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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射
擊射箭隊進行為期兩天
的教練員競聘大會，王
義夫繼續競聘射擊隊總
教練一職，由於只有他
一人報名，王義夫將鐵
定繼續執掌國家隊，征
戰里約熱內盧奧運會。

領軍征戰里約
據新浪體育消息，

本次競聘會為各隊總教
練和各項目主教練競聘
，競聘周期為4年，到
里約奧運閉幕為止。據
了解，射擊隊總教練只
有王義夫一人報名，這
一職位自然會繼續由他
擔任。根據射擊中心的
新規定，超過55歲的教
練這次不能報名，原飛
碟隊教練孫盛偉已經57
歲，所以這次沒有報名
，高娥是飛碟隊總教練
的唯一候選人。射擊、
射箭、飛碟三隊總教練
競聘中，只有射箭隊教
練存在競爭，王又群和
劉希源將進行競聘。

另外，射擊隊還舉
行了倫敦奧運總結研討
會，總結了奧運會中的
經驗問題。

廖輝上訴成功獲減刑
■本報訊：北京奧運會舉重冠

軍廖輝將提前解禁復出。湖北省重
競技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賈濤前天表
示，廖輝早前就服食禁藥一事向國
際體育仲裁法庭上訴，最終成功爭

取禁賽期由原本的4年變為2年。賈濤表示，廖輝目前正
在八一隊訓練，備戰明年的全運會男子舉重69公斤級項
目。

周蘇紅深受球迷愛戴
■本報訊：前中國女排隊長周蘇紅雖然已退出國家

隊，但為備戰明年的全運會，她本季加盟浙江女排。雖
然浙江女排在前天不敵北汽女排，但周蘇紅上場依然換
來全場球迷雷動的歡呼和掌聲。周蘇紅賽後說： 「對於

我們這批老將來說打一場少一場，我多想再多打積分、
再多打幾局，展現最好的自己。」她並對每次上場都獲
得球迷支持而感到高興和感動。

張寧為愛女擺滿月酒
■本報訊：兩屆奧運會羽毛球女單冠軍、現任中國

女單教練的張寧，前晚與丈夫李昂在北京為女兒擺滿月
酒，包括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等國羽成員均有到
場祝賀。席間，張寧發表感言，更一度感動落淚，之後
與丈夫和愛女合照，盡顯幸福之情。

傅家俊弄瓦之喜
■本報訊：剛獲得明年2月的桌球海口世界公開賽正

賽資格的港將傅家俊，昨在微博與球迷分享弄瓦之喜，
他表示，其妻子在英國誕下一女，重7.4磅。雙喜臨門的
傅家俊並透過微博感謝各界的關心。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十二日消息：拿殊在
骨折倦勤24場比賽後回歸，於周六NBA常規賽作客勇
士一役的關鍵時刻，他帶領湖人在一度落後14分的情
況下大舉反擊，最終在加時後以118：115險勝勇士。
拿殊賽後表示，自己並不是救世主。

拿殊受傷後缺席了近兩個月的比賽，間接令湖人
在開季的表現難以令球迷滿意。這場比賽，拿殊後備

上陣拿到12分和9次助攻，當中包括第四節關鍵時刻反超前的
一記三分球。今仗上陣41分鐘的拿殊賽後表示： 「受傷的地方
還是有一點痠痛，但沒有大礙，只要保持現況，我便能繼續前

進。」

獲迪安東尼讚賞
對於愛徒復出首秀便帶領球隊逆轉反勝對手，湖人主帥迪

安東尼毫不掩飾地讚賞道： 「拿殊的回歸改變了球隊的整個狀
況，有他在場上，我們完全變成了另一支球隊。」

本場比賽的另一個焦點，是湖人主將高比拜仁雖然連續第
8場獲得30分或以上（今仗取得34分），並取得自己職業生涯
的第400次30分或以上，但他全場的出手次數高達41次並只命
中當中的16球，再度被外界批評其獨食。

