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A18責任編輯：蔡偉恆
美術編輯：符俊炫

■
電
話
：
25757181

■
傳
真
：
28345104

■
電
郵
：
tkpgw

@
takungpao.com

港
甲
組足球聯賽

1

簡訊

2006年4月23日之戰，公民、南華之間 「兩隊只能活一隊」，結
果公民以1場平局得以 「上岸」。回想當年球隊差點降班的經歷，謝
德謙表示眼下公民的處境並不壞： 「當年最後一周對南華，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壓力大得多了，現在我們最後4仗對手都是中、下游隊伍
，信心自然比較強。」

謝德謙認為，同樣面對護級處境，公民比起當年勝在球員夠老
練，他說： 「護級失敗意味球員可能失業，壓力甚於爭冠，幸好
，我們已比當年有更豐富的經驗面對困難，最重要是有信心走出困
境。」法圖斯也有同樣想法： 「7年前，公民沒有太多沙場老將，

護級自然艱難，但我認為現在的公民只要戰鬥到最後一刻，是
不會降班的。」

公民今午將在港甲聯賽
主場迎戰南區，謝德謙認為
這是球隊衝破低潮的良機，
法圖斯更明言： 「我只想
要踢好對南區一戰，我們必
須拿下勝利！」

南華作客對屯門
公民對南區今午5時30

分在旺角場開賽（now634
台今午5時30分直播），門
票分收60元及20元（優惠
票）。榜首的南華則在今
午2時30分在屯門鄧肇堅運
動場作客對屯門（now634
台今午2時30分直播）
，門票劃一收20元。

▲

謝德謙有信心公民
會護級成功

▲周子軒已隨南華訓
練一段時間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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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賽今午旺角場舉行

有信心贏有信心贏
【本報訊】曾被譽為港甲 「神奇球

隊」 的公民，如今再度面臨降班危機，
不禁令人想起2005年至06年度球季，
該隊要踢到最後一周戰平南華才告 「上
岸」 的驚險往事，而親歷當日一戰的公

民 「老臣子」 謝德謙與法圖斯，都表示眼前困境不比當
年嚴峻，堅信公民可在護級漩渦中逃出生天。

【本報訊】香港足總昨公布香港足球隊
下星期五在亞洲杯外圍賽（亞杯外）主場對
越南的20人決選名單，腿傷未愈的中甲河南
建業球員高梵再度落選。藉亞杯外為東南亞
運動會測試年輕球員的越南，也沒有召入該
國球星黎公榮，但兩名在捷克出生的球員就
在27人集訓名單上。

作客戰平烏茲別克的港足主力，除停賽
的盧均宜之外，都進入港足主場對越南的決
選陣容，包括葉鴻輝、李志豪、陳偉豪、張
健峰、黃洋、朱兆基、白鶴、李康廉、麥基與
陳肇麒。決選名單餘下10人為梁興傑、謝德

謙、趙俊傑、翟廷、陳文輝、林學曦、李
威廉、郭建邦，以及重返港足的林嘉緯和徐德
帥，港足署理主教練金判坤表示球隊目標清
晰： 「我們就是向全取3分的目標出發。」

被金帥視為反擊戰術重要棋子的高梵，
腿傷仍未見好轉，繼作客烏茲別克之戰後，
再次缺陣。

越南國家隊在周二開始備戰，每日訓練
兩課，該隊在去年鈴木杯後未有再召黎公榮
入伍，藉亞杯外試新兵，準備今年的東南亞運
動會，兩名在捷克出生的球員莫洪軍與阮米
高在集訓名單內，前者更曾代表捷克青年軍。

【本報訊】在西班牙效力過馬德里
體育會、華拉度列及薩拉曼卡等球會青
年軍的中華台北代表隊後衛周子軒，正
在港甲足球隊南華跟操，其父周火煉更
透露兒子確定可獲一紙合約。在港甲屬
外援身份的周子軒，正待取得 「失業球
員」的證明，以趕及本月29日的限期前
在足總註冊。

