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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杰克战队 (比利时克涅瑟拉尔)：

2013-2018年他们获得：
巴塞罗那国际赛15,707 羽冠军- 罗伊德
布瑞福全国9,123 羽冠军– 马里亚诺 
波治全国 20,674 羽亚军– 布莱克波治
阿让全国2,767 羽亚军– 狂怒号
查特路全国29,591 羽季军– 马里亚诺
阿让全国5,335 羽季军– 幻影号
贾纳克全国3,879 羽季军– 勇士号
拉索特年全国 4,161 羽4位– 乔纳森
利蒙治全国7,236 羽6位–飓风直子 
贾纳克全国4,559 羽6位–白尾龙卷风
波治全国 20,674 羽7位–  罗文
莱邦纳全国 5,890 羽7位– 狂怒号
莱邦纳全国5,024 羽7位– 勇士号
波治全国30,182 羽8位– 年轻图勒
利蒙治全国6,492 羽8位– 哈瑞
蒙托邦全国 3,990 羽8位–勇士号 
亚精顿全国 11,838 羽9位– 布莱克波治
莱邦纳全国 6,134 羽9位–白羽莱邦纳
布瑞福全国 5,286 羽9位– 本杰明
利蒙治全国 14,397 羽10位- 麦基

KBDB全国鸽王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 勇士号
2014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 卡拉
 2015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亚军 –狂怒号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 – 比斯卡亚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 单白羽龙卷风
2016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8位 – 康妮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9位 – 金姆
2016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10位 – 阿凡达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0位 – 黑卡拉狄加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1位 – 瑞克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 黑客帝国

比利时过去5年间最优秀的全能鸽舍之一

比 利 时 ～ 狄 杰 克 战 队  2 0 1 1 - 2 0 1 7 年 出 生 全 部 成 鸽 拍 卖

从左到右：弗兰克.摩尔、
福雷迪.狄杰克和托马斯.吉塞布赖特

狄杰克战队

取得众多顶级
重量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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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拍卖会将上线：

狄杰克战队

比利时最成功
的鸽系之一

9羽全国赛前10位赛鸽 (+父母和子代)：
巴塞罗那国际赛15,707 羽冠军- 罗伊德
波治全国 20,674 羽亚军– 布莱克波治
拉索特年全国 4,161 羽4位– 乔纳森
利蒙治全国7,236 羽6位–飓风直子 
贾纳克全国4,559 羽6位–白尾龙卷风
波治全国 20,674 羽7位–  罗文
布瑞福全国 5,286 羽9位– 本杰明
利蒙治全国 14,397 羽10位- 麦基

5羽KBDB全国鸽王 (+父母和子代)：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 单白羽龙卷风
2016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8位 – 康妮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9位 – 金姆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1位 – 瑞克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 黑客帝国

57次进入全国赛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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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 *
 (Warrior) MARS BE11-4096909
贾纳克全国3,879 羽季军
莱邦纳全国5,024 羽7位
蒙托邦全国 3,990 羽8位

*不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号”的7羽子代

本场拍卖会将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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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德"
 (Lloyd) MARS BE15-4014328
2018年巴塞罗那国际赛15707羽冠军
获得金翼奖
2018年波治全省3385羽169位
2016年拿邦全国3173羽199位
2017年波治全国23155羽215位

巴塞罗那国际冠军

巴塞罗那->克涅瑟拉尔
1.087公里 – 952米/分

福雷迪.狄杰克
我一直想要实现赛鸽运动的终极梦想：赢得巴塞罗那国际冠军。我很自豪能
够沿着吉塞布赖特家族的脚步取得这项荣誉，他们在1995年获得这项经典
赛事的冠军，现在我再次将国际桂冠带回了克涅瑟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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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国际赛冠军“罗伊德”的父母

"巴萨直孙" (Grandson Barça) MARS BE11-4312910
"马赛号"直孙 
"马赛号" 获得卡卡松全国21位、马赛全国46位、马赛全国72位

祖父 "巴萨" 获得
7次入赏巴塞罗那赛：巴塞罗那全国68.-84.-354.-…

"单白羽海啸" (Eenwitpen Tsunami) VENUS  BE13-4163877
父亲: "白尾佩德罗"，"勇士”半兄弟，
 阿布瑞契的顶级种雌 "安雅" 直子

