国大区1841羽19位  “鹰鸽王”
2011年莱邦纳全国大区2902羽21位  “小梦想家”（Dromerke 084）
2012年蒙托邦全国大区6083羽23位  “超级068” 
2013年苏雅克全国3641羽25位              “帝卢-速霸龙纯血” 
2012年拿邦国际赛11000羽27位  “拿邦号”（The Narbonne）
2014年图勒全国大区1817羽34位  “灰苏雅克”（ Blue Souillac）
2012年波尔多全国5480羽35位              “吉尔特” 
2014年利蒙治全国大区5476羽36位  “灰苏雅克”
2011年威尔森半全国6659羽36位 “超级068”
2014年威尔森半全国3169羽36位  “灰苏雅克” 
2014年威尔森联省1594羽39位               “铁人号”（ Iron Man）
2014年图勒全国大区2037羽41位  “铁人号”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42位  “吉尔特” 
2013年拿邦国际赛11000羽42位  “拿邦号”
2011年查特路全国大区9112羽43位  “新冠军号”（The New Champ）
2012年蒙吕松全国17865羽43位  “超级068” 
2012年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48位  “忠诚号”（ Always There）
2014年利蒙治联省1391羽48位    “弗洛里274”
2014年卡奥尔全国大区2363羽49位  “帝卢-速霸龙纯血”

其他鸽舍
2013年KBDB全国中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苏瓦格-杜兰（Sauvage-Duran）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A类亚军  苏瓦格-杜兰
2014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4位   苏瓦格-杜兰
2013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5位   威利.邓哈斯（Willy Den Haese）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3986羽冠军   马克.迪库克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448羽冠军   罗兰德-米勒（Roelandt-Mille）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015羽亚军   威利.邓哈斯
2012年布瑞福全国11130羽季军   莫格曼-林伯格（Moerman-Limbourg）
2013年卡奥尔全国大区2622羽季军   马克.迪库克
2013年图勒全国赛6974羽季军    乔斯.托内（Jos Thone）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11739羽8位   马克.迪库克
2013年蒙吕松全国大区4766羽8位   威利.邓哈斯
2011年威尔森联省4366羽8位    威利.邓哈斯
2011年利蒙治全国14679羽12位   莫格曼-林伯格
2012年利蒙治全国13781羽13位   马克.迪库克
2013年卡奥尔全国8570羽23位                马克.迪库克
2013年波治全国大区30748羽27位   威利.邓哈斯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6052羽35位   马克.迪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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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眼*
BE07-2135106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2008年多特蒙德奥林匹克全能5位
2008年KBDB全国一岁鸽最佳鸽舍5位功臣
2007-2009年比利时最佳全能鸽
5次冠军
苏雅克全国成鸽7597羽32位
盖雷全国幼鸽12586羽35位
卡奥尔全国成鸽7347羽50位
图勒全国成鸽5676羽93位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6012羽146位

神奇 “鹰眼”家族

“超级种鸽204-04”
BE04-2063240
“鹰眼”之父

“新苗条汉”
BE02-2095198
直子“苗条汉”
-3次全省冠军

“好德克洛西号同窝兄弟”
BE95-2363122

“超级雌218-04”
BE04-2063218
“鹰眼”之母

“马赛号直女”
BE02-4333348

出自马歇尔.阿布瑞契
的“马赛号”
X“小飞飞”

02年波品纳冠军“佛洛
利波品纳号”直女
BE02-2328491

“鹰眼”后代获得KBDB全国鸽王和比赛前50位成绩

* 不在本场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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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鹰眼兄弟
BE08-2197687

桂多配对直女
BE09-2119274

“超级种鸽204-04”
BE04-2063240
“鹰眼”之父

“超级种鸽桂多”
BE02-4130401

做出多羽冠军子代

“超级雌218-04”
BE04-2063218
“鹰眼”之母

“温顺白头雌直女”
BE00-2038018

“温顺白头雌”为马歇尔.阿布瑞
契获得97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鹰眼”全兄弟

顶级种鸽配对
全兄姐：
-738-03:6次冠军
-“灰索特年”：
拉索特年全省冠军-拉索特年半全国亚军
“白羽蒙托邦”：
2012年蒙托邦全国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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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鹰眼兄弟”X“桂多配对直女”子代 “鹰眼兄弟”X“桂多配对直女”
的其他子代

