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訊

二〇一二年十月六日 星期六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港
甲
組足球聯賽

1

陳肇麒回歸港足鬥大馬
【本報訊】效力中甲廣東日之泉的香港前鋒陳肇麒獲球會放行，

將回歸香港代表隊出戰本月16日對馬來西亞的國際友誼賽，紓緩港
足缺中鋒的危機。不過隊長陳偉豪該仗不會出任正選，港足後防有中
門大開之虞。

對上3仗都缺陣的陳肇麒回歸，對港足來說是重大喜訊，其他鋒
線人選皆擅長邊路踢法，包括林學曦、沈國強、歐陽耀冲、李康廉、
葉子俊都是邊路球員。傑志主力林嘉緯、朱兆基、黃洋將成港足中場
骨幹，劉念溢、劉松偉、談樂軒、李嘉耀也有入選。

摩帥表示，此前受傷的陳偉豪剛復操，仍未回復最佳狀態，對馬
來西亞將不會任正選。由於另1名經驗戰將李志豪退隊，港足勢將要
靠白鶴、鄧景煌、曾至孝扼守中路，兩閘人選就有翟廷峯、盧均宜、
張健峰與車潤秋，門將則有謝德謙、葉鴻輝入選。

港足下周日起集宿，集宿前會決選20人。

球員工會抗議新假摔處罰
■綜合外電美國四日消息：NBA 日前定出針

對球員假摔的罰款條例，引發極大回響。球員工
會發表聲明，抗議聯盟在未有與工會商討的情況
下，單方面對球員做出經濟制裁，工會強調對假
摔罰款在籃球以至其他運動都沒有先例，工會並

聲言將對聯盟採取法律行動。 「入樽王」快艇前鋒B基芬亦炮轟新規
例，認為聯盟的處罰純粹為了從罰款中賺錢。

巴克利看好占士超越佐敦
■綜合外電美國四日消息：曾6次贏得NBA總冠軍指環的 「籃

球之神」米高佐敦，被視為聯盟史上最出色的球員。不過與佐敦同為
「夢幻隊」成員的名宿巴克利，則認為勒邦占士可超越米高佐敦的成

就，他周四表示： 「我從來不會用其他球員與米高佐敦作比較，但勒
邦占士的身體更強壯、更高大、速度亦更快，他有可能可以超越米高
佐敦。」

舒密加日本站練習賽炒車
■綜合外電日本五日消息：一級方程式賽車（F1）日本站賽事

周五在鈴鹿賽道進行第2次練習賽，剛宣布在季尾退役的奔馳車隊德
國老將舒密加，在練習賽中發生意外，轉彎時失控撞上護牆。幸好經
過檢查後證實未有受傷。紅牛車隊的韋伯在第2次練習賽中造出1分
32秒493的最快圈速。

【本報訊】已取得
升甲後首分的港甲足球
隊南區，今午續在香港
仔運動場進行 「南區保
衛戰」，志切在太陽飛
馬身上搶分，由傑志轉
投的西班牙中鋒卡里爾

將成為進攻主力，而獲教練馮凱文形容為
「小志強」、上仗轉踢中場即入波的林家亮

，也是一路奇兵。（now634台今日下午2
時15分直播）

慣常踢左閘的林家亮上仗換邊後被推上
中場線，表現不俗更有入球，馮凱文表示今
季會讓給林家亮 「攻多於守」的任務，更以
漫畫《足球小將》角色小志強形容這名打不
死的硬漢： 「林家亮的進攻意識強過防守，

埋門能力不弱，我最欣賞他夠膽、不怕死的
精神，就像小志強一樣有衝勁。」

林家亮表示只曾在5歲時擔任進攻角色
，對改踢中場感到新鮮： 「踢哪個位置都好
，幫助到球隊就是我的任務，中場位置對我
而言是新鮮的，相比防守更需要為球隊創造
入球機會。」