母亲: "海啸"，狄杰克战队基础种雌，
 盖比.凡德纳比 "闪电号" 直女

倚天.梅尔浪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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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刘易斯" (Lewis)  MARS BE16-4135498
波治全国20674羽13位

父亲:  "勇士"，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缇卡"，"勇士" 半姐妹和 "海啸" 直女

"缇卡" (Tika)  VENUS  BE12-4159336
作育子代: "刘易斯": 波治全国20674羽13位

父亲： "图勒先生"，超级种鸽和 "勇士" 父亲’

母亲： "海啸号"，基础种雌，"闪电号" 直女

"勇士" 直子

波治全国13位

作育

"勇士" 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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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瑞福全国 5,286 羽9位

父亲: "图勒先生"，超级种鸽和 "勇士" 父亲

母亲: "小白"，乔斯.托内原舍，
 "喜德娜1号" 直女

"本杰明"
(Benjamin)  MARS BE12-4159299
"勇士" 半兄弟

"布莱恩"
(Brian) MARS BE13-4163641
"勇士" 半兄弟

"沃特"
(Walter) MARS BE12-4159094
"勇士" 半兄弟

“勇士”血系：“勇士”半兄弟

阿让全国3,180 羽36位 / 阿让国际 8,845 羽92位 
布瑞福全国 3,850 羽166位
利蒙治全国 15,009 羽222位

父亲： "图勒先生"，超级种鸽和 "勇士" 父亲

母亲： "母狮"，安德烈.考布兰原舍，超级种雌 

波提尔全国12,379 羽45位
波治全国 22,663 羽156位
查特路全国 18,604 羽247位

父亲： "图勒先生"，超级种鸽和 "勇士" 父亲

母亲： "芙蓉"，超级种雌和 "海啸号" 的直孙女

3次入赏全国前250位布瑞福全国9位 阿让全国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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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杭德罗"
 (Alejandro)  MARS BE13-4163549

子代获得：
FCI罗马尼亚伯尔拉德公棚决赛冠军
-"罗文"：波治全国20674羽7位
-"灰亚历杭德罗" 获得贾纳克全国5371羽28位

父亲： "白尾佩德罗"，"勇士"半兄弟和巴塞罗那
 国际冠军“罗伊德”祖父

母亲： "菲比"，"勇士" 半姐妹

"勇士" 半兄弟X 半姐妹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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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罗文" (Rowan)  MARS BE16-4135371
波治全国20674羽7位

父亲: "亚历杭德罗"，"勇士" 回血

母亲: "科琳"，"海啸" 直孙女

"灰亚历杭德罗" (Blauwe Alejandro) MARS BE16-4135538
贾纳克全国5371羽28位

父亲： "亚历杭德罗"，"勇士" 回血

母亲： "科琳"，"海啸" 直孙女

波治全国7位 贾纳克全国2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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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康妮" (Cornee)  MARS BE13-4163617
2016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8位 / 波城全国1,661 羽15位 / 波城国际9,908 羽60位 /
波品纳全国 4,191 羽55位 / 波品纳国际 12,689 羽102位 / 波城全国 1,980 羽93位

父亲:  "灰佩德罗"，"勇士" 半兄弟

母亲:  "马赛女孩"，倚天.梅尔浪原舍

"黑客帝国" (Matrix)  MARS BE14-4214394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 卡奥尔全国6164羽36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84位 / 利蒙治全国13493羽90位

父亲: "小纳翼"，马克.波林原舍，"纳翼" 直子

母亲: "卡桑德拉"，"勇士"半姐妹，超级种雌

KBDB全国鸽王8位 KBDB全国鸽王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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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布莱克波治" (Bleke Bourges) MARS BE16-4135296
波治全国20397羽亚军 / 波治43914羽最高分速亚军 / 亚精顿全国11838羽9位

父亲: "阿里887"，马歇尔.阿布瑞契原舍，"知名17号" 和 "乔伊斯小姐" 血系

母亲： "小安妮"，"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帕欣直子" (Son Pascinel) MARS BE17-4061061
亚精顿全国19,864 羽11位

父亲: "帕欣"，出自 "闪电号" 直子X "勇士" 半姐妹

母亲: "所向无敌直子"

2次入赏全国前10位 亚精顿全国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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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勇士”血系