最爱002
BE13-2022002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31位
图勒全国大区2037羽41位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58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062羽76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708羽92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98羽110位

新冠军号”- BE10-2135025 
拿永成鸽200羽冠军
沙特一岁鸽382羽冠军
沙特全国大区一岁鸽7806羽76位
安吉维尔成鸽848羽亚军
安吉维尔成鸽3619羽29位
查特路一岁鸽274羽亚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9112羽43位
利蒙治一岁鸽369羽4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150羽118位
亚精顿一岁鸽381羽7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一岁鸽6803羽222位
图勒成鸽161羽8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2271羽66位
“鹰女郎”- BE10-2135068
2012年鸽报/范隆佩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查特路成鸽245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成鸽5671羽58位
波治一岁鸽101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4582羽84位
波治成鸽186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成鸽组7898羽99位
亚精顿成鸽116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成鸽4232羽194位
蒙吕松成鸽230羽亚军
蒙吕松全国成鸽17865羽43位
图勒成鸽164羽季军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2033羽18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6345羽51位
BE12-2002583 
拿永一岁鸽527羽6位
安吉维尔一岁鸽157羽9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538羽9位
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3135羽129位
BE10-2135069
拿永幼鸽532羽8位
拿永一岁鸽372羽8位
布瑞福全省成鸽841羽33位
BE10-2135024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768羽34位
盖雷全省幼鸽1661羽42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008羽5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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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眼全姐妹
BE08-2197497

鹰眼号姐妹
BE09-2119342

作育子代：
BE10-4145539 –麦曼-林伯格使翔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4679羽12位
BE10-4146099 –麦曼-林伯格使翔
波治一岁鸽 98羽冠军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4873羽75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144羽73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4366羽84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755羽100位
作育孙代： 
BE10-4145561 –麦曼-林伯格使翔
布瑞福全国成鸽11130羽季军

作育子代：
BE10-2135042
安吉维尔成鸽554羽冠军
安吉维尔一岁鸽859羽亚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一岁鸽6803羽60位
亚精顿全国一岁鸽19782羽178位
BE14-2151056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亚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8588羽178位
苏普斯幼鸽243羽12位
拿永幼鸽369羽14位

“鹰眼”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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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BE10-2135042
安吉维尔成鸽554羽冠军
安吉维尔一岁鸽859羽亚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一岁鸽6803羽60位
亚精顿全国一岁鸽19782羽178位
BE14-2151056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亚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8588羽178位
苏普斯幼鸽243羽12位
拿永幼鸽369羽14位

“鹰眼”半姐妹
葛斯顿波治雌

BE12-2002502

“灰葛斯顿”BE06-6034842
2007年德国全国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2007年奥斯坦德奥林匹克全能代表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超级种鸽240-04”
BE04-2063240
“鹰眼号”之父

BE09-2026907
“鹰眼半姐妹”

“阿布瑞契好手号直女”
BE97-2007406

德拉耶夫妇基础雌鸽

鹰眼半姐妹
BE09-2026907

波治一岁鸽106羽冠军
波治全国一岁鸽13588羽60位
波治幼鸽318羽5位
全省幼鸽1388羽45位
萨布里斯幼鸽1388羽45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538羽93位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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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洛274号
BE11-2014274

拿永成鸽178羽亚军
威尔森成鸽359羽季军
蒙吕松一岁鸽396羽4位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22875羽210位
查特路一岁鸽623羽5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5997羽89位
利蒙治一岁鸽326羽5位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7735羽128位
布洛瓦成鸽163羽6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10位
苏雅克全国成鸽5282羽84位
杜尔丹幼鸽515羽11位
杜尔丹幼鸽2652羽54位
威尔森成鸽237羽12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1180羽48位
波治幼鸽348羽13位
波治半全国幼鸽9071羽201位
布洛瓦幼鸽389羽13位
布洛瓦幼鸽801羽22位
利蒙治成鸽373羽17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4453羽180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35位
布瑞福全省成鸽321羽38位
拿永幼鸽1370羽41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548羽66位
波治一岁鸽761羽69位
2011-2014年间获得25次入赏

神奇“鹰眼”家族

“幸运85兄弟”
BE07-2250555

兄弟“幸运85” 获2006年KBDB全
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鹰眼半姐妹”
BE09-2026907

