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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闊別港甲足球聯賽逾三十
二年的元朗區體育會足球隊，目前在港乙
聯賽領先，有望來季重返甲組，總領隊王
威信表示，球隊已開始為來季籌謀，首要
是物色贊助，以確保有財力留住以陳浩然
為首的教練團及球員，球隊一旦升班將以
元朗大球場為主場，這意味港甲球隊太
陽飛馬或要另覓主場。

已為升班籌謀
王威信昨表示，元朗若來季重返甲組

，會優先考慮留用升班功臣，並且吸納兩
、三名加盟了其他港甲球隊的區內青年球
員，教練人選也屬意續用陳浩然、法比奧
與劉志強，惟能否如願 「埋班」就要視乎
球隊財力，他說：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
錢，目前已在斟介下季的贊助，希望能以
合理條件留用球員和教練。要思考另方面
，球隊如何運作，因為很多球員都有正職
，到底要他們全職踢波還是容許兼職？」

元朗一旦升班，便會以元朗大球場為
主場，目前以該球場為主場的飛馬或要另
覓場地，王威信說： 「球場草地去水系統
和一些設施已用了四十多年，加上場地經
常舉行學校陸運會，要容納兩支港甲球隊
，就要跟康文署再協調，但足總目前的想
法仍是地區球場只容納一隊。」

另外，元朗昨於初級銀牌8強以1：0
淘汰港會；東方沙龍則以1：1戰平天旭、
互射12碼勝3：0而入4強。

【本報訊】香港體操隊的奧運會代表石偉雄和黃
曉盈，一連兩天在馬鞍山體育館舉行的2013年全港競
技體操國際邀請賽中橫掃6金3銀1銅，黃曉盈更首次
在港施展其自創的平衡木上法─ 「黃曉盈上法」，
讓現場觀眾大飽眼福，她對能獲得國際競技體操聯盟
通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動作而感到非常榮幸，又表示
會繼續嘗試更多新的自創動作。

負傷上陣的石偉雄前天於全能取得1銅，在昨天
的個人項目，他於跳馬和雙槓均奪冠而回，在單槓和
鞍馬亦取得兩銀，他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但希望
能擺脫已纏繞自己一年的肩傷，在未來的比賽有更好
的發揮。

盼創更多新動作
黃曉盈在前天的全能封后，她於昨天的高低槓、

跳馬及自由體操均技壓群芳，在平衡木上亦憑其自創
動作而奪得1銀，她對自己的表現也感到滿意，又對
能首次在港展現她的自創動作而感到榮幸和高興，她
說： 「希望在未來能獲得更多靈感，創出更多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的動作。」

傅家俊送女兒大禮
■綜合外電英國十二日

消息：香港桌球好手傅家俊
為初生女兒送上一份大禮，
他在周六的中國公開賽資格
賽最後一圈以局數5：0完勝

威爾士的鍾斯，取得今年3月底舉行的中國賽正
賽資格。同樣殺入正賽的還有中國的左手名將梁
文博，他延續自己在資格賽的好狀態，以5：1輕
取英格蘭球手湯福特。另外兩名中國球手肖國棟
和陳均以4：5憾負，被擋在正賽門外。

國羽韓國賽取佳績
■本報訊：中國羽毛球隊昨在韓國公開賽決

賽勇奪2金4銀的佳績，成為最大贏家。混雙決賽
重演倫敦奧運會決賽戲碼，結果中國的張楠／趙
芸蕾苦戰3局後再度擊敗隊友徐晨／馬晉奪冠；
于洋／王曉理則在女雙以直落兩局擊敗同胞馬晉
／湯金華封后。男女單方面，馬來西亞好手李宗
偉以直落兩局擊敗國羽的杜鵬宇稱王；國羽的王
適嫻以12：21、20：22不敵東道主球手成池鉉，
屈居女單亞軍。男雙冠軍由韓國的李龍大／高成
炫取得。

岩士唐或認用禁藥
■據新華社北京十三日消息：據報道，相關

知情人士說，前美國單車手岩士唐將在下周做客
脫口秀女王奧普拉的訪談節目時，部分承認自己
使用禁藥的行為。由於並未得到授權公開發表這
一言論，該人士並未透露姓名，他同時表示，岩
士唐還將在電視節目中道歉。自去年美國反興奮
劑機構（USADA）公布了大量證據，證明岩士
唐使用禁藥以來，這位現年41歲的前美國單車傳
奇人物還未公開作出過任何評論。

【本報訊】綜合外電墨爾本
十三日消息： 「中國金花」李娜
被視為本屆澳洲網球公開賽的最
大黑馬，她在周日出席了賽前的

新聞發布會，不僅大談過去兩屆均將她淘汰出局的比利時好手
克莉施塔絲，更笑言澳網是自己最喜歡的大滿貫，因為她兩年
前正是在這裡第一次感覺到自己離大滿貫錦標如此接近。

時隔一年，李娜再度步入澳網的新聞發布大廳，她目前被
博彩公司視為繼世界 「一姐」、白俄羅斯的艾莎蓮卡、俄羅斯
「美少女」舒拉寶娃和美國好手 「細威」莎蓮娜威廉斯後，排

在第4的奪標熱門。再戰澳網，李娜被問及過去兩年均被克莉
施塔絲拒於門外，現在後者已退役而會否感到高興，李娜毫不
猶豫地反問： 「我為什麼要感到高興？我很期待可以和她（克
莉施塔絲）再打一場。」2011年，李娜和克莉施塔絲在決賽相
遇，去年則提前到準決賽火併，可惜兩仗李娜皆落敗而回，尤
其在去年，她曾手握4個賽點，最終竟被逆轉，讓她在賽後一
度落淚，那場比賽更被她形容為自己職業生涯最難忘的一役。

