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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本地足球迷對居港
滿7年後代表香港足球隊踢國際賽
的球員，記憶最深莫過於 97 年為
港足射破泰國大門的英國中鋒譚
拔士，以及高尼路、卓卓和攻破
韓國大門的羅倫士。但說到入籍
港腳的 「老祖宗」，就要數前香
港足球先生山度士的父親 A.G.山
度士，而屬香港甲組首批職業外
援的 「耶穌」居里、 「傻俠」麥
哥利也分別在 1979 年、1980 年為
港足踢了亞洲杯、世界杯的外圍
賽。

回歸之前，非在港出生的外
籍球員只要連續居港滿7年，成為
香港永久居民即可為港足披甲踢
國際賽，首位循此途徑代表港足
的洋將是在 1954 年出戰亞運會的
A.G.山度士，這名葡萄牙籍球員
還征戰了 1956 年亞洲杯，至於警
察中鋒窩利士就是早年港足洋將
中出賽次數、入球最多的一人，
在1964年至68年間踢了20場比賽
入了8球。

港甲職業化後開始有球會聘
用外援，1969 年來港加盟流浪的
居里、麥哥利，1971 年加盟加山
的安德遜，是首批外援轉本地球
員身份後代表港足的球員，到九
十年代就有譚拔士、摩亞、昆查

與基保。回歸之後，外援居港滿7
年後，還要放棄原有國籍，申領
特區護照轉中國籍才可代表港足
踢國際比賽，前喀麥隆奧運腳卓
卓、巴甲兵高尼路因此成為了中
國人，不過，近年最成功的 「入
籍兵」應數成為港腳後轉戰中超
的高梵。

由 2009 年東亞運奪金、10 年廣州亞運
入 16 強、11 年龍騰杯以至到本月初的東亞
杯外圍賽，香港隊在中堅位置上除了年屆
30 的李志豪、陳偉豪，再沒有可以壓場的
人選可用，而東亞杯逾半主力年過 27 歲，
也令金判坤難以迴避陣容 「老化」的問題，
無奈 10 年前青訓荒廢導致球員斷層，港足
眼下只能透過游說居港滿7年、已成為永久
居民的外籍球員入籍，解決燃眉之急。

金判坤︰須具為港奮戰精神
「即使在韓國，這種做法也獲人認同，

不過，因為韓國青訓完善，能確保大批有質
素的新秀接班，所以國家隊毋須依賴入籍球
員。」金判坤認同網羅球員入籍，是港足眼
下出路： 「新加坡，卡塔爾都有不少入籍球
員踢上國家隊主力，如果港足某些位置、例

如中堅沒有人接班，何不嘗試以此做
法解決問題？」同時主導青訓工作的

金帥表示，1998 年至 2000 年出生
「小港腳」極具潛質，但即使有

充足的金錢、場地、教練團隊支援，也要等
上5至7年才能晉升至大港腳，游說外籍球
員入籍填補個別位置的不足，是有效的短期
策略。

金判坤認為，省港杯或其他非正式國際
賽，是港足觀察 「準入籍兵」能力的良機，
因此，他在今屆省港杯集訓名單加入了正申
請特區護照的科夫、金寶、積施利，以及持
愛爾蘭籍、但有資格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謝
家強，以燃點他們為香港而戰的心，他說：
「以選謝家強為例，我認為他有潛質成為港

足未來支柱，雖然未知他最終是否願意代表
香港踢國際比賽，但我必須以行動鼓勵其轉
國籍。」

不過，金判坤也提出了 「寧缺勿濫」的
前 提 ， 要 求 「入 籍 兵 」 具 備 「Die for
Hong Kong」的精神： 「具備為香港而戰的
熱誠是最基本的，球員不能抱入籍踢港足是
為獲取好處的心態。中東球隊就試過有球員
為利益而入籍，欠缺代表國家的心，到頭來
只會破壞團隊精神。」

港足未來會延攬優秀的本地洋將入籍
，勢將對土生港腳構成衝擊，港足首席射
手陳肇麒對此表示歡迎，認為更大的位置
競爭將令球員進步，但他說招 「入籍兵」
並非長遠計，做好青訓仍是治本之法。

