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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耶（法國中場）：上次（2010年法國友
賽作客勝英格蘭1：0）我們贏過對手，心理上或
有少許優勢，不過今次始終有分別，因為這是正
式的比賽，而且是首場比賽，對雙方來說都極重
要。

艾舒利楊格（英格蘭中場）：陣中所有人目
前都充滿信心，我肯定只要我們能夠打出之前2
仗的水準，必可旗開得勝；之前2仗贏1：0都是
很好的勝利，特別是我們踢出隊型，有力反擊並
爭取入球。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日消息：在朗尼停賽下，英格
蘭的單箭頭位置將由安祖卡路爾或韋碧克出任，據報後者在上場
熱身有入球，而且在近日操練中表現出色，如無意外將獲領隊鶴
臣在對法國一役委以重任。

原本一般預期 「柱躉式」 中鋒安祖卡路爾會成為朗尼的替身
，但據英國傳媒透露，鑑於韋碧克在操練中表現較理想，而且在球隊4-4-1-1陣
式下，由韋碧克配合其曼聯隊友艾舒利楊格，效果或更好，故此鶴臣也唯有捨棄
自己寵愛的利物浦兵，改派敵系球員肩負反擊重任。

事實上從操練中所見，安祖卡路爾的表現絕不理想，更受到購票入場觀操的
球迷嘲笑。據英國《太陽報》透露，其中一球當巴尼斯左路傳中，安祖卡路爾搶
點射門時卻差點被皮球絆倒，引起觀操的球迷竊笑。

另外，日前因喪父而回國的熱刺前鋒迪科爾已經歸隊，其回歸或有助刺激士
氣。

此刻的法國已完全洗掉兩年前世界杯的恥辱，逐步爬
回至一線勁旅水平。在白蘭斯領軍下，法國已保持連續
21 仗不敗，最近 3 場熱身賽全勝，在險勝冰島 3：2 之後
的2場友賽未有再失球，反映球隊防守方面有改善。

21仗不敗正值大勇
法軍不少球員，包括後衛艾拉、基捷基治、哥斯尼、

中場拿斯尼、卡比耶、賓艾化和馬隆達都在英超效力，對
英軍肯定相當熟悉。翼鋒列貝利在國際賽表現特別醒神，
配合今季在皇馬表現大勇的賓施馬，即使中場馬維拿勢必

倦勤，仍值得看好。
英格蘭今期的 「當黑」指數爆燈，主

力相繼因傷退出，射手朗尼首2戰停賽，
後備鋒將迪科爾近日又蒙受喪父之痛。部

分球迷喜歡逆向思維，覺得英軍越
不濟就越有機，但畢竟還要視乎球
員的質素，保守的領隊鶴臣對付挪
威及比利時尚可，但碰上法國，恐
怕沒法延續連勝紀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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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杯B組賽事，荷蘭第一場面對丹
麥，竟以一球見負，原因在於荷蘭前線雖
控制戰局，但狀態平平的洛賓及尹佩斯門
前多番失機，加上丹麥一次反擊得手，半
場領先一球。下半場，荷蘭雖加強攻力，
但仍過分集中將球傳到洛賓及尹佩斯腳下
，拖慢了進攻效率。

荷蘭大意失荊州，實屬該隊的不幸，
同時也恭喜丹麥在被看低之下先拔頭籌。
德國對葡萄牙，同樣地沒有出現預期一面
倒的賽果，葡萄牙雖有多次入球的機會，
可是去到下半場中後段卻被對方馬里奧高
美斯頭球建功，落後一球的葡萄牙並沒有
放棄，在德國後防位置連環製造多次入球
機會，可惜未能成功。看來，這組的出線
變化仍在。

D組球隊壓軸出場，首先有法國對英
格蘭。法國自白蘭斯上任後，整隊軍心得
以調整，成績亦得以改善，中前場主力拿
斯利及賓施馬已是法軍新勢力，加上列貝
利，相信自 06 年世界杯後，最令人期待
的一次。而英格蘭自外圍賽出線之後，負
面新聞連連，卡比路因泰利而下台，鶴臣
上任後，得不到英軍球迷期望之餘，其選
入伍的球員實力亦令人懷疑，加上朗尼首
兩場分組賽停賽，所以英格蘭毫無疑問地
被看低一線。我認為法國能先響頭炮的機
會較高。

主辦國之一的烏克蘭主場出擊迎戰瑞
典。由於另一主辦國波蘭首仗被希臘逼和
，烏克蘭應該不敢怠慢，面對着北歐勁旅
瑞典，希望有力令到瑞典失分。烏克蘭陣
中大部分主力都在國內聯賽效力，最為人
熟悉應該是舒夫真高，還有冒起的米列夫
斯基，前面有老有嫩，希望能為烏國貢獻
出好成績。

瑞典實力應在烏克蘭之上，單看攻力
分到高下，伊巴謙莫域雖一年比一年老，
但中場仍有效力里昂的卡斯唐和新特蘭的
施巴斯坦拿臣，相信可以輔助到伊巴的入
球能力。因主場效應，烏克蘭雖實力有限
，但我相信，主隊也有機會迫和的。