現年21歲的周子軒在西班牙馬德里
出生，與薩拉曼卡的合約在去年6月屆
滿後，未能獲得一紙職業合約。周子軒
過往曾到中甲隊深圳紅鑽試訓，而隨上
海申花預備組訓練期間腳趾骨折，去年
11月接受手術。

周子軒昨在南華晨操後表示： 「我
已1年沒踢正式比賽，首先是要找回比

賽的感覺，畢竟，1年的 『空白期
』對球員的影響可以是致命的。早
前看了南華在足總杯的比賽，南
華是一支受眾多球迷愛戴的球會
，球迷的熱情和場內氣氛令我驚
訝。」

要以失業球員身份註冊，周
子軒需取得前球會薩拉曼卡的解
約證明，在華拉度列擔任海外青
訓協調及球探的周火煉已聯繫
過薩拉曼卡，並親身到西班牙
的卡斯蒂利亞─萊昂自治區足
協查詢，他昨晚說下周一有望
取得該份文件。

中華台北隊後衛

周子軒將投南華

港足選兵 高梵再落選

逄瑤參賽5項悉數奪冠

■本報訊：在印度
新德里舉行的第33屆亞
洲單車錦標賽暨第20屆
亞洲青年錦標賽進入尾
聲，最後一次出戰亞錦

賽青年組的女將逄瑤在青年組女子公路個人
賽，最後階段放甩領先車群其他車手，以1
小時48分12秒的成績，拋離其他車手逾1分
鐘的優勢收穫個人今屆第5金，完美告別青
年組比賽。逄瑤今屆參加5項比賽全數奪冠
，成為港隊史上單屆亞錦賽獲金牌最多的運
動員。港隊目前已取得9金2銀2銅，只差1金
即平上屆10金的歷來最佳成績。

胡贇晉8強對日本選手
■本報訊：香港羽毛球代表隊的胡贇躋

身瑞士羽毛球公開賽男單8強。3號種子的胡
贇在16強以21：17、21：10淘汰荷蘭的彭亞
力，8強將面對日本球手上田拓馬。不過另

一港將黃永棋以12：21、11：21不敵丹麥的
約根森，無緣8強。中國隊的杜鵬宇及王睜
茗亦取得8強資格。女單，港隊的陳祉嘉16
強以局數1：2負於韓國名將裴延姝，未能晉
級8強。中國隊的王適嫻及蔣燕皎則在16強
順利出線。

丁俊暉挫麥基爾入8強
■本報訊：在愛爾蘭戈爾韋舉行的職業

桌球巡迴錦標賽總決賽昨晚展開16強賽事，
中國球手丁俊暉有驚無險以4：3淘汰蘇格蘭
的麥基爾，躋身8強。丁俊暉開局手風不俗
，首兩局打出單桿101及133分，先贏兩局。
一度領先局數3：1的丁俊暉之後表現低迷，
被麥基爾追成3：3，幸好在決勝局丁俊暉
回勇，打出單桿130分，鎖定4：3勝局。兩
名英格蘭球手艾倫及福特同樣晉級16強。
（now637台香港時間周六晚上9時直播8強
賽事）

拿度勝帶傷上陣費達拿
■綜合外電美國十三日消息：西班牙球

手拿度於周四舉行的印第安韋爾斯網球公開
賽男單8強，擊敗帶傷上陣的 「瑞士球王」
費達拿，晉級4強。費達拿受到背傷影響表
現，拿度以6：4、6：2直落兩盤勝出。另一
場8強戰，捷克的貝迪治亦以盤數2：0淘汰
南非球手奇雲安達臣。女單白俄羅斯的艾莎
蓮卡及澳洲的史杜舒都在8強因傷退賽，德
國球手卡芭及「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不戰而
勝取得4強入場券。（now636及高清660台
香港時間周日凌晨3時直播男單4強賽事）