「多用入籍球員不成問題，外國也有
這樣的例子，球員間有更大競爭、爭位踢
，才會有進步。大家都想港足好，如果這

批球員入籍對球隊實力有幫助，不會
是壞事。」陳肇麒表示，以 「入

籍兵」解決眼前斷層問題，
長遠仍是以青訓打好港
足的根基： 「最重要還

是培育年輕球員接班，因為外援住滿7年
，再申請特區護照，獲批後都不再年輕了
，所以還是要從青訓入手。找夠期的洋將
入籍可解決眼前的難題，但始終不是長遠
的策略。」

去年省港杯曾為港足披甲、已申請特
區護照的積施利表示，球員在港住滿7年
再選擇入籍，證明他們渴望為港足效力：
「我在香港已住了很長時間，這城市已給

我家的感覺，所以我對轉換國籍沒有猶豫
，只想快點踢國際賽。也許有球迷會不喜
歡港足有太多入籍球員，我希望以港足成
績來證明這做法有效吧。」

解港足後繼乏人之策解港足後繼乏人之策

香港體育學院足球部解散，千禧年後多支
甲組隊停辦青年軍，香港球圈過往十多年培育
接班人的工作成效不顯著，令香港足球代表隊
面臨後繼無人的危機，特別是 「90後」 一代有
潛質接班者不多，依靠入籍球員撐住局面的時
代悄然而至，現任港足署理主教練兼香港青年
軍主教練金判坤也主張以此策略緩解眼前危機
，包括本月29日舉行的省港杯在內的非正式國
際賽就成為港足觀察 「準入籍兵」 的成效。

本報記者 李恆基

已屬本地球員身份的
積施利、科夫、金寶、法
圖斯申請特區護照，爭取
趕及在亞洲杯外圍賽為港
足披甲，只要申請獲批，
連同已入籍的麥基、高梵
，港足將以一套史上最多
「入籍兵」 的陣容出戰國
際比賽，未來將有另一批
球員夠期可以入籍，港
足或會迎來一波 「入籍
兵」 高峰。

大埔 「快馬」 安
基斯近期將可轉為本
地球員身份，公民老
將迪天奴明年中
也居港滿7年
，加上 2014
年夠期的伊達
、基藍馬、羅拔圖，
港足未來兩年不論攻
、防都有充裕的 「準
入籍兵」 可以選擇，
如公民的保連奴、艾
里奧留效港甲隊至
2015 年，也將獲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屆
時港足應不乏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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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冠次數
廣東(20次)、香港(14次)

均曾代表廣東隊、香港隊
李海強

外援限制
自第21屆起撤銷外援名額限制

歷屆神射手
謝育新(廣東隊，6球)
近五屆冠軍球隊
2012年 香港隊
2011年 廣東隊
2010年 廣東隊
2009年 香港隊
2008年 香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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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 入選港隊球季（年度）

A.G.山度士 53/54

杜永權 58/59

窩利士 63/64至67/68

麥拉倫 65/66

安德遜 78/79

居里 78/79

麥哥利 80/81

譚拔士 96/97至97/98

羅倫士 03/04至04/05

卓卓 05/06至10/11

高尼路 06/07至08/09

高梵 10/11至今

麥基 10/11至今

轉籍披甲港足多實例 陳肇麒︰短期提競爭性
積施利︰渴望為港貢獻

第三十五屆省港杯賽程
日期 開賽時間 比賽場地
12月29日 下午3時 惠州奧林匹克體育場
1月1日 下午3時 旺角大球場

入籍兵入籍兵省港杯試成效省港杯試成效

◀左起︰謝家強、積施
利、金賓、科夫與麥基
，成為這次省港杯爭冠
的主力

▲麥基加入▲麥基加入
港足大大增港足大大增
強前線活力強前線活力

▼喀麥隆守將卓卓（右）是近
年入籍兵較成功例子

▲ 「快馬」
高梵在中超
也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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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強的▲謝家強的
高大身材可高大身材可
補防線不足補防線不足

▲積施利出▲積施利出
擊能力頗強擊能力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