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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組
倒數7日

◀瑞典前鋒伊
巴謙莫域大賽
經驗豐富

D組賽程表

英格蘭
世界排名 7
歐洲排名 5
上屆歐洲杯成績 外圍賽出局
歐洲杯最佳成績 季軍（1968年

、1996年）

法國
世界排名 16
歐洲排名 11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15
歐洲杯最佳成績 冠軍（1984年、

2000年）

陣前易帥、主將停賽及爭議點兵，英格
蘭在本屆歐洲杯的征途從開始便注定充滿波
折，要一吐四年前無緣決賽周的烏氣困難重
重。舊酒新瓶的 「三獅軍團」，在競爭對手
一般的D組可順利出線，但要一償奪冠夙願
，就要一眾主力踢出超水準表現。

每逢出戰國際大賽，英格蘭都是球迷焦
點所在，尤其2008年歐洲杯無緣決賽周的慘
痛經驗，更令球迷對出戰本屆歐洲杯的英格
蘭更加期待。然而，一連串的變故，大大打
擊了英格蘭爭取佳績的機會。

對英格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莫過於
主帥卡比路年初突然離職，鶴臣走馬上任領

「三獅軍團」帥印。在歐洲杯展開前不
足半年的時間與卡帥分手，無疑嚴重影
響英格蘭的備戰工作。改由鶴臣執教亦
令不少人大跌眼鏡，鶴臣主帥生涯經驗
豐富，但帶領頂級球隊的成績，卻絕比

不上另一執教大熱、熱刺的哈利列納。以鶴
臣的江湖地位，能否駕馭英格蘭一眾球星，
仍然是疑問。

鶴臣掌帥後的首項工作：挑選英格蘭參
加歐洲杯大軍便惹來極大爭議。里奧費迪南
、米卡李察士、高治等本季有水準演出的球
員名落孫山，反而全季助攻入球數字為零的
達寧卻意外入選，鶴臣的選擇使自己飽受批
評。不過，鶴臣破格召入阿歷士張伯倫等小
將，就為他贏回不少掌聲。

除了點兵外，英格蘭排陣亦相當考驗鶴
臣的功力。朗尼在外圍賽煞科戰魯莽侵犯對
手而換來一面紅牌，將要在決賽周的首兩仗
停賽。缺少該名首席射手，球隊難尋頂替人
選，出線形勢可能有暗湧，而且朗尼要在最
後一場分組賽才能復出，恐怕未能及時操起
狀態。此外，兩大中場謝拉特、林柏特應否
並存，麻煩多多的前隊長泰利起用與否，都

是鶴臣在歐洲杯期間需要處理的問題。

赫特把關提升守力
雖然問題不斷，但英格蘭仍然是一支具

實力的隊伍。曼城門神赫特的出現，解決了
纏繞英格蘭多時的一流 「門將荒」，有他鎮
守最後一關， 「三獅軍團」防守力提升不少
。此外，林柏特、艾殊利高爾、泰利等車路
士球星協助球隊勇奪歐聯，三人士氣肯定高
漲，亦能增加隊友們的信心。

經歷了 2008 年歐洲杯及 2010 年
世界杯的失利後，法國在白蘭斯掌軍
下以本屆歐洲杯重新起步。耳目一新
的法國戰力雖非頂級，但以一眾主力
在本季的精彩演出，法國有足夠籌碼
逐鹿錦標。

法國在前主帥杜明尼治執教晚期
陷入低迷，上屆歐洲杯分組賽出局，
前年世杯更發生罷訓內訌，眾叛親離
的杜明尼治終於被炒，換上聲望甚佳
的法國名宿白蘭斯接手，法國進入新
時代。

眾將聯賽發揮優異
白蘭斯領軍後，對球隊採取循序

漸進的革新，除了起用新人之外，並
保留不少國家隊元老，希望能夠以老
帶新之餘，亦可維持陣容的經驗及實
力，例如索察的馬雲馬田；紐卡素的
卡比耶、賓艾化等新秀，都獲得白蘭

斯的青睞；捲入罷訓事件的艾拉及列
貝利，亦得到白蘭斯不計前嫌而予
以重用。

雖然法國僅在外圍賽驚險壓過波
斯尼亞而以首名出線，但球隊在本屆
賽事絕非 「陪太子讀書」。法國眾將
在本季聯賽都有高水平的演出，例如
前鋒賓施馬在西甲的皇家馬德里重拾
「射門鞋」，基捷基治及拿斯尼以主

力身份協助曼城贏得英超，帶領蒙彼
利埃神奇奪下法甲冠軍的 「金靴」基
奧特，更是法國前線一路奇兵。擁有
炙手可熱良將的法國，分組出線毫無炙手可熱良將的法國，分組出線毫無
難度，挑戰冠軍亦非不可能的任務。難度，挑戰冠軍亦非不可能的任務。

列貝利列貝利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法國
出生日期 1983年4月1日
身高 1米70
體重 72公斤
效力球會 拜仁慕尼黑
國家隊表現 57場入7球