顶级赛鸽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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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获得：
波尔多国际赛10622羽季军
利蒙治全国14271羽5位
那边全国4558羽38位
波尔多国际10623羽42位

X

新鹰眼号
BE09-2214886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鹰眼号”
BE07-2135106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2007-2009年比利时最佳全能鸽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超速号全姐妹”
BE07-2135242

爱力克.林伯格黄金配对直孙女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2-2328491
“鹰眼”祖母

超级种鸽配对“新鹰眼”X“最爱马赛直女”

顶级种鸽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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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
BE11-2014239

BE09-2214886
“新鹰眼号”

“最爱马赛直女”
BE09-2230746

超级种鸽配对“新鹰眼”X“最爱马赛直女”

利蒙治成鸽896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成鸽14271羽5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548羽6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17位
苏雅克全省成鸽301羽17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104位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1580羽2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5997羽107位
波尔多全国一岁鸽5480羽35位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42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1180羽49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1298羽57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58位
波治全省成鸽2165羽89位
威尔森成鸽1826羽93位
“爱力克同孵兄弟”- BE11-2014240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季军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67位

育出

冠军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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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兄弟/姐妹

超级种鸽配对“新鹰眼”X“最爱马赛直女”

灰008
BE13-2022008

爱力克兄弟
BE13-2022080

爱力克兄弟
BE13-2022081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95位本身入赏15次
波治一岁鸽2469羽4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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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种鸽鹰眼号
BE09-2230737

“鹰眼”
BE07-2135106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2007-2009年比利时最佳全能赛鸽

“黄金雌301”BE07-2135301
超级种雌

“幸运85” 直女
 “吉伯特”祖母

作育子代获得：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冠军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冠军
图勒全省成鸽346羽4位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5位
莱邦纳全省成鸽1182羽6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755羽6位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7位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902羽9位
橘郡全国大区成鸽1312羽24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1817羽34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376羽43位
橘郡全国成鸽4443羽51位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63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78位
作育孙代：
BE12-9011205 –丹尼.勒蒂尔克（Danny Leturcq）使翔
2012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鹰眼号”子代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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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苏雅克
BE12-2002438

灰苏雅克姐妹
BE12-2002486

“超级种鸽鹰眼号”
BE09-2230737

出自“鹰眼”X“黄金雌301”

“马赛本杰明娜”
BE06-4368526

马歇尔.阿布瑞契“马赛号”
X“小飞飞”最小直女

 “超级种鸽鹰眼号”子代

全兄弟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冠军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7位
图勒成鸽109羽冠军
图勒全省成鸽346羽4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1817羽34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476羽36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694羽21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376羽43位

全国大区冠军

2次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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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王宝贝
BE12-2002701

“鹰王” BE09-2119275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5位

4雌冠军
母亲“美妙小姐”为“鹰眼号”

全姐妹

“帅气之星”BE08-4355789
直子“黑魔力号”获2014年波品纳

国际冠军
卡奥尔全国冠军“特优雄”全兄弟

佛斯特拉父子原舍

“鹰眼号直女”
BE10-2135002

子代获得2011年波治全省冠军

“鹰王宝贝”BE12-2002701
父亲“鹰王”获得2011年KBDB全国

长距离鸽王5位
 “鹰眼”直孙女

黑梦
BE13-2022041

育出

安吉维尔幼鸽312羽7位
拿永一岁鸽317羽11位
布瑞福全省一岁鸽285羽33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567羽37位
萨布里斯全省幼鸽604羽66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1038羽86位

鹰眼号直孙女 波品纳国际赛冠军
“黑魔力号”半兄弟

神奇“鹰眼”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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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维尔幼鸽312羽7位
拿永一岁鸽317羽11位
布瑞福全省一岁鸽285羽33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567羽37位
萨布里斯全省幼鸽604羽66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1038羽86位

新苗条汉直子
BE09-2026928

“鹰眼号”之父半兄弟
与“喜德娜白条雌”配对，作育子代：
“拿邦号”- BE11-2014276
2012-2013年拿邦国际赛鸽王冠军
拿邦国际赛一岁鸽11000羽27位
拿邦国际赛成鸽11448羽42位
还作育子代：
BE12-2002422-在2014赛季飞失
拿永成鸽178羽冠军
波治幼鸽318羽季军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33位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199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1308羽44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1376羽67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6972羽163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2174羽103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538羽107位
BE11-2014234 – 仅在2011年参赛
盖雷幼鸽312羽6位
盖雷全国大区幼鸽4877羽112位
布洛瓦幼鸽389羽10位
亚精顿幼鸽285羽13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7608羽215位
拉索特年幼鸽401羽31位