"牛郎" (Gigolo) MARS BE12-4159397
苏雅克全国3,641 羽47位 / 卡奥尔全国6,164 羽65位
贾纳克全国3,879 羽63位 / 图勒全国 5,976 羽85位

父亲:   "吉瓦尼"，盖比原舍，"闪电号" 直孙

母亲: "琳达"，"勇士" 半姐妹

"莉西妮" (Liseane)  VENUS  BE15-4014148
贾纳克全国5,096 羽64位 / 亚精顿全国 4,582 羽95位

父亲: "年轻凯可普"，卢布克父子原舍

母亲: "琳达"，"勇士" 半姐妹

4次入赏全国前100位 2次入赏全国前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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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西妮" (Liseane)  VENUS  BE15-4014148
贾纳克全国5,096 羽64位 / 亚精顿全国 4,582 羽95位

父亲: "年轻凯可普"，卢布克父子原舍

母亲: "琳达"，"勇士" 半姐妹

"乔纳森" 
(Jonathan)  MARS BE12-4159458

"乔纳森" 本身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4161羽4位
查特路全国17984羽25位

子代 "马里亚诺" 获得
布瑞福全国9123羽冠军 / 查特路全国29591
羽季军 / 查特路全国9540羽85位
亚精顿全国18363羽113位 / 利蒙治全国6946羽
167位 / 利蒙治全国9162羽225位

父亲: "盖比"，顶级种鸽和 "海啸" 直孙 

母亲: "火箭公主"，诺曼 "佐罗" 直孙女

“闪电号”直女-  “海啸”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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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号”直女-  “海啸”血系

"汉尼斯" (Hannes) MARS BE12-4159272
布瑞福5,286羽23位 / 波提尔全国12,379羽48位
蒙吕松全国 6,843羽237位

父亲: "盖比"，顶级种鸽和 "海啸" 直孙

母亲: "小碧"，诺曼 "佐罗" 直孙女

"迪米特利直女" (Daughter Dimitri)  VENUS  BE16-4135499
贾纳克全国5,094 羽30位 / 查特路全国 4,389 羽101位

父亲:  本身获得全国12.-133.-… 和 "海啸" 直子

母亲: "神奇女孩" ,克里斯.赫伯瑞原舍

“乔纳森”半兄弟
2次入赏全国前50位

“海啸”直孙女
2次入赏全国前10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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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115”-“海啸”超级直子

"兰斯洛特先生" (Sir Lancelot)  MARS BE12-4159461
利蒙治全国15,012 羽38位 / 蒙托邦全国 3,990 羽68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5,963 羽145位

父亲: "海啸115"，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钻石女孩"，布洛坎普原舍，"欧洲钻石" 直女

"阿米果" (Amigo) MARS BE12-4159061
阿让全国 3,524 羽49位 / 阿让国际 6,042 羽63位

父亲: "海啸115鹰眼"，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号"直子

母亲: "艾米"，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勇士" 全姐妹

2次入赏全国前70位 阿让全国4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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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115”-“海啸”超级直子

"海啸115直女" (Daughter Tsunami 115) VENUS  BE17-4061295
盖雷全国8517羽51位

父亲: "海啸115鹰眼"，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 直子 

母亲: "伊娃"，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马蒂斯" (Mattis) MARS BE15-4014044
莱邦纳全国3927羽38位 / 图勒全国7322羽66位 / 查特路全国17250羽113位

父亲: "海啸115鹰眼"，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 直子

母亲: "小安妮"， "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海啸”直孙
3次入赏全国前115位 “海啸” 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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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115”-“海啸”超级直子

"卡斯帕" (Casper) MARS BE13-4163967
子代获得: 阿让全国5335羽57位 / 布瑞福全国5404羽58位

父亲: "海啸115鹰眼"，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 直子

母亲: "小安妮"， "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托马斯" (Thomas) MARS BE13-4163988
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17250羽52位

父亲: "海啸115鹰眼"，超级种鸽和基础种雌 "海啸" 直子 

母亲: "小安妮"， "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海啸号”直孙 “海啸号”直孙

19



优秀子代：
-"幻影号"，阿让国际13030羽季军
-"麦基"，利蒙治全国14937羽10位

父亲: "海啸114"，超级种鸽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拉瑞莎"，"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麦克"
(Mike) MARS BE13-4163978

