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大賽車澳門大賽車

港高球賽港高球賽

76人
塞爾特人
公鹿
火箭
雷霆
木狼
小牛

太陽

快艇
勇士

76：94
98：93
99：85
100：96
97：107
87：89
107：101
100：100
（加時106：112）
107：100
92：88

活塞
爵士
溜馬
黃蜂
灰熊
山貓
巫師

公牛

熱火
雄鷹

周三周三NBANBA賽果賽果
主 場 比 分 作 客

簡訊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B18 責任編輯：蔡偉恆

1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周五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六早上8時

周六早上8時

周六早上8時30分

周六早上9時

周六早上9時

周六早上10時30分

周六早上11時

周六早上11時

周六早上11時30分

主

76人

溜馬

活塞

黃蜂

木狼

灰熊

帝王

拓荒者

湖人

客

爵士

小牛

魔術

雷霆

勇士

紐約人

雄鷹

火箭

太陽

直播

now635台

now678台

now635台

林嘉緯小腿腓骨骨裂
東亞杯將缺陣 主帥大感無奈

【本報訊】前晚作客馬來西亞是香港足球
代表隊出戰東亞杯第2階段外圍賽前最後一場
比賽，署理主教練金判坤表示，球員在該仗
25分鐘後體力明顯下降，憂慮9日4戰的東亞
杯對港腳構成重大考驗，將與甲組會商討港足
以後逢周二進行高強度訓練，改善港腳體能的
可行性。

擔任港足署理主教練的首戰就迫和大馬，
並沒有令金判坤對兩周後的東亞杯感到樂觀，
他說： 「周三晚的比賽，25 分鐘過後港足中
場的速度開始放緩，球員體力急降相當明顯，
我對此非常擔心，如果港足球員不提升體能水
平，是沒辦法在國際賽場保持競爭力，比賽踢
到 60 分鐘後就吃不消。戰術方面，我希望中
場球員找不到進攻機會時，應保持控球在腳，

周三晚他們急於將球送前，受壓時也欠技術去
保持控球。令我高興的是，港腳的精神和鬥志
始終都很旺盛，踢出團隊精神。」

金判坤：體能差乃致命傷
金判坤憂慮體能不足，成為港足在東亞杯

的致命傷，因此，他想跟甲組會商討提高港足
的訓練強度：「香港球員甚少9天4場比賽的經
驗，體能狀況是我最擔心的。我會跟球會討論
港足的訓練強度，希望由港足負責球員的狀態
調整，逢周二進行大運動量、高強度的訓練。」

港足日內將敲定東亞杯的名單，下周二起
備戰，金判坤表示已沒有時間在戰術上作調整
，只能在團結、合作精神方面下工夫，並且調
整球員的狀態。

【本報訊】香港足球代表隊 「10
號仔」林嘉緯前晚在國際賽受傷，初
步檢查後證實左腳小腿腓骨骨裂，肯
定無法在下月初的東亞杯第2階段外
圍賽上陣。這名獲署理主教練金判坤
高度評價的進攻中場缺陣，令金氏大
感頭痛，只能無奈地嘆氣。

林嘉緯昨午要由機場人員以輪椅

接送，傑志已聯絡隊醫安排進一步的
檢查以確認其傷情，據馬來西亞當地
醫生估計，林嘉緯將要休息4至6周
，他說： 「最快要到明年1月才可復
操，肯定趕不及踢東亞杯，我對這項
比賽頗為期待，踢不到難免失望。」

港足缺少了一員中場主力，金判
坤相當無奈，他說： 「我非常傷心，
嘉緯是隊中唯一有上佳的創造力、可
以憑技術、和足球智慧帶來驚喜的球
員，我要盡快找出替代人選，不論是
老將、年輕球員都會考慮，最重要是
跟嘉緯踢法接近的。」