南區今仗續用 「單箭頭」陣式，卡里爾
加盟後，另一名外援前鋒基奧就可接受手術
清理右膝的積水，馮凱文強調今仗先做好防
務： 「前4場己隊上半場都有失球，開賽早
段球員集中力不足，希望今仗先做到半場
『零失球』，全力向飛馬搶分。」

南區對飛馬今午 2 時 30 分開賽，另外
，晨曦下午 5 時 30 分在旺角場迎戰屯門，
兩場門票各收60元及20元（優惠票）。

南區遣奇兵鬥飛馬南區遣奇兵鬥飛馬

李娜獲年終賽入場券
【本報訊】 「中國金花」李娜趕上尾

班車，取得WTA年終賽最後一個參賽席
位。李娜於昨日舉行的中國網球公開賽女
單8強，以直落兩盤擊敗上屆冠軍、波蘭
的拉迪雲絲卡，躋身4強之餘，亦提前累
積足夠得分，保住世界排名前8位，參加
本月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上演的年終賽
。（now636及676台香港時間周六中午
12時30分及下午3時分途直播男、女單

4強賽事）
8 強擊敗隊友彭帥晉級的 7 號種子李

娜，乘勝追擊4強迎戰3號種子、爭取衛
冕的拉迪雲絲卡。比起8強戰頻頻失誤，
李娜昨仗表現大幅改善，首盤未失發球局
下先贏6：4，第2盤更兩度打破對手發球
局，以 6：2 輕鬆再下一城，直落兩盤勝
出，4強將鬥俄羅斯的舒拉寶娃。

躋身4強鬥舒娃
李娜贏波後，獲WTA確認成為最後

一名取得年終賽參賽資格的球手，她在賽

後記者會中多次追問消息是否屬實，李娜
對於連續兩年參加年終賽感到興奮，又
透露可能會前往德國訓練體能，備戰年
終賽。

年終賽其餘7名選手較早時間已經確
認，包括艾莎蓮卡、舒拉寶娃、莎蓮娜威
廉斯、拉迪雲絲卡、姬維杜娃、卡芭及艾
蘭妮。

男單方面，中國球手張擇8強止步，
他以盤數 0：2 不敵德國的美亞，頭號種
子塞爾維亞的祖高域則擊敗奧地利的梅士
拿晉級4強。

中國網球賽中國網球賽

【本報訊】香港單車運動
員李慧詩於 8 月 3 日的倫敦奧
運會女子場地單車凱琳賽勇奪
銅牌，其正面的形象不僅成為
廣告商的寵兒，更獲香港郵政
特別以此為題，推出名為心思
心意郵票小版張。李慧詩對此
表示非常榮幸，更笑說自己會
購入大量郵品以送贈親友。

之前一直身處內地的李慧
詩亦非常關注1日發生的海難
，她心情沉重地說： 「這件事
情讓我明白到人生變幻無常，
自己必須更珍惜每一天。」她
並對海難生還者予以鼓勵：
「可能在這一刻大家會感到很

難過，但只要能捱過這難關，
雨後定有彩虹。」

對於自己的狀態，李慧詩
坦言雖然相比奧運仍有差距，
但恢復訓練後狀態有所提高，
希望自己能在新的奧運周期好
好努力備戰，找到自己的缺點
並予以彌補。李慧詩及數名隊
友和教練會於今晚從廣州出發
前往哥倫比亞，參加即將舉行
的世界杯賽事。李慧詩早前曾
參與廣告拍攝，對此她感到非
常有趣，亦十分有挑戰性，並
且多謝和她一起拍廣告的所有
工作人員。

香港各郵政局將由 11 日
起正式發售紀念封，每個售價
8元。港協暨奧委會發行的珍
貴紀念封亦於同日起推出，每
個售價 12 元。李慧詩的心思
心意郵票小版張則會在 25 日
推出發售，每張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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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阿寶40歲前完婚
「黃金寶逃不掉的，他的血液裡有單車

。」沈金康說： 「但他已經 39 歲了，我希
望他能盡快完婚，穩定下來才從事教練的工
作。」他又表示，黃金寶很可能在今年內就
會退休。黃金寶將在 18 日赴海南參加環海
南單車公路賽。