神奇“鹰眼”家族

“新苗条汉”
BE02-2095198

父亲“苗条汉”获得3次全省冠军
“鹰眼”祖父

“小波瓦姐妹”
BE07-2253203

“小波瓦”子代“年轻小波瓦”获得布
达佩斯奥林匹克E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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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超级速度号
BE09-2214881

作育子代：
“神奇704”- BE12-2002704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威尔森半全国成鸽10480羽7位
波提尔全国成鸽12379羽17位
波治全国成鸽22663羽85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13588羽86位
盖雷全国成鸽7681羽105位
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3135羽127位
“新鸽王”– BE12-2002492 –2014年飞失
2013年PIPA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图勒全国6972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54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1308羽55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1515羽91位
拉索特年去大区幼鸽6618羽24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3442羽255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3247羽18位
BE12-2002491 (与“灰鸽王皇后” – BE09-2119372配对)
安吉维尔幼鸽4615羽8位

“超级速度号”鸽系

“超级速度号”BE07-2135296
父亲“奥林匹克速度王”获得
2007年奥林匹克短距离冠军

2004和2005年KBDB短距离鸽王季军

“幸运77直女”
BE05-2286356

出自“幸运77”X“铁女郎”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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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

神奇092半兄弟
BE11-2014290

“新超级速度号”
BE09-2214881

作育子代“新鸽王”和“神奇704”

“灰鸽王皇后”
BE09-2119372
“灰鸽王直女”

灰087
BE13-2022087

“新速度号”子代
灰 086
BE13-2022086

“新超级速度号”
BE09-2214881

作育子代“新鸽王”和“神奇704”

“新超级速度号”
BE09-2214881

作育子代“新鸽王”和“神奇704”

“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12

“灰鸽王”和“鹰眼”半姐妹

“幸运848直女”
BE09-2026912

“灰鸽王”和“鹰眼”半姐妹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27位
苏雅克全国成鸽5282羽146位
杜尔丹幼鸽3358羽57位
波治全省一岁鸽2165羽64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1298羽64位
2011-2014年32次入赏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25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100位
贾纳克全省一岁鸽274羽41位
蒙吕松全省一岁鸽2220羽46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羽76位
萨布里斯全省幼鸽604羽74位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2037羽91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2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4158羽17位
查特路全国一岁鸽21515羽290位
蒙吕松全省一岁鸽2220羽45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羽74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84位

同孵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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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F-16
BE10-2135016

奥林匹克速度王直子
RO08-0060090

超级速度号直女
BE09-2230727

蒙特利玛全国成鸽6718羽7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333羽9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236羽26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6345羽52位
波治全省一岁鸽1707羽49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成鸽3271羽50位
亚精顿全省幼鸽3395羽84位

“新超级速度号”全姐妹

“幸运77直女”
BE05-2286356

出自“幸运77”X“铁女郎”

“超级速度号”BE07-2135296
父亲“奥林匹克速度王”获得
2007年奥林匹克短距离冠军

2004和2005年KBDB短距离鸽王季军

“超级速度号”
BE07-2135296

“奥林匹克速度王”
FR02-131140

2007年奥林匹克短距离冠军
2004和2005年全国短距离鸽王季军

“新苗条汉直女”
BE05-4030008

兄弟“超级240”为“鹰眼号”之父
“小霸龙”半姐妹

“小玛莉姐妹”
BE07-6110335
英格斯兄弟原舍

半姐妹

2010年全省鸽王亚军
全省350公里1405羽冠军
全省350公里1190羽4位
作育子代：
(与“小波瓦”- BE07-2253203配对)
BE14-2151057: 
亚精顿幼鸽355羽季军
杜尔斯幼鸽350羽季军
拿永幼鸽183羽10位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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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省鸽王亚军
全省350公里1405羽冠军
全省350公里1190羽4位
作育子代：
(与“小波瓦”- BE07-2253203配对)
BE14-2151057: 
亚精顿幼鸽355羽季军
杜尔斯幼鸽350羽季军
拿永幼鸽183羽10位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16位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2-2328491
“鹰眼”祖母