【本報訊】據日本《報知體育》報道，現
角逐港甲的橫濱FC（香港）已向母會、日乙
球隊橫濱FC提出借用前日本國腳三浦知良
，該名45歲老將目前與橫濱FC尚未簽訂新
合約，並且獲下季升上日本第3級聯賽JFL的
SC相模原青睞，其去向備受日本傳媒關注。

明年2月46歲
橫濱FC（香港）董事總經理太田博喜

在上周四表示，球隊下半季計劃中的日本外
援只有兩人，但不排除有變。到昨天《報知
體育》爆料，橫濱FC（香港）在上周六向
母會提出借用三浦知良，但同時獲橫濱FC

及SC相模原開出兩年合約的三浦知良，尚
未決定今後去向。《報知體育》形容明年2
月滿46歲的三浦知良，引來香港、日本球會
之間的爭奪戰，更說 「皇帝（三浦知良外號
）的決定引人注目」。

《報知體育》說，港、日兩地聯賽水準
有明顯距離，但加盟港甲球隊對三浦知良仍
會是一個挑戰，同時橫濱FC（香港）有大
批年輕球員，三浦知良將可成為球隊的精神
支柱。三浦知良目前仍保持日本職業聯賽年
紀最大入球球員的紀錄，今年10月還代表日
本角逐5人足球世界杯，職業球員生涯入球
超過二百球。

【本報訊】香港足球代表隊目前世界排名第160名
以外，但在熱愛本地足運的桌上遊戲設計師與香港足總
合作之下，港足職球員得以跟世界級球星同樣躍然於遊
戲卡牌之上，成為推廣本地足運的新媒介。有幸成為首
批港足遊戲卡牌角色的港足署理主教練金判坤、前鋒麥
基，大讚自己的卡通形象 「型過真人」。

在足總授權下，桌遊生產商MK Workshop推出以
港足為主題的卡牌遊戲擴充包，當中包含金判坤、盧均
宜、黃洋、麥基與葉鴻輝。 「非常英俊，眼鏡更跟我現
在戴的很相似。」金判坤看自己在 「Victory 3」卡
牌遊戲的卡通形象時笑說： 「我的臉也比真人寬容，看
起來不似有很大壓力呢。」一旁的麥基也開玩笑說： 「
如果我的卡牌特殊功能加入高速推進、耐力就更好了，
我也想像遊戲中的自己一樣，射術有加乘效果。」

是次推出的港足人物遊戲卡，每款印數2000，除販
賣之外，足總會留起部分作紀念品，如外界反應理想，
更有望明年推出其他港足球員的卡牌。遊戲設計師之一
的黃敬希表示： 「我們希望能繼續推出港足甚至球會球
員的遊戲卡，甚至真人相片的卡都會考慮。」黃敬希續
說，是次跟足總合作只需支付合理的授權費，李康廉、
陳肇麒等港足主力會留待將來出卡，他說： 「一些高呼
聲的球員還未出卡，是為了製造玩家期待的氣氛，加速
下一批遊戲卡的推出。」

有助本地足球發展
金判坤相信，透過遊戲可讓港足更為人認識，他說

： 「當大家玩遊戲時，就會想起港足，這有助香港足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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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由我委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承辦的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將
於2013年4月20日至21日在內地和香港同時舉行。有意報考者
，務請留意下列事項：

報名日期 - 2013年1月4日至9日（星期日休息）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5:00

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名地點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17號3樓）
報名手續 - 舊生須持本人准考證辦理續考手續。新生和尚未

採集電子相片的舊生須在報名時採集電子相片，
以用於考試管理和畢業辦證。

考 試 費 - 每科為港幣660元
查詢電話 - 3628 8711

廣東省自學考試委員會
2012年12月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十八溪粵菜館

現特通告：戴錦坤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駱克道353號三湘大廈30樓現向酒牌局
申請把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
場8樓801室十八溪粵菜館的酒牌轉讓
給梁笑明其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53
號三湘大廈30樓。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
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24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Eighteen Brook Cantonese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Dai Kam Kwan
Michael of 30/F.,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Eighteen Brook Cantonese
Cuisine at Unit 801, 8/F., Convention Plaza, 1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o Leung
Siu Ming of 30/F.,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4-12-2012

