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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隊進入 「摩力克時代
」後的首戰，開賽首 30 分鐘踢出接
近亞洲一線水平的前場壓迫、快速
進攻，三度攻破中華台北大門，表
現可謂驚艷，只是之後無以為繼、
打回原形，這並非摩力克的戰術失
誤，而是香港球員習慣了港甲節奏
慢的比賽，體能、耐力不足以支撐
他們長時間去演繹摩帥的進攻型足
球，可以說水平一般的港甲賽事，
制約了港足前進的步伐。

港足在周三晚之戰，首 30 分鐘
確是踢出近年難得一見的高強度，
在中場線甚至更前壓迫，客軍球員
受能力以及狀態所限，跟不上港足
節奏而不斷有傳球失誤，而港足球
員搶到球就以最快速度送上前場，
由壓迫、搶斷、組織到埋門往往只
花10至30秒。只是，港足在30分鐘
過後已無法再瘋狂逼搶對手，雖然
下半場初段曾踢回開賽之初咄咄逼
人的氣勢，但很快又無以為繼。

只有5天時間備戰，港足球員在
跑位及貫徹戰術上肯定有所不足，
但表現下滑卻跟耐力有關，也反映
球員要執行摩帥戰術所付出的體力
，遠比港甲比賽為多。以進攻中場
林嘉緯為例，其工作除了組織進攻
外，更要高速入楔到前鋒陳肇麒拉
扯出來的空間，攻勢結束後又要火
速退回中場壓迫對手、不惜氣力左
飛右撲，這是平日在港甲難以看到
的，也難怪林嘉緯賽後表示踢了2、
30分鐘就要回氣。

代表隊訓練是以戰術為主，球
員體能、耐力是倚靠平日球會訓練
去改善，只可惜港甲賽事與摩帥領
軍下港足要踢的進攻足球在節奏、
強度有落差，習慣了港甲水平的港
足球員，難以長時間演繹摩帥的
踢法，港甲比賽制約了港足的
步伐，如港甲比賽的水平、
節奏未來不作提升，港足
實力的上升空間也會
有限。

【本報訊】香港滑浪風帆隊倫敦
奧運內部選拔進入最後階段，年僅
21 歲的陳晞文在香港時間前晚結束
的歐洲 RS：X 錦標賽獲第 5 名，成
績猶勝「師姐」陳慧琪，有望首戰奧運。

在列為奧運選拔指標的6項比賽
中，躋身前 10 名次數最多的港隊各
一男、女運動員，將成為出戰奧運優
先人選，港隊總教練艾培理會參考選
拔成績，向香港滑浪風帆會委員會作
出提名。

風帆選拔賽暫領先
在此前的蘇菲亞公主杯、耶爾奧

運周、黃金之旅帆船賽與世界帆船錦
標賽，港隊都未有運動員躋身前 10
，因此在葡萄牙馬德拉島舉行的歐洲
RS：X錦標賽取得女子公開組第5名
、排在陳慧琪之前的陳晞文，在奧運代
表資格爭奪上佔優。由於港隊運動員
在最後一項選拔賽─世界 RS：X
錦標賽取得前10名難度很高，故此，
陳晞文有望在內部選拔中脫穎而出。

港隊男子運動員梁灝雋與鄭國輝
未有參加歐洲 RS：X 錦標賽，若兩
人在本月在西班牙舉行的世界 RS：
X 錦標賽未入前 10，就要合併計算
兩個世錦賽的成績。

【本報訊】在下周迎來亞洲足
協杯首場分組賽前，傑志、公民先
在今午港甲聯賽分鬥大埔、流浪，
兩支亞協杯香港代表將收起主力，
以免在亞協杯首戰成 「疲兵」。不
過，傑志在劉全昆停賽5場、高文
抱恙、列斯奧剛傷愈下，中後場人
選緊絀。（now634台今午2時、
5時15分直播兩場比賽）

傑志港腳盧均宜
與黃洋在周三晚的
國際賽踢足全場，
林嘉緯和陳文輝踢
了半場，預期 4 人
今仗都不會踢足 90
分鐘，在中堅人選捉
襟見肘下， 「刑滿」的丹尼或要客
串中堅，否則就要犧牲中場防守將