“最爱马赛号”鸽系

顶级种鸽 作育子代获得：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季军
利蒙治全国成鸽14271羽5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17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28位
波尔多全国一岁鸽5480羽35位
拿邦全国成鸽4558羽38位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42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52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67位
拿邦国际赛成鸽12528羽79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95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104位
利蒙治全国成鸽5476羽10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5997羽10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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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
BE11-2014239

利蒙治全国成鸽142714羽5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17位
苏雅克全省成鸽301羽17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104位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1580羽2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5997羽107位
波尔多全国一岁鸽5480羽35位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42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1180羽49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1298羽57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58位
波治全省成鸽2165羽89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1826羽93位
同孵兄弟“爱力克”- BE11-2014240
波尔多国际赛一岁鸽10622羽季军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67位

“最爱马赛号直女”子代

“新鹰眼号”
BE09-2214886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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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008
BE13-2022008

爱力克兄弟
BE13-2022080

爱力克兄弟
BE13-2022081

威尔森一岁鸽231羽8位
威尔森半全国一岁鸽5715羽358位
波治一岁鸽2469羽42位
伊苏丹一岁鸽755羽56位
波提尔一岁鸽997羽65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708羽229位
盖雷一岁鸽734羽74位
盖雷全国大区一岁鸽2247羽263位
获得15次入赏

“最爱马赛号直女”子代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新鹰眼号“
BE09-2214886

“新鹰眼号”
BE09-2214886

“新鹰眼号”
BE09-2214886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亚精顿成鸽238羽9位
亚精顿幼鸽959羽40位
拿永一岁鸽272羽14位
拿永一岁鸽278羽21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34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95位

全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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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汉498
BE12-2002498

“红隆河谷直子”BE09-2214883
巴塞罗那全国冠军“红巴塞罗那”直孙

卡奥尔全国冠军“银卡奥尔”直孙
波品纳全国冠军直孙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0746

“最爱马赛号直女”子代

2014年LCB长距离和超长距离鸽王季军
拿邦成鸽122羽冠军
拿邦全国成鸽4558羽38位
拿邦国际成鸽12528羽79位
拉索特年成鸽170羽5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幼鸽6618羽503位
亚精顿幼鸽246羽7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8624羽315位
苏雅克全省一岁鸽265羽10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28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548羽14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52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16位
利蒙治全国成鸽5476羽106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493羽29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2174羽121位

冠军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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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026946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02年波品纳全国冠军
“佛洛利波品纳”直女

BE02-2328491
“鹰眼”祖母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超级雌218-04”
BE04-2063218
“鹰眼”之母

莱邦纳兄弟
BE09-2119420

“最爱马赛号 ”其他子代
最爱马赛号直女

BE09-2231748

全兄姐：
“莱邦纳号”- BE09-2119370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212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6767羽16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747羽48位
莱邦纳作育直子“疯狂男孩”- BE11-2014215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X“小飞飞”

“塔姆白头雌直女” 
BE00-2038018

“塔姆白头雌”来自马歇尔.阿布瑞
契，1997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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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男孩
BE11-2014215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1459羽冠军
苏雅克全国成鸽5282羽亚军
查特路一岁鸽623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5997羽10位
查特路全国一岁鸽15902羽101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548羽8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28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493羽9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2174羽45位
波尔多全国一岁鸽5480羽10位
波尔多国际一岁鸽10622羽12位
布瑞福全省成鸽273羽21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成鸽5476羽140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1009羽27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3448羽117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896羽30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4457羽121位
蒙吕松全省一岁鸽2556羽54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8766羽84位

“最爱马赛号”鸽系

“莱邦纳”
BE09-2119370

莱邦纳全国大区冠军

“最爱马赛号”
BE05-4130443

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
出自“马赛号”

X“小飞飞”

“新鸽王直孙”
BE02-2326226

“红阿莱克斯姐妹”
BE09-2119403

“塔姆白头雌直女” 
BE00-2038018

“塔姆白头雌”来自马歇
尔.阿布瑞契, 1997年拉索

特年全国冠军

“幸运77直女”
BE05-2286356

2次冠军

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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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男孩之母
BE09-2119403

