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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六日消息：
NBA東岸勁旅熱火驚濤駭浪下保住連勝走勢
。熱火於周三的常規賽主場對陣魔術，憑藉 「
大帝」勒邦占士奉上絕殺，以97：96一分險勝
，將隊史最佳的連勝紀錄增至16場。

勒邦占士絕殺破魔術
面對聯盟成績第2差的魔術，熱火本可贏

得更輕鬆，球隊在下半場曾領先20分，但魔術
在全場錄得25分及21個籃板球的N維斯域帶領
下，逐漸收窄差距，J尼爾遜完場前1分36秒射
入，更令魔術以96：93領先。落後3分的熱火
之後4次試射三分球都未能中鵠，只能由保殊
射入兩個罰球追近至一分之差。以往多次被人
詬病在末段關鍵時刻不敢出手的勒邦占士，今
次挺身而出，在最後3秒上籃得手，為球隊以
97：96反先。隨魔術三分不入，熱火亦得以
鎖定勝局。

今仗攻入26分的勒邦占士，在射入奠勝球
前兩度試射三分球失手，他賽後直言自己沒有
信心再遠射，決定放手一搏上籃搶分，他說：

「之前兩射不入後，我便告訴自己不可再嘗試
遠投，我一直保持耐性，尋找空檔突破防線上
籃，幸好我最終完成任務。」

勒邦占士為熱火奠勝，西岸球隊湖人球星
高比拜仁的演出亦不遑多讓，他在作客黃蜂一
役個人攻入42分，包括在完場前一段20：0攻
勢中獨得13分，帶領一度落後25分的湖人上演
絕地反擊，以108：102神奇反勝對手。

港足新獎金制下亞洲杯外圍賽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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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香港籃球總會主辦之2013年度香港銀牌籃球
賽男子高級組賽事今天鳴鑼，爭取衛冕的南
華獲得效力CBA球隊福建潯興的港將羅意
庭在休季期間回港助陣下，更具問鼎兩連冠
的本錢，該隊在揭幕戰出戰安青，晚上7時
於灣仔修頓室內場館舉行；尾場壓軸戰8時
40分角逐，由遊協與飛鷹對碰。銀牌採取雙
淘汰賽制，票價30港元，長者及學生優惠票
20元。

今鬥安青打頭陣
南華上屆重奪銀牌冠軍寶座，本屆是進

行衛冕，該隊繼續有羅意庭在休季期回歸，
這名於潯興打了3季的控球後衛，去年在
CBA錄得場均4.3分、2次助攻的成績，將是
南華爭兩連冠的重要一員。南華新兵只有前
安青的袁嘉豪，其餘球員包括林凱光、連浩

駿、留棟樑、劉子健、陳翊麟、陳張敏、譚
偉洋、周家駒、李劍煌、周健宏及李嘉耀，
今仗是寓操於賽。安青本屆陣容是有較大的
變動，加入了南青的張梓輝、黃梓軒及何倚
富；遊協的梁英豪，另有吳俊欣、施嘉朗等
年輕球員，配合原陣的鍾俊昇、張嘉偉、歐
陽展邦、胡兆智、蔡熾洪、溫梓豐及韓旭健
，相信首仗可讓球迷一新耳目。

遊協本屆同樣有頗大的變動，有王超望
、吳家麒、蕭劍榮、黎國尉、李卓然、潘嘉
駿及謝文喬，也有余永興回巢，留下效力的
球員有蘇志樂、林嘉良、李翹峰、凌君龍、
潘正熙及黃志偉，實力如何，今仗便有分曉
。飛鷹本屆只有永倫的呂楚威回巢及加入了
孫家駿，其餘球員包括高榮生、梁民熊、蘇
伊俊、莫家俊、羅文光、劉健明、曾憲鏜、
蔡龍德、凌嘉希、陳家進、陳耀祖及沈聰，
各球員合作經年，是銀牌的奪標黑馬。

