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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及分組首名賠率
球隊 冠軍 分組首名
西班牙 3.3 1.48
意大利 14 4.5
克羅地亞 28 6.5
愛爾蘭 100 14

註：賠率來自足智彩

西班牙
世界排名 1
歐洲排名 1
上屆歐洲杯成績 冠軍
歐洲杯最佳成績 冠軍

（1964年、2008年）

愛爾蘭
世界排名 58
歐洲排名 31
上屆歐洲杯成績 外圍賽出局
歐洲杯最佳成績 第5（1988年）

克羅地亞
世界排名 8
歐洲排名 6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5
歐洲杯最佳成績 第5（2008年）

意甲傳統班霸祖雲達斯本季以不
敗戰績贏得聯賽冠軍，出戰本屆歐洲
杯的意大利順理成章以 「斑馬軍團」
成員為軸心，力爭重振雄風。

祖雲於2006年的電話門中一度被
罰至乙組作賽，直至本季才強勢反彈
重奪意甲錦標。意大利希望自2006年
摘下世界杯冠軍後，本屆歐洲杯再嘗
捧杯滋味。

派路重拾第二春
一向是國腳大戶的 「斑馬軍團」

，繼續向意大利輸送人才，後防可完
全移植至國家隊，門將保方，守將基
亞連尼、邦路斯及巴沙利，築成意大
利的鋼鐵防線；本季重拾第二春的派
路，繼續擔任意大利中場指揮官，與
球會隊友馬治斯奧合作串連攻守。稍
為遺憾的是，本季表現不俗的馬特尼
及加利亞雷拉雙雙落選，未能為國效
力。

意大利中後場以祖雲球員為骨幹
，前線則大打奇兵牌，老將迪拿達利
憑藉在烏甸尼斯的出色表現，以34歲
高齡重返國家隊； 「腦殘」 巴洛迪利
雖然麻煩不斷，但仍獲主帥柏蘭迪利
青睞；因心臟病長休的卡斯辛奴，季
尾神奇地復出，隨即獲得入選國家隊
，3名奇兵是意大利爭取突圍的重要
籌碼。

意大利
世界排名 12
歐洲排名 9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8
歐洲杯最佳成績 冠軍（1968年）

東歐雄師克羅地亞屬於技術型球隊，陣中有
莫迪歷等世界級中場壓陣，但球隊前線存有隱憂
，面對經驗實力俱佳的西班牙及意大利，克羅地
亞出線形勢無疑處於下風。

曾出產過蘇加、波班等腳法一流球員的克羅
地亞，本屆歐洲杯繼續以一眾技術型球員與列強
周旋。克羅地亞中場線雲集了不少好波之人，當
中以效力英超熱刺的莫迪歷最具名氣。莫迪歷雖
然入球數字不高，但擁有出色的閱讀球賽及組織
能力，堪稱球隊進攻 「發電機」 。中場尚有腳法
秀麗的拿傑迪錫、比列錫及卡蘭積卡，無論
由誰人出陣，都可為前線提供「彈藥」。

謝拉域非當然主力
然而，克羅地亞前線欠缺一流

鋒將，謝拉域雖然在英超的愛華頓
有突出表現，但並非國家隊
主力；奧歷及伊度亞度達
施華本季狀態低迷，克羅
地亞難有 「一錘定音」 之
人，不利爭取出線。

羅比堅尼羅比堅尼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愛爾蘭
出生日期 1980年7月8日
身高 1米75
體重 73公斤
效力球會 洛杉磯銀河
國家隊表現 115場入53球

愛爾蘭於本屆歐洲杯外圍賽順
利出線，一洗兩年前飲恨世界杯決賽
周的頹風。然而，愛爾蘭在C組面對
眾多強敵，要爭出線便需靠老帥查柏
東尼扭盡六壬。

外圍賽取得次名的愛爾蘭，在附
加賽抽得上上籤，僅面對弱旅
愛沙尼亞，結果輕鬆淘汰對手
，相隔二十四年後再次躋身
歐洲杯決賽周。對於實力平
平的愛爾蘭而言，可以參加
決賽周已經算是超額完成，
雖然查柏東尼聲言球隊要創
造奇迹，但他們爭取8強入場
券肯定困難重重。

倚重英超兵撐大局
愛爾蘭繼續倚重一眾效力英超的

球星支撐大局，但後衛李察鄧尼、中
場杜夫等英超兵都年過三十，表現無
復當年勇；在前線獨擔大旗的羅比堅
尼更已轉投美職 「搵食」
，水準肯定有所下滑。愛
爾蘭要爆冷突圍，就要
借助運籌帷幄的查柏東
尼，查帥有超過三十年
執教經驗，應付大賽得
心應手，且看他能否以
出色的戰術調配，再次
成為愛爾蘭英雄。