另方面，因傷錯過了港足過往兩
場國際賽的中甲廣東日之泉中場梁振
邦，早前雖有在港足跟操，但他表示
傷愈後一直未有進行常規訓練，回港
後也未曾跟金判坤聯繫，預計入選港
足東亞杯名單機會甚微。

港足擬逢周二谷體能
將與甲組會商討可行性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四日消息：火箭得分王夏登再次發威
，於周三的NBA常規賽主場對黃蜂一役，攻入全場最高的30分，協
助火箭以100：96擊敗黃蜂。美籍華裔球星林書豪今仗手風一般，全
場僅得4分收穫，創下今季新低。

夏登首節便轟入 12 分，但球隊卻未能取得優勢，直至第 2 節火
箭在分半鐘內連入 4 個三分球，才得以拋離黃蜂。最多領先 20 分的
火箭，在末段更被黃蜂窮追猛打，G華斯昆斯的三分球更令球隊在最
後兩分鐘追至96：98，幸好P柏德遜末段跳投命中再度拉開比分，加

上火箭成功守住黃蜂攻勢，才得以贏波而
回。

熱火不敵快艇
同樣奪得 30 分，熱火的勒邦占士未能

以一己之力帶領球隊贏波，球隊作客以
100：107 不敵快艇。由於隊友保殊及華迪
表現低迷，合共只有 17 分進帳，令 「大帝
」需要兼顧進攻及防守重任。

然而快艇主力基斯保羅及B基芬今仗都
有水準演出，兩人同樣貢獻 「兩雙」，前者
有 16 分及 10 次助攻， 「入樽王」B 基芬則
進帳 20 分及 14 個籃板，幫助快艇以 7 分之
差勝出，將主場連贏熱火場數增至5場。

【本報訊】「一哥」麥萊爾首日
失威！世界排名第 1 的北愛爾蘭高
球手麥萊爾，在昨晨展開的香港高
爾夫球公開賽，以高標準 3 桿的 73
桿完成首輪比賽，僅並列93位。世
界排名 500 以外的西班牙球手科洛
姆，暫以低標準6桿的64桿領跑。

麥萊爾首輪成績 「低開」，第
1個洞吞下高標準1桿的 「柏忌」，
18 洞共錄得 4 次 「柏忌」、只抓獲

1次 「小鳥」（低標準1桿），在著
名網球手女友禾絲妮雅琪捧場下失
威。總結首天表現，爭取衛冕的麥
萊爾說： 「我好像缺少了能量，精
神、體力上都感到昏沉沉的。起初
感覺還可以，但越打就越欠鬥志，
可能上周後（登上美巡賽、歐巡賽
獎金榜首位）有點鬆懈。」 「一哥
」還表示昨午天色陰暗而且風勢加
強，也令自己更難發揮。

來自西班牙的兩屆冠軍占文尼
斯打出 65 桿的成績，並列第 2 名，
中國老將張連偉與韓國球手梁容銀
等5人，以66桿並列第4。

夏登助火箭勝黃蜂夏登助火箭勝黃蜂
林書豪手風一般得分今季新低林書豪手風一般得分今季新低

▶火箭射手夏登（前）被黃蜂的G華斯
昆斯撞至人仰馬翻 美聯社▲快艇的B基芬（左二）在熱火球員的夾擊下

爭搶籃板球 法新社

【本報訊】輪椅劍擊世界杯 2012 香港站賽事，將於下
月13至16日在馬鞍山體育館舉行。今次比賽共有10個國家
及地區近70名選手參加角逐，東道主香港亦會派出余翠怡
等倫敦殘奧會獎牌得主，夥拍一眾新秀參賽，務求以老帶新
備戰2016年的里約熱內盧殘奧會。

今次是香港歷來第3次舉辦賽事，此賽亦是亞洲區唯一
的輪椅劍擊世界杯比賽。世界杯同時是明年匈牙利世錦賽及
里約熱內盧殘奧的排名計分賽，因此吸引不少好手角逐，除
了香港派出25人出戰外，中國亦會有14名好手參賽，包括
在倫奧奪得銀牌的田建全及伍百麗。