法國夠籌碼逐錦標法國夠籌碼逐錦標

烏克蘭以主辦國身份而歷來
首次躋身歐洲杯決賽周。烏克蘭
國內的基輔戴拿模及薩克達過去
在歐洲賽場寫下不少豐功偉績，
但國家隊主力老化嚴重，隊長兼
射手舒夫真高無復當年勇，單靠
「生銹軍刀」，烏克蘭在此組前

景難以看好。
烏克蘭球會曾在歐聯及歐霸

杯取得不俗成績，基輔戴拿模曾
打入歐聯 4 強，薩克達則是歐霸
杯盟主，但國家隊自 1991 年獨
立成軍後，鮮有突破性演出，此
前四次征戰歐洲杯外圍賽都出局
收場。今次以東道主身份 「處子
」參賽，烏克蘭當然希望有所表

現。

舒夫真高已 「生銹」
然而，烏克蘭以 「軍刀」為

首的主力成員都步向職業生
涯的黃昏期，前線的
舒夫真高及禾路連皆
已經逾三十歲，中
場指揮官泰摩斯卓
克亦已 33 歲，依賴
一眾老將，球隊要
突圍並不容易。此
外，新秀小將都欠
缺級數，相信烏克
蘭難以取得出線資
格。

瑞典
世界排名 17
歐洲排名 12
上屆歐洲杯成績 第9
歐洲杯最佳成績 季軍（1992年）

烏克蘭
世界排名 50
歐洲排名 28
上屆歐洲杯成績 外圍賽出局
歐洲杯最佳成績 外圍賽

瑞典在本屆歐洲杯外圍賽以
最佳次名的成績晉身決賽周，是
該支北歐雄師連續第四次入圍。
瑞典陣中頭號球星當屬射手伊巴
謙莫域，但此子狀態飄忽，球隊
要出線只能寄望伊巴有超水準演
出。

演出好壞成關鍵
瑞典能夠以最佳次名身份直

接出線，全因球隊有強大的火力
，他們在外圍賽轟入30球，入球
數字僅次於德國及同組的荷蘭。
領銜瑞典鋒線的當然是射手伊巴

，他在外圍賽上陣 8 場便貢獻 5
個入球及 3 次助攻，絕對是球隊
的進攻靈魂。

然而，伊巴本季在意甲的
AC 米蘭演出飄忽，經常出現
「入球荒」，如果在國家隊同樣

表現失準，將大大削弱爭取晉級
的機會。

除了伊巴要生性之外，瑞典
亦要寄望羅辛貝治、艾文達等鋒
將有超水準發揮，協助伊巴一臂
之力。只有前線保持強勢，中後
場質素平平的瑞典才有脫穎而出
的希望。

伊巴謙莫域伊巴謙莫域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瑞典
出生日期 1981年10月3日
身高 1米92
體重 84公斤
效力球會 AC米蘭
國家隊表現 75場入29球

瑞典瑞典伊巴伊巴
單天保至尊單天保至尊

備受香港球
迷關注的 「三獅軍團」 英格

蘭代表隊，本屆歐洲國家杯身處D組，
同組對手僅法國實力較佳，瑞典及烏克蘭則難成大器

， 「三獅軍團」 出線形勢本來一片光明。然而，受到
外憂內患影響，英格蘭備戰歐洲杯一波三折，要確保
突圍取得8強入場券，必定要更小心謹慎。

文：伍肇恆、潘彥韜

冠軍及分組首名賠率
球隊 冠軍 分組首名
英格蘭 12 2.75
法國 13 2.8
烏克蘭 35 4.6
瑞典 40 5.5

註：賠率來自足智彩

朗尼朗尼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英格蘭
出生日期 1985年10月24日
身高 1米78
體重 78公斤
效力球會 曼聯
代表隊表現 73場入28球

烏克蘭烏克蘭前景堪虞前景堪虞

舒夫真高舒夫真高
小檔案小檔案

國家／地區 烏克蘭
出生日期 1976年9月29日
身高 1米83
體重 72公斤
效力球會 基輔戴拿模
國家隊表現 105場入46球

陣前易帥陣前易帥
主將停賽主將停賽
爭議點兵爭議點兵

▲泰利鎮
守英格蘭
的後防中
路

◀英格蘭隊長謝拉
特攻守能力出色

▲英格蘭前鋒
朗尼射術精湛

▶列貝利是法
國的靈魂

◀法國前
鋒賓施馬
漸見成熟

▶烏克蘭
仍靠舒夫
真高擔起
大旗

日期 開賽 對賽球隊
6月12日 凌晨零時 法國對英格蘭
6月12日 凌晨2時45分 烏克蘭對瑞典

6月16日 凌晨零時 烏克蘭對法國
6月16日 凌晨2時45分 瑞典對英格蘭

6月20日 凌晨2時45分 瑞典對法國
6月20日 凌晨2時45分 烏克蘭對英格蘭

註：日期及開賽均為香港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