沙維沙維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西班牙
出生日期 1980年1月25日
身高 1米70
體重 66公斤
效力球會 巴塞隆拿
國家隊表現 108場入10球

西班牙能夠接連摘下球壇最高榮譽的歐洲杯
及世界杯，全因成功將巴塞、皇馬兩大勁旅合二
為一。 「鬥牛軍團」以近年兩度奪得歐聯的巴塞
主力為骨幹，並將巴塞的控球短傳踢法套用在國
家隊之上，再加上來自皇馬的一流戰將，集合兩
強的西班牙，整體實力冠絕群雄。

雖然過去經常傳出巴塞、皇馬兩隊的 「鬥牛
兵」內部不和的消息，兩隊又分別在本季的歐聯
4強遭到淘汰，但 「巴塞＋皇馬」仍堪稱是一條
冠軍方程式。巴塞後衛碧基是少數集硬朗及技術
於一身的中堅，是西班牙後場不可或缺的悍將；
恩尼斯達、沙維及法比加斯組成的中場線，更是
球隊的攻守命脈，西班牙能夠沿用巴塞踢法，亦
全因3名巴塞青訓產品在中場的調度。

皇馬眾星的列陣，無疑令國家隊的實力提高
一個層次。巴塞雖強，但仍有不少短板，如門將
及防守中場位置，皇馬正好填補了巴塞不足之處
，使 「鬥牛軍團」更趨完美。皇馬門將卡斯拿斯
實力毋庸置疑，身兼西班牙隊長的他，更是球隊
的精神領袖。除了卡斯拿斯，皇馬亦為西班牙防
線供應了沙治奧拉莫斯、艾比路亞等好手，令西
班牙擁有充足兵源應戰。不過，論重要性，肯定
要數防守中場沙比阿朗素，此子在中場助攻助守
，沙維等球星能安心策動攻勢，實在要感謝沙比
阿朗素的從後掩護。

秘密武器洛蘭迪
巴塞及皇馬的球星佔據 「鬥牛軍團」半壁江

山，但攻陷對方大門的重任就要靠畢爾包力量。
在前鋒韋拿未及傷愈而無緣出戰；射手費蘭度托
利斯忘帶 「射門鞋」；蘇爾達杜及尼格度又缺少
國家隊上陣經驗的情況下，西班牙鋒線就要靠畢
爾包中鋒洛蘭迪領銜。高頭大馬的洛蘭迪頭頂腳
踢俱佳，是畢爾包的前場重心，他於 2010 年世
杯已經大放異彩，多次後備
上陣都有搶眼演出，可說是
「鬥牛軍團」的秘密

武器。

「鬥牛軍團」 西
班牙近年橫掃球壇，
連贏 2008 年歐洲國
家杯及 2010 年世界

杯。本屆歐洲杯，西班
牙將繼續倚重西甲雙雄
巴塞隆拿及皇家馬德里

的主力成員，爭取衛冕。兩大班霸堪稱
歐洲最強球隊，今次再 「雙劍合璧」 ，
肯定威力無窮，故編在C組的西班牙被
視為本屆賽事的頂頭熱門。

文：伍肇恆、潘彥韜

愛爾蘭愛爾蘭
還看查帥功力還看查帥功力

克羅地亞
缺尖刀不利 意大利意大利

用用斑馬斑馬振雄風振雄風

▼西班牙門將卡
斯拿斯的把關技
術甚佳

▶沙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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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輸送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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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歷在
克羅地亞陣
中舉足輕重

◀意大利中
場派路寶刀
未老

國家／地區 克羅地亞
出生日期 1985年9月9日
身高 1米73
體重 65公斤
效力球會 熱刺
國家隊表現 54場入8球

莫迪歷莫迪歷
小檔案小檔案

派路派路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意大利
出生日期 1979年5月19日
身高 1米77
體重 68公斤
效力球會 祖雲達斯
國家隊表現 82場入9球

C組賽程表
日期 開賽 對賽球隊

6月11日 凌晨零時 西班牙對意大利
6月11日 凌晨2時45分 愛爾蘭對克羅地亞
6月15日 凌晨零時 意大利對克羅地亞
6月15日 凌晨2時45分 西班牙對愛爾蘭
6月19日 凌晨2時45分 克羅地亞對西班牙
6月19日 凌晨2時45分 意大利對愛爾蘭

註：日期及開賽均為香港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