主隊以老帶新
有主場之利的港隊將會以老帶新上陣，教練王銳基表示

，希望年輕選手吸取經驗，及搶分以出戰明年的世錦賽。他
點名稱讚在昨日記者會中作出比賽示範的吳弛烽及梁肇麟，
指兩人是球隊未來的棟樑。賽事設有男女子重劍、花劍及佩
劍個人項目，以及男子重劍及女子花劍團體項目。

今次賽事獲賽馬會贊助，同時並會協助殘奧會將推行為
期兩年的輪椅劍擊發展計劃，在社區推廣該項運動。

胡贇及港羽女雙出局
▉本報訊：港隊代表胡贇昨日在上海

進行的中國羽毛球公開賽失利，男單次圈
以直落兩局 10：21、17：21 不敵中國的
陳金，無緣晉級。港隊女雙組合潘樂恩／
謝影雪亦在次圈行人止步，面對4號種子
、丹麥的佩蒂森／卡米拉，港隊組合雖然

先贏 21：18，但之後連輸兩局 18：21、16：21，以局數 1：2
出局。中國隊方面，男、女單頭號種子諶龍及王儀涵在次圈都
順利贏波晉級。

中國體操隊再獲4金
▉據新華社福建莆田十四日消息：在此間舉行的第五屆亞

洲體操錦標賽14日結束了男子跳馬、雙槓、單槓和女子平衡
木、自由體操最後五個項目的決賽。中國姑娘商春松發揮出色
，拿下平衡木和自由體操兩項冠軍，男隊選手周施雄和劉榕冰
分獲雙槓和單槓金牌。男子跳馬冠軍被朝鮮老將李思光拿下。

商春松在平衡木、周施雄在雙槓項目上都是最後一個出場
，他們分別以 6.4 和 7.0 的最高難度分完成了比賽，成績分別
為 15.225 分和 15.975 分。在自由體操項目上，商春松拿到
14.600分；在單槓項目上，劉榕冰拿到15.900分。

此外，中國選手還收穫2枚銀牌、3枚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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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萊爾首日失威

▲港隊代表梁肇麟（左）及吳弛烽示範輪椅劍擊比賽
本報攝

◀港足署理主
教練金判坤昨
返港 本報攝

◀左腳小腿打上石膏的林嘉緯（中）
，要以輪椅代步 本報攝

▲葡萄牙車手卡尼拉在行駛中失控撞欄，電單車焚毀 新華社

◀卡尼拉（着白衣者）進行緊急救治，經送院搶救無效後死亡 新華社

葡車手卡尼拉葡車手卡尼拉
【本報訊】昨日展開的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發生車手撞車意外身亡事件。葡萄牙車
手卡尼拉參加電單車大賽的排位賽，在駛過
漁翁彎時失控撞上圍欄，送院後證實不治。

為期4日的澳門大賽車昨日揭開序幕，
上演各賽事練習賽，以及三級方程式和電單
車大賽的首回合排位賽。奪命撞車意外在壓
軸的電單車大賽排位賽發生，33 號的葡萄
牙車手卡尼拉在駛過漁翁彎時失控撞欄，賽

車嚴重損毀及起火，卡尼拉當場重傷昏迷，
賽會醫護人員立即進行搶救，並送往澳門山
頂醫院，經搶救後傷重不治。

卡尼拉現年 36 歲，今年是他第 7 次參
加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他曾於 2008
年取得第 4 名。今次是澳門大賽車自 2005
年後，再次有車手在比賽中意外死亡，法國
車手邦浩爾在該屆比賽的電單車大賽練習賽
中，同樣因彎位意外傷重不治。

發生撞車意外後，賽會宣布比賽腰斬，
並以意外前的成績作為排位時間，7屆冠軍
路達以2分28秒326取得桿位發車資格。今
日賽事將繼續進行練習及排位賽。

參加電單車賽失控撞欄

意外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