拿殊回歸 贏波慶祝

湖人主將高比拜仁在昨天的比賽全場投
籃41次，雖然令他再度成為全場比賽的 「得
分王」，但其極低的進攻效率，令人不禁懷
疑其決定是否正確。若非隊友拿殊昨仗表現
突出力挽狂瀾，湖人或許會再度迎來敗仗。

高比昨天41投16中，更只搏得1次罰球，與平日的表現大相
逕庭，如果在其手感不佳的時候對隊友多點信任，讓他們放手一
搏，效果或會更好。要知道，高比在取得個人職業生涯最高的81
分那場比賽中，起手次數也只是46次。

給夏登比下去
另一邊廂，火箭的夏登昨仗取得31分，雖然較高比的34分少

，但夏登只打了三節比賽，並只用了13次出手機會便輕鬆獲得30
分或以上的成績，與之比較下，高比的出手決定可說是相形見絀。

特稿

高比應多點信隊友高比應多點信隊友
青青 月月

▲麥基（左）與金判坤（右）同表示，遊戲卡牌有
助本地足球發展 本報攝

隊長陳旭智的失誤對大埔來說如噩夢一
場，門將李瀚灝無奈拉跌屯門的凌琮，輸12
碼球之餘更領紅牌被逐，屯門的比圖射入決
定性的一球。縱然大埔10人應戰下踢出好表
現，但比賽末段有黃志聰被逐的屯門守住勝
果，昂然進佔聯賽榜季席，相反，大埔僅多
榜末球隊晨曦兩分，降班危機深重。

傑志大破流浪
至於首循環壓軸戲，流浪並沒有刻意死

守，更積極向傑志進攻，但防線缺少中堅沙
薩及翟廷，兩閘人選又是進攻位置出身的
羅曉聰及鄭璟昊，難以制止表現不再慢熱的

傑志以兇猛火力入球，流浪的基奧雲尼、劉
松偉曾分別追至1：2、2：4，但未能多入一
球咬住傑志，反被對手拉開比分贏7：2，干
拿高、佐迪各入兩球，劉全昆、朱兆基與鄭
少偉也有一球進帳。

傑志總領隊伍健賽後表示，攻入7球有
助球員提升信心，干拿高移後踢中場也有不
俗效果。伍健之後少有地嚴辭表達對球證的
不滿。

流浪排名跌至第4，總監李輝立認為，
昨仗大敗非災難性結果，他說： 「7個失球
之中有5球算是自找的，但慶幸球隊還有攻
力，我對球隊仍有信心。」

財困仍以第3完成首循環

港足遊戲卡牌型過真人

三浦知良或亮相港甲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日期

12月26日

註註：：只列甲組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對賽球隊

公民對南華

大埔對南區

賽事賽事

足總杯

足總杯

場地場地

旺角大球場

九龍灣公園

時間時間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屯門踢出爭氣波屯門踢出爭氣波
【本報訊】上月因財政緊絀，全體職球員要 「7折出

糧」 的港甲足球隊屯門，昨以1：0贏下對大埔的 「新界打
」 ，在眾志成城下以第3名完成首循環聯賽，十分爭氣
。另外，傑志於一場進攻足球的比拼下以7：2大勝流浪，
穩守聯賽榜次席，僅落後南華一分。

港
甲
組足球聯賽

▲

拿殊（右二）與高比拜仁（右三）合力為
湖人再奏凱歌 法新社

▲流浪門將梁興傑昨仗失
7球，非常無助 本報攝

▲

流浪的楊賜麟
（右二）與傑志
球員干拿高（右
三）力爭皮球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