“新鸽王直孙”
BE02-2326226

作育直孙女“阿玛丽娅”为卡沙特-塞
内沙获得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幸运77直女”
BE05-2286356

出自“幸运77”X“铁娘子”

全兄姐：
“亚赛尔红”- BE09-2119254
布洛瓦幼鸽186羽4位
亚精顿全国幼鸽23904羽15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幼鸽6489羽82位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7814羽201位
作育子代：
(与“最爱马赛号直子” - BE09-2026906配对)
BE13-2022095
拿永幼鸽272羽6位
贾纳克全省一岁鸽274羽8位
贾纳克全国大区一岁鸽941羽28位
拉索特年幼鸽132羽9位
拉索特年全省幼鸽1336羽95位
图勒一岁鸽213羽22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52位

“疯狂男孩”之母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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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惊奇直子
BE07-2253201

“灰惊奇”
BE04-2063049

2007年橘郡全国成鸽6305羽冠军

“幸运77直女”
BE05-2286356

出自“幸运77”X“铁女郎”

还作育如下子代：
BE09-2119235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644羽亚军
图勒全省成鸽666羽6位
图勒全省大区成鸽2033羽28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701羽17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731羽81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625羽32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984羽8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218羽59位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4211羽84位

BE13-2022027
 贾纳克全国一岁鸽941羽9位
贾纳克全国一岁鸽3741羽76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561羽33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92位
威尔森全省一岁鸽1375羽44位
萨布里斯全省幼鸽604羽65位

BE09-2119236
 马赛全省成鸽318羽9位
拿永一岁鸽1221羽11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837羽16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742羽42位
橘郡全省成鸽380羽21位
橘郡全国大区成鸽1312羽79位

BE11-2014271
蒙特利玛全省成鸽494羽20位
蒙特利玛全国成鸽1754羽57位
布洛瓦全省成鸽1711羽27位
威尔森全省成鸽1180羽58位
波治全省成鸽1782羽58位

2007年轻冠军顶级种鸽“灰惊奇”直子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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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新天赋026
BE13-2022026

“灰惊奇直子”
BE07-2253201

父亲获得2007年橘郡全国赛成鸽
6305羽冠军

“马赛回血雌”
BE11-2205945

马歇尔.阿布瑞契“马赛号”回血

487雌
BE12-2002487 

2007年轻冠军顶级种鸽“灰惊奇”子代
超级种鸽201直子

BE12-2002488

“灰惊奇直子”
BE07-2253201

父亲获得2007年橘郡全国赛成鸽
6305羽冠军

“鹰眼姐妹”
BE09-2119265 

安吉维尔幼鸽580羽冠军
蒙托邦全省成鸽322羽32位
蒙托邦全国大区成鸽1733羽170位
波治一岁鸽1218羽52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876羽70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538羽173位

拿永一岁鸽278羽冠军
拿永一岁鸽1240羽季军
亚精顿幼鸽238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3809羽158位
拉索特年幼鸽132位亚军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幼鸽2315羽42位
利蒙治全省一岁鸽567羽季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98羽15位
伊苏丹幼鸽172羽6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幼鸽3340羽219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626羽58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2037羽179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1038羽81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708羽179位

拿永成鸽197羽7位
安吉维尔一岁鸽327羽10位
苏雅克全省一岁鸽265羽20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74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30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476羽191位

冠军战将

2次冠军

同孵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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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先生
BE11-2009047

图勒全国成鸽7350羽冠军
亚精顿全省成鸽1280羽89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成鸽3823羽171位
布洛瓦全省一岁鸽2077羽99位
作育子代：
杜尔斯幼鸽350羽8位
波治幼鸽413羽9位
苏普斯幼鸽243羽10位
半姐妹：
作育子代获得2014年马赛国际赛成鸽12054羽冠军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599号”BE07-2211599
伊万.凡佛伦原舍

苏雅克全省冠军-苏雅克全国4位
利蒙治全国11位

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冠军
“全力以赴”直孙

“吉诺尼莫直女”BE10-4147245
霍夫林父子原舍

全兄姐“明星吉洛尼莫”获得图勒全国
亚军和蒙托邦全国亚军

2013年
图勒全国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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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王019
BE12-9000019

杰拉德.迪威原舍
2014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A类季军
9次冠军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莫塞克”
BE10-9050627
杰拉德.迪威原舍

