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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歐洲杯，希臘曾以穩守
突擊的打法創造驚天動地的 「奪冠
神話」。本屆，雖然身處平民A組，
但以希臘現時球星欠奉、攻力疲弱
的狀態，要在此組突圍並不容易。

八年前，希臘雖然只有相當平
凡的陣容，但球隊以高效的穩守突
擊，爆出震撼球壇的超級冷門，歷
史性贏得歐洲杯。然而， 「神話大

軍」近年實力停滯不前，恐怕難再
發威。

老將無復當年勇
希臘本屆出戰歐洲杯的名單星

味比八年前更為黯淡，本土球星以
加拉高尼斯最有經驗，但他與加素
蘭尼斯、尼高里貝路普路斯等老將
一樣，狀態已無復當年勇；外流球
星中鮮有效力頂級球會的國腳，最

具名氣、國家隊首席射手基卡
斯，更只在土耳其的沙辛落
班，級數與其他強隊差天共

地。
即使同組其他對手實

力一般，但希臘要出線仍
有一定難度。在外圍賽，
希臘雖然力壓克羅地亞而
首名出線，但球隊 10 戰僅

入14球，是火力最弱的首名球
隊。希臘爭取出線相信又要靠穩

固的防守，但單憑效力史浩克04的
新晉後衛柏柏杜普路斯一夫當關，
要在分組躋身前兩名都十分困難。

上屆歐洲杯最大黑馬，肯定是爆冷殺入4強的俄羅斯。
歐洲杯的出色表現，更令艾沙維等主力鯉躍龍門。不過，
俄羅斯實力已經見底，加上昔日的功臣們集體低迷，相信
本屆將風光不再。

在名帥希汀克領軍下，俄羅斯在 2008 年歐洲杯 8 強意
外殺敗荷蘭而躋身4強，僅在4強不敵最後冠軍西班牙，未
能再進一步。不過，艾沙維、柏夫里約真高等球星因為
在歐洲杯的突出發揮而聲價十倍，更獲得投奔英超的機
會。艾沙維及柏夫里約真高分別加盟阿仙奴及熱刺，
兩人在球隊中的確取得一段 「蜜月期」，艾沙維
更憑藉對利物浦上演 「大四喜」而成為球迷的寵
兒。然而，兩人的演出卻不斷回落，終於不約而
同在本季遭到放棄，只能回到俄羅斯落班。

回流兵大不如前
在多名球星回流後，現時俄羅斯幾乎以全土炮陣容應

戰，陣中僅有普格恩耶克及伊斯米洛夫屬外流球員。雖然
上屆俄羅斯亦依賴國內球員參賽，但當時艾沙維等球員正
值球員時代巔峰，現時該批回流兵戰力已大不如前，俄羅
斯實力已經大倒退，加上荷籍教頭艾禾卡特領軍能力不及
同胞希汀克，俄羅斯前景實在難以看好。

捷克於1996年曾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取
得歐洲杯亞軍，之後便成為了賽事常客。雖
然該支東歐雄師近年陷入青黃不接，但路斯
基、施治等老將本季大爆發，捷克可期在整
體水平不高的A組取得出線。

路斯基施治大爆發
捷克昔日誕生過不少球星，例如尼維特

、真高拿等頂級名將。不過，在一眾球星退
役後，捷克便進入改朝換代的陣痛期，名氣與
實力都不能與1996年奪得亞軍的一代媲美。

路斯基與施治兩名球隊領軍人物的表現
，對青黃不接的捷克而言極為重要。兩人是
球隊少數能在頂級聯賽的勁旅中站穩陣腳的
球星。路斯基本來受到傷患影響，近年在英
超的阿仙奴失去主力位置，但在隊友法比加
斯離開及韋舒亞受傷下，路斯基把握機會，
本季重新成為球隊的 「發電機」，幫助季初
「出閘脫腳」的阿仙奴以第 3 名完成聯賽。

本屆賽事，捷克有路斯基坐鎮中場，攻力將
更上一層樓。

隨車路士贏得歐聯的門神施治，將會為
捷克把守最後一關。由於後防隊友的實力並
不突出，故施治肯定會極為忙碌，但協助車

路士連奪英格蘭足總杯及歐聯冠軍，令
他信心大大提升，捷克可依賴 「銅牆

鐵壁」而取得8強入場券。

本屆歐洲杯主辦國之一波
蘭，曾被視為賽事中最弱的球
隊。波蘭世界排名在16支參賽
隊伍中敬陪末席，亦缺少獨當
一面的頂級球星。不過，隨着
多蒙特 「三劍俠」 羅拔利雲度
夫斯基、巴拉斯塞高斯基及比
薛斯基的冒起，波蘭將可借助主場之利在此組取得出線資
格。

