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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果預測
烏克蘭0：1英格蘭
瑞 典1：1法 國

專家之言

失望，貴為2010年世界杯亞軍
，外圍賽成績優異的荷蘭，在決賽
周分組賽竟然成為 「三零部隊」。
對葡萄牙一戰，要贏2：0才有望出
線的 「橙軍」，終於讓雲達華治與
亨特拉爾 「擔正」，前者一記漂亮
的遠射入波更讓擁躉看到希望。

無奈，荷蘭的一流攻擊線還是
交出二流表現，二流防線繼續踢出
三流水平，內訌讓球星們無法團結
，更懶得回防，被C朗拿度扳平也
就不說了，比賽末段葡軍一次由己
方閂閘線開展的反擊，轉眼間已有
兩、三名葡軍球員跑到中場支援前
線的隊友，形成 「五打五」的局面
，推進到禁區頂時 「橙軍」竟然只
餘三人防守，一眾星級戰將還在前
場踱步！如此表現又豈有不輸之理
？最終就被C朗再下一城，荷蘭就
此羞恥地出局。

荷蘭出局 無奈失望
相比之下，丹麥出局但更可以

昂首離開，他們先失 1 球後未有放
棄，更一度扳平，不過整場賽事德
國都控制戰局，贏2：1可謂穩紮穩
打。德國 3 戰全勝入 8 強將對希臘
，德國要慎防了，因為希臘須要這
場勝仗去令面對經濟危機的國民振
奮起來。

8 強最後 2 個出線席位，周三
凌晨將會產生。瑞典被英格蘭反勝
後，已經提早出局，面對法國大有
可能放膽踢進攻足球，但說實在這
支北歐球隊板斧不多，對上 4 分在
手的法國，和局機會似乎較高了。
另一場，烏克蘭對英格蘭，雙方都
不容有失，烏克蘭不敵法國之後僅
得 3 分，必須先求己方取 3 分才穩
奪出線資格。英格蘭形勢上比烏克
蘭還好一點，上仗反勝瑞典顯示出
球隊精神面貌比烏克蘭優勝。該隊
4 分在手，打和足夠出線，壓力相
對較小，況且英格蘭有餓波已久的
朗尼復出，應可小勝烏克蘭出線。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八日
消息：烏克蘭要避免像另一東道主波蘭
般於分組賽出局的話，周二晚歐洲國家
杯D組最後一戰對英格蘭時就非勝不可
，但觀乎形勢看來主隊又會重踏波蘭舊
路，此戰可考慮買讓球盤的英格蘭
[0/-0.5]上盤客勝。（足智彩今仗英格蘭
上盤有1.87倍，贏波吃全盤，和波輸半
個盤）（now632及660高清台香港時間

周三凌晨2時45分直播）

三獅兵上盤順利出線

英格蘭此戰只需打和便確定出線，有餘力的話更可看清 C組形勢，爭
取以首或次名出線，主動權完全在自己手中。英軍在首兩仗其實已在有限人
腳之下踢出超水準，而且又有一點運氣之助，必可達成出線目標。

首兩仗表現超水準
另一個看好英格蘭的重要因素，當然是停賽2仗的射手朗尼今戰強勢復

出，過去2仗於觀眾席上看得咬牙切齒的他，必如猛虎出籠腳腳炮轟主隊大
門，配合2名曼聯隊友、韋碧克和艾舒利楊格，即使上仗功臣禾確特上陣成
疑，仍有力帶領英軍贏波出線。

烏克蘭上仗淨吞法國雙蛋，此役背水一戰，球員承受的壓力就更加大，
隨時重蹈波蘭輸波出局之覆轍，最壞消息是 「軍刀」舒夫真高膝蓋有傷，上
陣與否屬 「五五波」，禾路連、泰摩斯卓克、尼沙蘭高等年過30的主力統
統過氣，奉勸球迷還是做好出局的心理準備。

【本報訊】綜
合外電烏克蘭十八
日消息：周二晚歐

洲杯 D 組另一仗，由已出局的哀兵瑞典面對有望首
名出線的法國。論戰意當然以法國較優勝，事實上
以表現而論亦是法國較勝一籌，今戰必買主客和的
法國客勝。（足智彩買法國勝有 1.6 倍）（now633

及635台香港時間周三凌晨2時45分直播）

士氣實力高一籌
法國目前與英格蘭同得4分，只要今仗獲勝，而

英格蘭又未能贏烏克蘭2球或以上的話，便能夠以首
名出線。鑑於後衛麥薩斯、迪保治和翼鋒文尼斯都
有黃牌在身，教練白蘭斯或以雷維李尼和華布拿取

代後2者，麥薩斯就要繼續夥拍阿爾拉米鎮守中路。
此外，中場馬維拿已告傷愈，或取代有輕傷的卡比
耶。

2仗全敗的瑞典今仗已成例行公事，球員戰意肯
定大大減退，伊巴謙莫域之前的表現明顯欠積極，
此役或許只是美爾保、安達斯史雲遜等老將的國際
賽告別戰，恐難避免零分出局之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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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斯基回鄉趕療傷
■綜合外電捷