專家之言

比分預測
法 國2：0英格蘭
烏克蘭0：0瑞 典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日消息：周
一歐洲國家杯上演最後一組的D組賽事，焦點
在頭場 「高盧雄雞」 法國大戰 「三獅」 英格蘭
之上。法國表現日漸對辦，相反英格蘭陣容天
殘地缺，讓球的平手盤之下，必敲法國[0]的主
勝。（足智彩法國平手盤贏有1.75倍，贏波吃
盤，和波走盤退款）（now632及660高清台
香港時間周二凌晨零時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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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VsVs烏克蘭

舒夫真高（烏克蘭前鋒）：
我可以向你保證，今仗對瑞典，

你們會看見一支（比之前 2 仗）完
全不同的烏克蘭。老實說，我不太在

意自己有多少時間比賽，只要我做了
最適合的事，有助國家隊便是了。

咸雲（瑞典教練）：我們在過去幾年
曾與烏克蘭交手3次，當中己隊贏過1次，

輸過1次，另1次就打和，反映彼此實在旗鼓
相當，但今次對方有舉國支持，過往主辦國甚少輸掉首場比
賽，這也是對方有利之處。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日消息：烏克蘭隊日
前有 10 名球員懷疑食物中毒，無法出席球隊最後一場
熱身賽，不過根據蛛絲馬跡，今次事件可能是隊內軍醫
為球員注射了類固醇所致。

烏克蘭國內球會基輔兵工廠的前教練沙華諾夫透露，當時球隊也曾出現類似情
況，他表示： 「2009年，我球隊中一些球員胃部不適，我們檢查了所有食物和飲
品，沒發現有問題，幾星期後其中一位球員藥檢中發現含類固醇，當時負責主理注
射事宜的，正是現在的烏克蘭國家隊軍醫。從我看來，近日在國家隊發生的事，不
過是當年己隊的翻版。」

軍醫被爆有前科
烏克蘭軍醫回應球員在德國酒店內吃了變壞食物導致生病。教練布洛堅就表示

，球員所感染的病毒相當神秘，但陣中球員並非全部都吃相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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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沙高耶夫接死亡恐嚇
■綜合外電波蘭十日消息：俄羅斯中

場迪沙高耶夫在首戰 「梅開二度」後，其
家人卻接獲恐嚇信件，內容是要他退出

國家隊。據報恐嚇信來自格魯吉亞，
威脅要迪沙高耶夫退出國家隊，否
則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並要他
在分組賽次仗對波蘭之前作出決定
。迪沙高耶夫現時已獲俄羅斯當局
提供安全保護，俄軍集訓營也收緊
出入限制。

俄狂迷鬧事足總表遺憾
■綜合外電波蘭十日消息：俄羅斯

球迷在首場分組賽對捷克時，於看台上
鬧事，襲擊保安人員，又在場內燃點煙火、懸掛含不適當內容的
橫額等，並種族侮辱對手的黑人球員，歐洲足協會展開調查，俄
羅斯足總就發聲明，對球迷行徑深表遺憾，並促請球迷餘下要謹
言慎行。

荷中堅馬菲臣全面復操
■綜合外電波蘭十日消息：因傷缺席首場分組賽的荷蘭中堅

馬菲臣，已經恢復全面操練，如無意外可在次場分組賽對德國時
復出。另外，首仗以後備上陣的前鋒亨特拉爾在操練中表現
落力，有機會獲教練雲馬維克派任正選，夥拍表現欠理想的
尹佩斯。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日消息：周六歐洲杯D組尾場，由東道主之
一烏克蘭迎戰北歐勁旅瑞典。雙方都視對手為全取三分的對象，佔有天時地利的
烏克蘭必主動搶攻，瑞典的反擊也具威脅，今仗入球大細的 「大」賠率可觀，就

敲入球 「大」。（足智彩今仗大有2.32倍）（now632及660高清台香港時間周二凌晨2時45分直播）
烏克蘭的機動性進攻足球一向頗有威脅力，日前 「大哥」俄羅斯已示範了一場漂亮勝仗，烏軍又豈可

在自己球迷面前失威。年屆36歲的 「軍刀」舒夫真高將於今屆賽事後告別國家隊，雖然他巔鋒期已過，
但在自己家門出賽，始終不容忽視。

鬥攻打精彩足球
主隊的一大隱憂在最後一關，原本頭2號門將都因傷缺席，第3

門將又因藥檢不合格被罰停賽 2 年，教練布洛堅唯有起用薩克達
門將比耶托夫。烏軍最近熱身賽曾大勝愛沙尼亞4球，但之後不
敵奧地利及土耳其，又發生球員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後防不穩
兼球員 「腳軟」，可入又可失。

瑞典最近連贏冰島及塞爾維亞，但都有失球顯示防守
亦不穩。瑞典改由咸雲掌帥印後，踢法變得更具攻擊性，最
大威脅在兩邊進攻，加上常有神來之筆的射手伊巴謙莫域，相
信可與烏克蘭合演大手交易。

盤路分析

烏克蘭演典型大戰

後果嚴重

烏隊食物中毒事件烏隊食物中毒事件
疑涉集體注射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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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夫真高舒夫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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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沙高耶夫堅決▲迪沙高耶夫堅決
繼續比賽繼續比賽

▲韋碧克（右）今仗料▲韋碧克（右）今仗料
正選上陣正選上陣 路透社路透社

韋碧克獲委以重任韋碧克獲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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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舒利楊格擔綱重任▲艾舒利楊格擔綱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