波蘭歷來只曾在上屆歐洲杯躋身決賽周，但分組賽便
行人止步。本屆以東道主身份自動入圍，波蘭亦未被看好
。波蘭世界排名僅為第65位，為各支出席決賽周的隊伍中
最低，故外界預計波蘭將會步上屆兩支主辦國奧地利及瑞
士的後塵，在分組賽便慘淡出局。

「三劍俠」 越戰越勇
然而，波蘭的晉級希望隨着 「三劍俠」 的越戰越勇，

以及不俗的籤運而提升不少。德甲班霸多蒙特能夠力壓豪
門拜仁慕尼黑贏得聯賽及德國杯冠軍，3名波蘭兵都立下
汗馬功勞。

前鋒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在聯賽轟入22球，更在對拜仁
的德杯決賽連中三元。比薛斯基從前鋒被改造為後衛，一
直發揮出極佳的助攻能力，在球隊作用甚大。身為波蘭隊
長的巴拉斯塞高斯基，是球隊的中場大腦，掌握多蒙特及
波蘭的攻守命脈。當然不可忽視效力英超球隊阿仙奴的門
將施捷斯尼，此子年紀輕輕便成為球隊正選，而且穩定性
十足，波蘭可說沒有後顧之憂。

此外，以種子身份躋身A組的籤運不俗，成功避開德
國、意大利等傳統勁旅，僅需面對俄羅斯、捷克及希臘級
數相若的對手，如果 「三劍俠」 發揮在球會的水準，加上
施捷斯尼續有神勇演出，波蘭甚至有力爭取成為A組 「一
哥」 。

A組
倒數10日

四年一度的歐洲頂級球壇盛事歐洲國家杯，下月在
波蘭及烏克蘭拉開戰幔。將會進行揭幕戰的將會進行揭幕戰的AA組，被稱組，被稱
為最缺乏話題的一組，為最缺乏話題的一組，44支參賽球隊波蘭、希臘、捷克支參賽球隊波蘭、希臘、捷克
及俄羅斯都並非一流勁旅，及俄羅斯都並非一流勁旅，
各隊又未有頂級球星壓陣，
但正因4隊實力平均，令出
線形勢更為緊湊，此組將成
為競爭最激烈的一組，6場
分組賽都絕對可觀。

文：伍肇恆、潘彥韜

A組賽程表
日期 開賽 對賽球隊
6月9日 凌晨零時 波蘭對希臘
6月9日 凌晨2時45分 俄羅斯對捷克
6月13日 凌晨零時 希臘對捷克
6月13日 凌晨2時45分 波蘭對俄羅斯
6月17日 凌晨2時45分 希臘對俄羅斯
6月17日 凌晨2時45分 波蘭對捷克

註：日期及開賽均為香港時間

波蘭
世界排名 65
歐洲排名 32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14
歐洲杯最佳成績 第14（2008年）

球隊 冠軍 分組首名
俄羅斯 27 2.7
波蘭 35 2.9
捷克 60 4.2
希臘 100 6.0

註：賠率來自足智彩

冠軍及分組首名賠率

俄羅斯靠土炮打折扣

俄羅斯
世界排名 11
歐洲排名 8
上屆歐洲杯成績 季軍
歐洲杯最佳成績 冠軍（1960年）

捷克
世界排名 26
歐洲排名 16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11
歐洲杯最佳成績 亞軍（1996年）

希臘
世界排名 14
歐洲排名 10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16
歐洲杯最佳成績 冠軍（2004年）

希臘難望再創神話

捷克可期取得出線

國家／地區 俄羅斯
出生日期 1981年5月29日
身高 1米72
體重 69公斤
效力球會 辛尼特
國家隊表現 68場入17球

艾沙維艾沙維
小檔案小檔案 基卡斯基卡斯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希臘
出生日期 1980年5月23日
身高 1米79
體重 76公斤
效力球會 沙辛
國家隊表現 56場入21球

路斯基路斯基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捷克
出生日期 1980年10月4日
身高 1米79
體重 67公斤
效力球會 阿仙奴
國家隊表現 85場入20球

羅拔利雲度夫斯基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波蘭
出生日期 1988年8月21日
身高 1米84
體重 79公斤
效力球會 多蒙特
國家隊表現 40場入13球

▶施捷斯尼把
守波蘭最後一
關

◀巴拉斯塞高
斯基是波蘭的
中場大腦

◀波蘭前
鋒羅拔利
雲度夫斯
基射術不
俗

▲波蘭後衛
比薛斯基有
極佳的助攻
能力

◀基卡斯算是希臘陣
中較具名氣的一員

◀俄羅斯前鋒
艾沙維近年狀
態不斷下滑

◀路斯基是捷克的領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