迪亞斯移後。傑志總教練甘巴爾表
示，球隊在聯賽雖然比榜首天水圍
飛馬失分較多，但仍會奮戰到最後
一輪： 「雖然己隊可望以前 3 名
完成聯賽，但必定奮戰到最後，
只要一直贏下去，說不定能夠成
功衛冕冠軍。」

公民今午會派非亞協杯主力上
陣，確保下周二亞協杯作客獅城能
強陣出戰，今仗有表現的球員更

有望成為下周聯賽杯準決賽正
選。

公民旺角場對流浪
大埔對傑志的聯賽今午 2

時 30 分在大埔運動場上演，公民
5時30分在旺角場迎戰流浪，門票
各分收60元及20元（優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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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 BMX 小輪車好手
韓理強因為日前在練習中受傷，無緣參
加今日展開的香港BMX黃金聯賽暨第7
屆洲際錦標賽，不過兼任助教的他將全
力輔助年輕隊員，借今次比賽吸收經驗。

在王史提芬轉戰公路單車後，韓理
強就成為香港 BMX 隊的領軍人，然而
他在周三的訓練時炒車，左腳受傷需要
休養至少 6 星期，因此未能參加今日的
參賽。自去年11月兼任助教的韓理強，
將在今次比賽協助羅梓駿、譚梓焯等小

將出戰，借與世界級好手同場競技的機
會，吸收比賽經驗。

BMX黃金聯賽與洲際錦標賽同屬排
名積分賽，吸引來自14個國家及地區的
好手參與角逐，中國派出2009年全運會
金牌得主孫越，及2009年在東亞運摘銅
的趙志陽出戰。

香港BMX黃金聯賽暨第7屆洲際錦
標賽今、明兩日在葵涌賽馬會國際小輪
車場上演，今午2時30分舉行開幕禮。單
日門票分收88元及68元（18歲以下）。

簡訊

陳晞文有望首戰奧運 港BMX洲際賽今展開

韓理強因傷不參賽

▲撐着枴杖的韓理強（右）將以助教身份，協
助小將羅梓駿（左）參賽 本報攝

聯賽今對大埔人腳緊絀聯賽今對大埔人腳緊絀

傑志丹尼或客串中堅傑志丹尼或客串中堅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一日消息：熱火雙雄勒邦
占士及華迪發威！兩名熱火球星雖然在剛結束的明

星賽有出色表現，但風頭仍然被 「林瘋」林書豪搶走。勒邦占
士及華迪以行動證明實力，兩人於周四的NBA常規賽合力轟入
71分，帶領球隊作客以107：93輕取拓荒者，將連勝紀錄延續至
9場。

熱火 「超級三巨頭」之一的保殊，因為祖母離世而缺席，不
過在勒邦占士及華迪的強勢領軍下，熱火仍然輕鬆大勝。 「大帝
」勒邦占士繼續表現全面，全場貢獻38分、11個籃板、6次助攻
及5次偷球，華迪同樣做出 「兩雙」成績，交出33分及10次助攻
。後備的夏士林亦成功填補保殊的空缺，攻入11分及拉下14個籃
板球。熱火半場已經遙遙領先18分，最終以14分之差擊敗拓荒者
，取得9連勝後熱火進一步鞏固東岸首名位置。

雷霆反勝魔術
西岸成績最佳的雷霆亦順利奏凱，以105：102後來居上反勝魔

術。魔術完第3節時仍領先81：70，不過攻入38分的杜蘭特第4節帶
領雷霆打出一段9：0攻勢，一舉反超對手。魔術的迪韋特侯活即使
有33分進帳，亦未能阻止球隊輸波。

熱火輕取拓荒者

魔術
太陽
帝王
拓荒者

102：105
104：95
100：108
93：107

雷霆
灰熊
快艇
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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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棋勇挫陳金晉8強
■本報訊：香港男、女子羽毛球手黃永棋及葉姵延在

德國公開賽單打各有際遇，黃永棋於前晚舉行的男單第3
圈比賽，以21：9、21：17，直落兩盤力挫中國名將陳金
，躋身8強。 「黑妹」葉姵延於昨日凌晨上演的次圈賽事
，以 20：22、19：21，盤數 0：2 不敵泰國的拉特查諾，