【本報訊】為傑志下月在亞洲足協杯作客印尼
球隊巴東水泥而到該國 「探路」的總教練甘巴爾、
行政總監朱志光已回港，行程雖艱辛，但卻知悉新
加坡球隊勇士是由該國直飛巴東市，故傑志總領隊
伍健表示，球隊作客印尼時，將考慮借道獅城而非
由雅加達轉機，減輕球員舟車勞頓之苦。

食物安排也有要求
伍健昨晨表示，甘巴爾、朱志光日前經印尼首

都雅加達轉飛巴東，旅程時間既長又辛苦，印尼的
內陸航班擠迫、侷促，故會考慮改由獅城赴巴東，
他說： 「雖說相熟的旅行社不太了解這條航線，但
經雅加達飛巴東，旅程太辛苦，如有需要，甚至會
安排球隊提早出發，先到新加坡休息一晚，翌日再
往印尼。」加入大量椰漿烹煮、口味重辣的印尼食
物也讓傑志兩名 「探子」搖頭，兩人已跟球隊屆時
入住的酒店就食物安排提出要求，並達成協議。

傑志昨晨進行內部分隊賽，隨隊訓練已一周的
林柱機表示： 「我還未肯定自己在隊中的角色，但
我希望成為陣中重要的一員。現在我的狀態越來越
好，雖然香港將開始熱，但我曾在日本踢了一年，
在盛夏比賽的經歷有助我適應香港的天氣。」在場
觀戰的伍健表示，昨晨是林柱機多個月來首次踢90
分鐘的比賽，效率、技術仍可改善，但表現出扎實
的基本功，甘巴爾建議球會在兩周的觀察期間決定
留用這名中場球員，他已決定將林柱機列入周六對
流浪的18人名單。

【本報訊】香港足總昨公布新港足
獎金機制，港足隊長陳偉豪對足總採納
意見作出檢討的態度表示歡迎，他建議
足總未來將個別場次的重要性列為計算
獎金的因素，並且改善球員其他
福利及客場作賽的各項安排。

「足總願意聽下意見、作出
檢討，並有所改變是好事，新的
獎金制度相對舊的也更加均真。
」陳偉豪昨表示，足總除了按國
際足聯的世界排名計分方式計算
獎金之外，也應考慮個別場次的
重要性，他解釋： 「在整個賽事
球隊會有部署，作客強隊守和至
上，主場再全力爭勝，若去到最
後一場是爭出線而對手排名不高
，那獎金就可能較少。」

盼改善旅途安排
不過，陳偉豪認為新獎金機

制有助球員在代表隊及球會比賽
之間作取捨，他說： 「年輕一輩
對代表隊抱持 『踢不踢都沒有所
謂』的態度，我們這些老將就參
加過各項大賽，改善獎金制後，
代表隊的吸引力更大，想球員搏
命都應該提供合理回報。」他期
望足總下一步能改善代表隊的旅

途安排，他說： 「舉例說如果港足稍後
去中東踢友賽，贏波有三、四千港元獎
金固然好，但旅程要十多小時，去到還
要跟中東人 『鍊』，一點都不輕鬆。」

數額與世界排名積分掛

港足港足獎金大躍進獎金大躍進
【本報訊】香港足總董事局昨公布，

「大港腳」新的國際A級賽獎金機制是跟
國際足聯世界排名積分計算方法掛，每
名港腳在國際A級賽贏波、和波獎金為該
場比賽的排名積分乘10計算，以港足上月
亞洲杯外圍賽戰平烏茲別克為例，舊有獎
金制度每名球員只有五百港元，但新機制
下每人可分得逾三千元獎金，如本月22日
能主場擒下越南，贏波獎金更超過四千元。

按足總舊有的港足獎金機制，港腳贏
波、和波分別獲發一千元及五百元，惟作

客守和世界排名60以內的烏茲別克也僅得
五百元獎金，就予人獎金機制僵化的感覺
，在批評聲中，足總董事局上月通過新的
獎金機制，並且在昨午對外公布今年起套
用於港足的國際A級賽獎金計算法。