首次接近贏得大滿貫
李娜表示，2011年的決賽是她首次感到自己可以贏得大滿

貫，所以澳網絕對是自己最喜歡的大滿貫。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
十二日消息：林書豪低迷的狀
態，讓火箭未能在周六的NBA
常規賽擊敗主隊76人。林書豪
全場13投僅得2中，未能為球隊
提供足夠的火力，雖然隊友夏
登攻入全隊最高的29分，但火

箭最終仍以100：107告負，遭遇3連敗。

負76人遭3連敗
76人今仗共有5位球員得分達到雙位

數，加上火箭全場共有17次的失誤，讓
主隊得以終止自己的5連敗。對於球隊的

失誤，火箭主帥麥哈爾感到不滿，他說
： 「你不能就這樣（交出失誤）讓球隊
的攻勢被化解於無形。」他並認為球隊
目前正身處逆境，他說： 「我們未能取
得勝利，（遭遇連敗）我們必須找到贏
球的方式。」

對於球隊在最後時刻未能反敗為勝
，夏登表示： 「球隊打出了不錯的表現
，我們亦試圖反擊，可惜當我們把分差
縮小到兩、三分的時候，我們就耗盡了
所有能量。」林書豪在比賽中一度8投不
中，博取罰球亦欠佳，全場只取得4個罰
球，他命中了當中的3個。

周一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二早上8時

周二早上8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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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早上9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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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1月18日

1月19日

1月20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南華對大埔

屯門對晨曦

太陽飛馬對南區

流浪對公民

傑志對橫濱FC（香港）

賽事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場地

香港大球場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深水運動場

將軍澳運動場

時間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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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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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最喜歡澳網

元朗來季誓留陳浩然

▲元朗首要是物色贊助，以確保有財力留住以
陳浩然（右一）為首的教練團及球員 本報攝

▲東方沙龍中場黃鎮宇（左）突破天旭球員的
防守 本報攝

▲火箭球員林書豪（左）罕見地 「勾手」 上籃得分 美聯社

▲石偉雄（右）與黃曉盈（左）獲香港體操總會
頒發嘉許狀，以表揚兩人近年在國際賽事中有出
色的表現 本報攝

林書豪低迷 火箭無起色

【【本報訊本報訊】】昨午在足總杯初賽次回合派出逾半非主力與昨午在足總杯初賽次回合派出逾半非主力與
新兵上陣的公民新兵上陣的公民，，未有如銀牌未有如銀牌44強次回合般死守下強次回合般死守下，，給南華充給南華充
裕的進攻空間裕的進攻空間，，造就後者新援沙恩展現上佳的走位能力且射造就後者新援沙恩展現上佳的走位能力且射
入一球入一球，，但次回合大勝但次回合大勝55：：11、、總比分總比分77：：11淘汰公民而躋身淘汰公民而躋身88強強
的南華增援意猶未盡的南華增援意猶未盡，，足主羅傑承透露在轉會窗關上前會再足主羅傑承透露在轉會窗關上前會再
有新援加入有新援加入。。

【本報訊】代表香港角逐賀歲杯足球
賽的港聯其中10名球員，明午起由公眾投
票選出，餘下8人則由教練甘巴爾挑選。
香港足總副主席、南華足主羅傑承建議，
港聯應以傑志球員作為骨幹，確保球隊在
備戰時間有限下，仍可保持隊型及有固定
的踢法。

港聯4名領隊之一的羅傑承昨午表示

，港聯既然由甘巴爾執教，陣中最好有7
、8名傑志球員作重心，他說： 「最慘是
港聯沒有太多時間備戰，如果這隊選兩個
、那隊又選兩個，拉雜成軍，屆時不敵泰
超的蒙通聯或中超球隊上海東亞，便可說
『蛇年出蛇相』。另一個疑問是西班牙、

巴西球員能否合作得好？所以，最好是有
7、8個傑志球員作重心，球隊整體合作性

會好一些。」

重申絕對支持賀歲杯
羅傑承缺席了上周五的賀歲杯記者會

，但他重申對賽事是絕對支持，更透露4
名領隊要各自物色4.5塊場地廣告，他開起
玩笑說： 「找不到（場地廣告），我自己
『瞓落去』。」

羅傑承倡港聯靠傑志兵

保連奴、謝德謙突發性的傷患令公民失去預算，新援古斯達禾也要越俎
代庖負責進攻，令中前線人腳大幅調整的公民攻勢未見流暢，南華獲足夠的
空間進攻下，先有歐陽耀 「梅開二度」，前鋒沙恩狀態雖未十足，但相比
起橫衝直撞的摩路，其跑動更為有效，從而獲得不少射門機會，並把握了其
中一次。公民由辛祖射入12碼追至1：3，南華餘下兩個入球來自陸志豪與入
替沙恩的摩路。

新前鋒走位能力好
南華總教練廖俊輝給予沙

恩 「走位能力好，踢法有剛有
柔」的評價。羅傑承則表

明南華將再添
進攻球員，希望

轉會窗關上前能敲定。公民行
政總監貝可泓表示，昨臨場

要古斯達禾多負責進攻，
效果難免不佳，至於迪
天奴與中村祐人能否趕

及兩周後的銀牌決賽
，貝可泓說： 「其
中一個踢到半場，

我們已賺到。」

▲

公民新援古斯達禾（上）
攻門被南華門將葉鴻輝
攔截 本報攝

南華增援意猶未盡南華增援意猶未盡
淘汰公民躋身足總杯8強

▲南華前鋒沙恩（右）港甲首秀即
取得入球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