對於自己的去留問題，沈金康仍未作出
決定： 「作為教練，我當然希望能帶領自己
的弟子衝擊奧運頒獎台的最高點，但教練和
運動員一樣，汰弱留強都是必然定律，我很
希望香港有人能取代我的位置。」他認為，
自己在教練方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希望能
傳授予其他教練。雖然合約到期在即，但沈
金康早已為自己的各個弟子安排好從現在直
到4年後里約熱內盧奧運的訓練計劃。

已定單車隊四年計劃
「李慧詩將會專注於爭先賽和凱琳賽，

雖然目前巴西奧運的女子場地項目還沒決定
，但我相信這兩個項目都會保留，而且李慧
詩也很喜歡這兩個項目。」沈金康說： 「李
慧詩現在出去比賽的對手，都將會是下一屆
奧運的主要對手，所以，我估計她從現在開
始到里約熱內盧奧運將經歷大概 15 個比賽
，從中吸取經驗，強化戰術運用方面的能
力。」

努力為下屆奧運調兵遣將的沈金康，對
蔡其皓和郭灝霆同樣有不少安排，他表示：
「蔡其皓十分喜歡山地和公路賽，我也希望

香港以後會有爬山王誕生。至於郭灝霆，他
現在的精神面貌改變了很多，我相信他會有
很大的進步。」

【本報訊】 「我的
青春和教練生涯最美好
的時間都留在香港了，
所以我對香港（單車隊）
也不只是責任。」 沈金
康昨晚在香港單車隊祝
捷晚會上這樣說道。雖
然他仍未決定來年3月
約滿後的去留問題，但
語氣中卻透着無限不捨
，並已為下屆奧運作出
部署。沈金康希望老將
「阿寶」 黃金寶可以成
為自己接班人： 「我十
分支持弟子黃金寶開展
其教練生涯。」 沈教練
表示，希望黃金寶能在
40歲前完婚，更說無論
「阿寶」 需要放多久的
假，他都會批准。

▲沈金康（右三）力撐弟子黃金寶（右一）轉型為教練，繼續
輔助港隊後輩 本報攝

▼李慧詩（左一）及梁峻榮（右一）贈送紀念品予香港單車聯
會主席梁適華（左二）及香港單車聯會永遠榮譽會長胡法光
（右二） 本報攝

▲李慧詩對以自己為主角的小版張郵票愛不
釋手 本報攝

▲

李娜順利鎖
定年終賽最後
一個席位

新華社

沈金康沈金康支持支持阿寶阿寶執教鞭執教鞭

▲踢法勇猛不怕死的林家亮，今季在南區 「由
守轉攻」 ，成為中場線一員 本報攝

▲昨晚賽前有默哀儀式，悼念南丫島海難的遇難者 本報攝

【本報訊】今季表現大上大落的港甲足球隊流浪，昨晚大踢翻身戰
，送大禮式先失兩球後，最後20分鐘連入3球，作客3：2反勝公民，
一舉升上聯賽榜次席。

流浪劉念溢魯莽的剷截導致輸 12 碼球、陳韶遠出腳解圍稍一遲疑
，造就公民金寶與迪天奴入波。不過，整場比賽攻勢甚多的流浪，在最
後20分鐘踢出進攻高潮，林學曦、楊賜麟與美路史拿域各建一功，助
流浪反敗為勝。

之前效力公民、去季未有入球的楊賜麟，首次倒戈即有進帳，他賽
後說： 「70分鐘失第2球，立即想起銀牌首回合對公民大敗，所以隊友
們都互相鼓勵，不容大家像上次垂頭喪氣，最後反勝感覺太美妙。」

另外，在第2、3周聯賽 「2黃1紅」被逐的4名甲組球員，被足總
紀律委員會判罰停賽2場，經上訴獲 「減刑」為1場。

流浪流浪33：：22翻身勝公民翻身勝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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