未能與隊友陳祉嘉一樣取得8強席位。中國球手方面，林丹在男單擊敗西班牙
的亞比安晉級8強，女單汪鑫及李雪芮都取得8強資格。

沙比艾倫桌球賽入4強
■本報實習記者袁成志海

口二日電：世界桌球公開賽今
午在海口進行8強戰，世界排
名第一、英格蘭沙比與同胞梅
菲，北愛爾蘭艾倫與英格蘭京
治先後開賽，結果沙比 5：0
完勝梅菲，艾倫也以 5：1 戰
勝京治，雙方皆打入4強，明
天將進行決賽權的爭奪戰。

海口最近天氣比較潮濕，
包括丁俊暉在內的不少選手都
曾抱怨過，而今天天氣轉暖，
場地更加潮濕。賽後，沙比與

艾倫都認為天氣因素影響了發揮。沙比通過戴手套適應環境，艾倫則希望以後
能完善環境。對於明天兩人的比賽，艾倫表示期待，也表現得很自信。

彭帥不敵克羅地亞球手
■綜合外電馬來西亞二日消息： 「中國金花」彭帥在馬來西亞公開賽女單

8強出局。3號種子彭帥於周五上演的8強面對克羅地亞球手瑪特絲，雖然彭
帥以6：4先贏一盤，但她之後以6：7（3：7）、4：6連輸兩盤，最終以盤數
1：2敗陣，無緣4強。頭號種子、波蘭的拉迪雲絲卡因傷退賽，中華台北球手
謝淑薇不戰而勝取得4強入場券。

祖高域迪拜網硬碰梅利
■綜合外電迪拜一日消息：迪拜網球公開賽男單4強產生，頭號種子塞爾

維亞球手祖高域，4強硬撼英國的梅利，瑞士球王費達拿將與阿根廷的迪波圖
爭入決賽。祖高域於周四舉行的8強賽以直落兩盤擊敗同胞查比沙維域，梅利
亦以同樣的盤分淘汰捷克的貝迪治。費達拿及迪波圖則分別擊退俄羅斯的尤舒
尼及法國球手杜辛加晉級。（now636台香港時間周六晚上11時直播決賽）

▲因為天氣潮濕，沙比戴着黑手套比賽
本報攝

▲熱火的勒邦占士（左）在拓荒者的艾迪治防守
下，奮不顧身上籃 路透社

▲熱火的勒邦占士（左）在拓荒者的艾迪治防守
下，奮不顧身上籃 路透社

▲港菁艾力士（左）與天水圍的劉念溢爭奪皮球
本報攝

▼天水圍前鋒高梵（右）射破港菁門將邱于銘 「大細
龍門」 本報攝

天水圍昨仗同時讓作為攻擊中軸的進攻中場伊達與中鋒卡里祖休
息，前者更只在看台觀戰，但填補這兩個位置的李嘉進與高梵，仍足
以在 28 分鐘合力破門，這也是高梵近 4 仗首個入球。不過，後防中
路仍是天水圍最大隱患，港菁先由拿武斯頭槌破門，之後艾力士在無
人看管下頂成2：1，而後備上陣的卡里祖破網就為客軍保住1分。

天水圍目前只領先傑志2分，比少踢一場的南華多5分，聯賽冠
軍爭奪又再熾熱起來，總教練陳曉明承擔失分
責任： 「如果因為變陣導致失分，我願意負
上這個責任。」他續說，球隊近況不佳，全
隊都希望能走回正軌，但昨仗失分確是打
擊。

港菁和波後升上第 9 位，教練科
士打對未能取勝感可惜，但他認為以
昨仗表現論，球隊很快可取得甲組首
捷。

2：2追平 險被港菁打敗

天水圍聯賽失分天水圍聯賽失分
【本報訊】昨晚的港甲聯賽險爆出今季最

大冷門！榜首球隊天水圍飛馬一對身高逾1.85
米的中堅，在兩次高空攻勢走漏港菁外援導致
失球，如非卡里祖補時罰球建功，天水圍已敗
走九龍灣公園，2：2的結果令天水圍領先優勢
已經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