“鸽王019之母”
BE09-3017796 

“外交家”（威力万富）直孙女
“超人”（12次冠军）直孙女

“涡轮玛丹娜” （盖比.凡德纳比）
直孙女

2014年KBDB
全国鸽王冠军

2015年奥林匹克A类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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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BE13-2069042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2903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幼鸽19303羽98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幼鸽1993羽季军
拉索特年全国幼鸽13089羽25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1637羽101位
作育子代：
“超速杨”-BE14-2151066
“杨”X“铁女郎”
苏普斯幼鸽3457羽冠军
查特路幼鸽263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幼鸽3079羽97位
拿永幼鸽369羽9位
波治幼鸽413羽11位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12位
2014年KBDB综合最佳鸽舍功臣鸽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全国大区冠军和季军

“斑点615”
BE08-2146615
超级速度战将

古斯塔夫.德比斯肖普原舍

“斑点372”BE10-2191372 
子代获得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

波治775羽冠军
拿永264羽冠军

古斯塔夫.德比斯肖普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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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米
BE07-2060539

蒙特利玛全国成鸽5952羽4位
橘郡全国成鸽3874羽17位
马赛全国成鸽2376羽28位
马赛国际赛成鸽8848羽80位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1430羽35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578羽45位
卡奥尔全国成鸽8105羽231位
作育子代：
与“迪斯蒂法诺直孙女” - BE09-2230725配对
“派翠西亚”- BE14-2151002
2014年KBDB全省鸽王季军
BE14-2151001
波治幼鸽413羽季军
波治全国大区幼鸽6802羽107位
杜尔斯幼鸽1182羽45位
查特路幼鸽1192羽52位
BE14-2151100
查特路全国大区幼鸽4935羽28位
查特路全国幼鸽22818羽65位
BE14-2151101
拉索特年幼鸽895羽36位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2013年

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鸽

“雷米之父”BE01-2156617
雷米.史贝尔多恩原舍

全兄弟作育子代获得2014
年巴塞罗那全国冠军

全兄弟作育孙代获得2014
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红史贝尔多恩雌”
BE01-2156625

雷米. 史贝尔多恩原舍
100%杰夫迪瑞德通过吉林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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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卢-速霸龙纯血
BE12-2002531

拿永成鸽522羽冠军
布瑞福全省成鸽273羽4位
布瑞福全国大区成鸽1581羽65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一岁鸽1081羽5位
苏雅克全国一岁鸽3641羽25位
卡奥尔全省成鸽548羽12位
卡奥尔全国大区成鸽2363羽49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694羽35位
图勒全省成鸽346羽38位
利蒙治全省成鸽1182羽44位
波提尔全省一岁鸽876羽80位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灰天堂”BE02-2001875
梦幻配对“亚伯”X“宝拉”直孙

“福雷迪”X“利芙”直孙
100%帝卢-速霸龙

“幸运848直女”BE09-2026912
“灰鸽王”和“鹰眼号”半姐妹

顶级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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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小马赛071
BE10-2135071

橘郡全国大区成鸽1312羽4位
橘郡全国成鸽4443羽8位
波治全省一岁鸽2752羽7位
波治全国一岁鸽20544羽55位
苏雅克全省成鸽647羽8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成鸽2447羽31位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44位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902羽165位
图勒全省一岁鸽666羽64位
半兄弟：
“图勒先生”- BE12-2002464 
图勒全国一岁鸽6972羽4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2174羽4位
拿永成鸽197羽5位
魁夫兰一岁鸽240羽7位
威尔森成鸽1826羽33位
图勒全国大区成鸽1817羽36位
6次进入前5位

其他优秀赛鸽和种鸽

“完美号”
BE08-4259469

亚精顿全省冠军、全国10位

“漂亮马赛号”
BE03-4452299

出自阿布瑞契的“马赛号”
X“小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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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兄弟原舍
出自“超级男孩”X
“梅利斯666直女”