"麦基"
(Mykie) MARS BE15-4014324

"芭比直女"
(Daughter Barbie)  VENUS BE12-4159098

“海啸114”-“海啸号”其他顶级直子

利蒙治全国14937羽10位
亚精顿全国18363羽151位

父亲: "麦克"，超级种鸽，出自 "海啸114" X
 "拉莉莎"，"勇士" 半姐妹

母亲: "小安妮"， "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亚精顿全国25949羽83位
蒙吕松全国14230羽85位

父亲: "海啸114"，超级种鸽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芭比"

“海啸号”直孙
顶级种鸽

作育

“海啸号”直孙女
2次入赏全国前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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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号”直女-“海啸号”血系

"利安" (Rhian) MARS BE14-4214317
布瑞福全国5952羽36位 / 利蒙治全国9278羽75位 
图勒全国7274羽87位 / 布瑞福全国9123羽117位

父亲: "西弗莱芒"， 马林.劳瑞恩原舍

母亲: "年轻海啸"，"海啸直女"

"利安直子" (Son Rhian) MARS BE17-4061267
查特路全国13086羽46位 / 亚精顿全国19859羽249位

父亲: "利安"，超级赛鸽和 "海啸号" 直孙

母亲: "利比"，"勇士" 半姐妹和 "海啸号" 直孙女

作育

“海啸号”直孙
4次入赏全国前1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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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与“勇士”混血

"单白羽龙卷风" (Eénwitpen Tornado) MARS BE12-4159374
本身获得：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 利蒙治全国15,012 羽16位
蒙托邦全国 5,935 羽22位 / 莱邦纳全国4,589 羽39位 / 卡奥尔全国6,164 羽39位
贾纳克全国4,167 羽45位 / 莱邦纳全国 5,024 羽166位

子代 "托恩" 获得：阿让国际 13,030 羽38位

"托恩" (Thor)  MARS BE16-4135338
阿让全国5404羽34位 / 阿让国际 13,030 羽38位

父亲: "单白羽龙卷风"，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勇士" 半兄弟，"海啸号”直孙

母亲: "比卡多半姐妹"，"海啸号" 直孙女

作育

“勇士”半姐妹 / "海啸号" 直孙

5次进入全国前50位! / KBDB全国鸽王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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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7236羽6位

父亲: "飓风"，超级种鸽和 "海啸号" 直孙

母亲: "莺歌"，"勇士" 半姐妹

"托恩" (Thor)  MARS BE16-4135338
阿让全国5404羽34位 / 阿让国际 13,030 羽38位

父亲: "单白羽龙卷风"，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勇士" 半兄弟，"海啸号”直孙

母亲: "比卡多半姐妹"，"海啸号" 直孙女

全兄弟“哈瑞”获得PIPA排行榜

2015-2016年利蒙治最佳赛鸽亚军

“海啸”与“勇士”混血

利蒙治全国7236羽81位

父亲: "飓风"，超级种鸽和 "海啸号" 直孙

母亲: "莺歌"，"勇士" 半姐妹

查特路全国4389羽26位
波治全国20759羽261位

父亲: "黑斑图勒"，"勇士" 半兄弟

母亲: "白尾龙卷风"，获得全国6.-112.-219.-
 …和“海啸号”直孙女

"海啸直子163" 
 (Son Hurricane 163)  MARS BE17-4061163

"海啸直子164" 
 (Son Hurricane 164) MARS BE17-4061164

"图勒先生直孙女" 
 (Granddaughter Mr. Tulle)  VENUS BE16-4135180

全兄弟“哈瑞”获得PIPA排行榜

2015-2016年利蒙治最佳赛鸽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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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与“勇士”混血

"弗格斯" (Fergus) MARS BE15-4014401
利蒙治全国 6,946 羽58位 / 利蒙治全国 9,162 羽134位
布瑞福全国 9,278 羽209位 / 布瑞福全国9,132 羽212位

父亲: "亚伦"，"勇士" 半兄弟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琳达"，"勇士" 半姐妹

"罗蜜" (Romey) VENUS  BE15-4014163
查特路全国29591羽49位

父亲: "亚伦"，"勇士" 半兄弟和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小奇迹雄直女"，倚天.梅尔浪原舍

“勇士”半兄弟X半姐妹

4次入赏全国前220位 查特路全国4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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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蜜" (Romey) VENUS  BE15-4014163
查特路全国29591羽49位