克十八日消息：捷
克中場主將路斯基
已返回捷克，治理

跟腱傷患，希望能趕及周四對葡萄牙的 8
強大戰。路斯基已因傷錯過上周六對波蘭
的生死戰，球隊發言人表示，路斯基會在
周二歸隊。

意記者展示愛國心
■綜合外電波蘭十八日消息：意大利

《米蘭體育報》記者愛國心切，日前潛入
了西班牙對克羅地亞時的更衣室，並在戰
術板上寫下 「親愛的西班牙朋友，千萬不
要踢成2：2，拜託」，下款署名為 「意大
利」。

馬維拿欲投阿仙奴
■綜合外電烏克蘭十七日消息：法國

中場馬維拿坦言，自己最想加盟英超阿仙
奴。這位21歲法甲雷恩中場，備受阿仙奴
、曼城和車路士青睞，但他直言阿仙奴最
適合自己，相信在歐洲杯後轉會談判正式
啟動。

伊巴謙莫域（瑞典前鋒）：
我們仍然會爭取勝利，我們將要為國家的名譽而戰，即

使球隊已經出局，我們總要帶點分數回國。

白蘭斯（法國教練）：
與瑞典交手永遠都是非常難踢，雖然我們形勢不俗，只

要不輸超過一球也可出線，但我們的目標是爭取勝利。

賓施馬——實為策應假前鋒
【本報訊】綜合外電

烏克蘭十七日消息：西班
牙在首場分組賽對意大利
時排出 「無鋒」怪陣，如

今法國也來這一套，雖然名義上有賓施馬作前鋒，
但該名皇馬球員首 2 仗墮後至禁區外，實際上法國
也就是有鋒等於無鋒，但無鋒也照樣可以贏波。

傳送多於射門
賓施馬在過去 2 仗擔任球隊單箭頭，但比賽中

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禁區內，首仗對英格蘭時與列
貝利和馬隆達並列，上仗對烏克蘭時就和卡比耶及
文尼斯看齊，實際上就如西班牙首仗的法比加斯般
。不過，法國即使排出這個看似有鋒、實質無鋒的
戰陣，仍然可以取得勝利。

上仗在攻擊線上偏右的文尼斯，其實在巴黎聖
日耳門時早已習慣無正中鋒的踢法。賓施馬自己也
樂於為隊友鋪橋搭路，他表示： 「為其他人製造機
會也不錯，我喜歡參與入球過程，踢得較後一點並
無所謂。」

簡訊

盤路分析

賽前論戰

實際至上

▲伊巴謙莫域冀贏回一仗光榮出局 ▲賓施馬主要為球隊鋪橋搭路

▼朗尼正式揹起英格蘭爭出線重任

◀舒夫真高要領烏克蘭出生天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八日消息：朗尼
復出成為英格蘭焦點所在，不過球迷也要為守將艾
殊利高爾鼓掌，如無意外今仗會是後者第 21 次在

大賽決賽周替英軍披甲，成為英軍大賽上陣次數最多的球員。
艾殊利高爾目前與 「萬人迷」碧咸及傳奇門神施路頓，同為英格蘭在大賽出

場20次，今戰前者再上陣即打破紀錄。該名車路士左閘自從2002年世界杯對瑞
典開始，參與了英軍往後大賽決賽周的所有比賽，總上陣時間達1844分鐘，假如
英軍成功晉身決賽的話，該仗勢必是艾殊利高爾第100次戴起英軍 「喼帽」。

【本報訊】綜合外電烏克蘭十七日消息：朗尼在外圍賽作客黑山之役
，因一時之氣侵犯對手，換來一張紅牌及停賽2場之處分。經一事、長一
智，26歲的朗尼表示會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氣，不會再壞球隊大事。

朗尼自覺已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他表示： 「那場比賽我的確做錯了
，我對球證之決定並無異議，之後也向該名黑山球員道歉。我為此而付上
代價，但現在我已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氣。」

今仗復出的朗尼被寄予厚望，但他卻保持低調地表示： 「一支球隊有
23人，我不能靠一己之力贏取錦標，我只是出一分力而已。」

朗尼：會收斂脾氣
泰摩斯卓克（烏克蘭中場）：

己隊在控球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對英格蘭時我們必須踢得更加緊
密，防守時要多點時間控球在腳，
反擊時要勇於上前。英格蘭是頂級
球隊，但我想我們可贏1：0。

安祖卡路爾（英格蘭前鋒）：
我們很有信心可以出線，在對

瑞典時我們一度落後，但最終反敗
為勝已證明己隊的能力和鬥志，如
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只需
一分，但我們必會盡力爭勝。

承擔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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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殊利高爾——英隊大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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