杰拉德.考夫曼原舍
“梦想家”（帝卢-速霸龙）

超级回血

作育子（孙）代获得：
7次冠军
全兄姐“金姆”获得NPO奥尔良冠军
全兄姐获得NPO亚精顿亚军
全兄姐获得NPO查特路亚军

小希勒
NL09-3951575

“超级男孩”NL02-0274336
第一种公

作育子（孙）代获得多项鸽王和
NPO前10位

“汉克.梅里斯666直女”NL02-1713196
汉克梅利斯的世界著名种雌“666”直女
作育子（孙）代40次进入NPO前10位，

获得多项鸽王冠军

百万梦想家小姐
NL09-5916307

作育子代：
 “小梦想家084”- BE10-2135084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902羽21位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122位
橘郡全国成鸽4443羽51位
查特路半全国一岁鸽8092羽128位
她入赏26次（超过400公里比赛15次入赏）
全姐妹获得2011年莱邦纳全省冠军
 “莱邦纳小姐”– BE10-2206766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63位
威尔森一岁鸽461羽9位
威尔森半全国一岁鸽6659羽203位
查特路一岁鸽212羽14位
查特路半全国一岁鸽8092羽166位
 “白羽小梦想家”- BE11-2014268
查特路一岁鸽650羽11位
波治一岁鸽563羽16位
安吉维尔幼鸽2343羽18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3448羽25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10251羽132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7608羽47位
亚精顿全国幼鸽20383羽177位
BE13-2022292 –只在2014年参赛
图勒一岁鸽213羽季军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98位
苏普斯一岁鸽1293羽6位
波治一岁鸽194羽7位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171位
蒙吕松一岁鸽269羽10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羽111位

经过证明的著名育种系

“梦想家”BE99-4393519
帝卢-速霸龙原舍
直孙“幸运77”

获得2005年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玛侬”NL04-1389354
“梦想家直女”

同孵兄弟“米科”
子代获得圣维仙全国25807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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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小梦想家084”- BE10-2135084
莱邦纳全国大区一岁鸽2902羽21位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122位
橘郡全国成鸽4443羽51位
查特路半全国一岁鸽8092羽128位
她入赏26次（超过400公里比赛15次入赏）
全姐妹获得2011年莱邦纳全省冠军
 “莱邦纳小姐”– BE10-2206766
莱邦纳全省一岁鸽825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一岁鸽8269羽63位
威尔森一岁鸽461羽9位
威尔森半全国一岁鸽6659羽203位
查特路一岁鸽212羽14位
查特路半全国一岁鸽8092羽166位
 “白羽小梦想家”- BE11-2014268
查特路一岁鸽650羽11位
波治一岁鸽563羽16位
安吉维尔幼鸽2343羽18位
图勒全国大区一岁鸽3448羽25位
图勒全国一岁鸽10251羽132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幼鸽7608羽47位
亚精顿全国幼鸽20383羽177位
BE13-2022292 –只在2014年参赛
图勒一岁鸽213羽季军
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98位
苏普斯一岁鸽1293羽6位
波治一岁鸽194羽7位
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5666羽171位
蒙吕松一岁鸽269羽10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羽111位



78

LOGO • CATALOGUE • FLYER 
PUB • POSTER WEBDESIGN
CUSTOM GIFT COMPANY 
LEAFLET • BUSINESS CARD 

ADVERTISING TOOLS 
MARKETING • INVITATION

AND MANY OTHER THINGS...

CREATIVITY, QUALITY & SERVICE

CONTACT :
CANDICEDPC@GMAIL.COM

+32(0)69/55.69.09



"鹰眼", "明星帅哥", "灰鸽王", "幸运848" 的照片由多米尼克.维勒赫（Dominique Velghe）拍摄
其他照片均由鸽摄影拍摄（Pigeonphotography.nl）

设计：K10 Graphic Design

It’s not just 

a pigeon thing!

GADGETS

GIFTS

CLOTHING

Liesbeth Weynen

Bistplein 10 c

Westerlo (Belgium)

info@drepig.com

+32 (0)470 54 39 69

Exclusive Belgian designs

All clothing items can be personalised

Special offers for large quantities

Dispatched worldwide

Our benefits



比利时总部地址：
PIPA Trading BVBA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BELGIUM (比利时)
中文客服电话:

中囯: 139 1041 6479 / 
台灣: 0919 947 612 

* 中囯/台灣總諮詢: 卢娜  
136 0041 4206 (中囯)  / 0963 388 519 (台灣)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爱力克.林伯格-鸽王鸽舍
Eeckhoutveldweg 10

B-1785 Brussegem (比利时)
电话: +32 2 460 29 53

电子邮箱: erik.limbourg@skynet.be
网站: www.erik-limbour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