父亲: "亚伦"，"勇士" 半兄弟和和 "海啸号" 直子

母亲: "小奇迹雄直女"，倚天.梅尔浪原舍

“海啸”与“勇士”混血

"灰托马斯" (Blauw Thomas) MARS BE16-4135306
亚精顿全国11838羽56位

父亲: "托马斯"，"勇士" 半兄弟和 "海啸号" 直孙

母亲: “波西"，盖比原舍，"鲁迪" 直女

"灰金刚狼" (Blue Wolverine) VENUS BE15-4014573
子代获得: 安吉拉姆全国5030羽63位

父亲: "金刚狼"，本身获得全国16.-50.-156.-…，
 "勇士" 半兄弟和“海啸号”直孙

母亲: "小花头龙卷风"，"海啸号" 直孙女

亚精顿全国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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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纳翼" 
(Nai Jr.) MARS BE12-3164257

作育优秀子代:
-“黑客帝国”，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卡奥尔全国6164羽36位 / 贾纳克全国4167羽84位 / 利蒙
治全国13493羽90位

-希尔: 查特路全国29,591 羽25位 / 亚精顿全国18,363 
羽159位 / 拉索特年全国 9,580 羽213位

- “小纳翼直女”获得: 贾纳克全国 5,371 羽31位
安吉拉姆全国 4,525 羽109位 / 卡奥尔全国6,356 羽162位

马克.波林原舍

"纳翼" 直子，"魔帝佛" 直孙

马克.波林超级明星鸽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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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林超级明星鸽

"小纳翼直女" (Daughter Nai Jr) VENUS  BE16-4135388
贾纳克全国 5,371 羽31位 / 安吉拉姆全国 4,525 羽109位
卡奥尔全国6,356 羽162位

父亲: "小纳翼"，马克.波林原舍，顶级种鸽

母亲: "玛丽.安托瓦内特"，盖比原舍

"黑客帝国" (Matrix)  MARS BE14-4214394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2位 / 卡奥尔全国6164羽36位
贾纳克全国4167羽84位 / 利蒙治全国13493羽90位

父亲: "小纳翼"，马克.波林原舍，"纳翼" 直子

母亲: "卡桑德拉"，"勇士" 半姐妹，超级种雌

3次入赏全国前170位 KBDB全国鸽王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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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 "狂怒":
2015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亚军
阿让全国2767羽亚军
莱邦纳全国5890羽7位

"启示录" 
(Apocalypse)  MARS BE12-3164212

"阿玛丽娅"
(Amalia)  VENUS BE12-3164246

"可爱施莱克"
(Lovely Schleck) VENUS BE13-3016209

马克.波林超级明星鸽

作育子代获得:
贾纳克全国4559羽6位
蒙托邦全国2124羽97位
莱邦纳全国5890羽112位
图勒全国6101羽146位

优秀子代：
"幻影号" 获得阿让国际13030羽季军

马克.波林原舍

"波提尔全省" 直女，

"纳翼" 直孙女

马克.波林原舍

"魔帝佛" 直女
马克.波林原舍

"魔帝佛" 直子，"纳翼" 直孙

28



"瑞克" 
(Rico) MARS BE13-4163897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1位 / 布瑞福全国9132羽13位
利蒙治全国3879羽22位 / 利蒙治全国9162羽32位
利蒙治全国6492羽36位 / 利蒙治全国7274羽69位
波提尔全国14094羽148位 / 利蒙治全国15789羽190位
利蒙治全国17937羽221位 / 查特路全国18604羽281位

父亲： “老舒尔斯”，马林.劳瑞恩原舍

母亲： 马林.劳瑞恩原舍

超级赛鸽-5次进入
全国赛前70位

其他超级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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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超级鸽

"金姆" (Kim)  VENUS  BE16-4135386
2017年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9位
5项冠军 / 2项亚军 / 3项5位

父亲: "云纳", 马林.劳瑞恩原舍

母亲: "霍克", 马林.劳瑞恩原舍

"波西" (Birthe) VENUS  BE12-3088021
子代获得:
亚精顿全国11838羽53位
亚精顿全国6628羽55位
波治全国20674羽115位

KBDB全国鸽王9位 盖比原舍
"鲁迪" 直女 / 顶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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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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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