戰平烏茲別克得逾三千
新的機制以更公平、更公正為原則，

將獎金數目與國際足聯世界排名積分計算
方式掛，球員獎金為單場排名積分乘10
，教練團獎金則是排名積分乘5，由於國

際足聯世界排名的計分方式將賽果、比賽
重要性、競賽對手世界排名、比賽級別等
因素納入計算範圍，故港足新獎金機制具
備客觀及高透明度的特點，戰平烏茲別克
的獎金也會按新機制計算，所以港腳該仗
獎金由舊制下的五百元增至新制下逾三千
元。

足總主席梁孔德表示： 「足總希望透
過全新的獎金制度，球員和教練在不同賽
事中可以獲得合理的回報，以反映比賽的
重要性和競賽難度。」

陳偉豪歡迎足總從善如流

為減輕球員舟車勞頓
傑志或借道獅城赴印尼 男籃高級組銀牌賽揭戰幔

羅意庭回歸助南華爭衛冕

鄭潔出師不利首圈出局
■綜合外電美國六

日消息：印第安韋爾斯
公開賽周三展開正賽角
逐， 「中國金花」鄭潔
出師不利首圈出局。鄭

潔首圈面對哈薩克球手柏華姬，全場比賽處
於下風，首盤一開始便落後局數0：4，雖然
之後保住發球局，但還是以1：6慘敗；第2
盤，鄭潔表現雖有所改善，初段打成2：2平
手，但之後她連失4局，再輸一盤2：6而敗
陣，無緣次圈。

黃永棋幾乎創冷門賽果
■本報訊：港將黃永棋在全英羽毛球公

開賽幾乎創造冷門賽果，他於昨天凌晨進行
的男單首圈面對 「一哥」、馬來西亞的李宗
偉，在決勝局手握兩個賽點的情況下被李宗
偉反勝，最終以21：13、6：21、21：23惜
敗，無緣16強。中國的陳金於昨晚的男單16
強以直落兩局擊敗隊友陳躍坤，率先躋身8
強。女單方面，港隊的葉姵延首圈以12：21
、9：21不敵中國的韓利，但另一中國球手
、3號種子的王儀涵則以局數0：2負於印尼
的法妮達出局。（now631台香港時間周六
凌晨1時直播8強賽事）

武楊取得世乒賽入場券
■本報訊：中國女乒削球手武楊取得第

3張世乒賽單打入場券。武楊在昨天舉行的
「直通巴黎」世乒賽第2階段選拔賽，先後

淘汰文佳、朱雨玲，決賽面對爆冷擊敗 「一
姐」丁寧、同樣擅長削球的胡麗梅，武楊發
揮較為出色，以直落4局擊敗對手，成為繼
李曉霞、劉詩雯後第3位取得世乒賽單打資
格的球手。今天將會進行敗方復活賽，包括
丁寧在內的5名球手將爭奪一個 「直通巴黎
」的名額。

黃蘊瑤蟬聯亞錦賽金牌
■本報訊：第33屆亞洲單車錦標賽暨第

20屆亞洲青年錦標賽，昨於印度的新德里開
賽，在世界場地錦標賽女子記分賽表現出色
取得第4名的港隊車手黃蘊瑤，昨於亞錦賽
同一項目，經過20公里競逐以41分成功衛冕
，取得港隊本屆亞錦賽首金；隊友小將逢瑤
則踩入今天的女子青年2公里個人追逐賽，
坐亞望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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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豪對港足新的獎金機制
表示歡迎

▲伍健（中）、朱志光（左）
與甘巴爾（右）昨討論作客印
尼的安排

本報攝

▶林柱機（右）將進入傑志明
仗的18人名單 本報攝

▼▼港足港足（（紅衣紅衣））在早前迫和烏茲別克在早前迫和烏茲別克，，
每名球員將可獲逾三千港元獎金每名球員將可獲逾三千港元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