▲▲

公民今仗鋒線由辛祖公民今仗鋒線由辛祖（（左左））掛掛
帥帥，，迪天奴將作迪天奴將作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中國女子雙人3米板組合吳敏霞（右）／施廷懋，在頒
獎儀式上向觀眾致意 新華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
十五日消息：以4對雙人新組
合亮相的中國跳水 「夢之隊」
，15日在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
列賽北京站輕鬆拿下當日全部
4枚金牌。

在首先進行的男子雙人10
米台比賽中，衛冕冠軍及倫敦
奧運會冠軍曹緣和張燕全沒有
亮相， 「夢之隊」派出了北京
名將林躍和17歲廣東小將陳艾
森的全新組合，兩人以493.47
分無懸念奪冠，領先第二名俄
羅斯的米尼巴耶夫和切薩科夫

53.82分，墨西哥組合加西亞
／祖尼加名列第三。

在男子雙人3米板上，單
人比賽的「雙保險」何沖和秦凱
成為一對新組合，兩人最終以
468.90分奪冠，俄羅斯組合扎
哈洛夫／庫茲涅佐夫以430.32
分獲亞軍，墨西哥的卡斯蒂略
／伊斯拉斯取得第三名。

奧運冠軍陳若琳與湖北小
將劉蕙暇配對參加女雙10米台
較量，兩人最終以351.78分奪
冠，比亞軍得主、來自加拿大
的本菲托／費利恩高出35.07
分。俄羅斯組合科爾圖諾娃／
岡察洛娃獲得第三名。

女雙3米板中國隊同樣是
「以老帶新」的新組合，老將

吳敏霞與施廷懋輕鬆奪冠，兩
人拿下336.60分，英國和烏克
蘭組合分獲第二、三名。

中國新組合首日攬4金
跳水賽北京站跳水賽北京站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三日消息：
NBA常規賽現時成績最好的馬刺，於周四的
得州打吡大戰小牛，馬刺憑藉老將鄧肯發威貢
獻28分及19個籃板，以92：91險勝而回，取得
50勝的馬刺更提早鎖定季後賽席位。

馬刺明星控衛柏加因傷繼續缺陣，得分重
任落在 「老黃忠」鄧肯身上，鄧肯因為膝蓋勞
損未有在周二不敵木狼的比賽中出戰，經過3

日的休息，該名36歲老將今仗復出立即有搶眼發揮，包括
下半場10射9中，成為馬刺的贏波功臣。

馬刺一度領先13分，但末段遭到小牛力追，完場前更
幾乎被客軍絕殺，但卡達的三分試射未能中鵠，馬刺得以
險勝1分。馬刺主帥普波域治賽後對球隊演出未感滿意。

馬刺贏波後，已連續14個賽季至少取得50勝，而且更
是連續16年進軍季後賽。

高比拜仁傷勢嚴重
湖人要爭入季後賽前景則蒙上陰霾，日前對雄鷹一戰

扭傷腳踝的主將高比拜仁，腳踝依然腫脹，傷勢相當嚴重
，他周四對傷處進行了數小時的治療，他趕及出戰周五對
溜馬比賽的機會並不樂觀。聯盟方面則宣布，雄鷹丹迪
鍾斯在該仗末段引致高比拜仁受傷的防守，球證漏判犯
規，高比拜仁本應得到兩個罰球機會，湖人本有機會追成
平手。

馬刺
拓荒者

92：91
105：90

小牛
紐約人

周周四四NBANBA賽果賽果
主 場 比 分 作 客

馬刺險勝提早入季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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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刺的鄧肯（中）突破
小牛中鋒基文（左）的防
守跳投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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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賽女子高級組賽事，今晚在官涌體育
館進行兩場負方比賽，晚上8時展開，由
荃灣對均安，尾場9時30分，由安青與安邦
對碰，比賽不收門券，歡迎球迷入場參觀。

荃灣球員包括陳春麗、林佩汶、陳愛
華、陳偉萍、高婉玲等，她們在次仗淘汰
七喜，表現不俗。均安是上屆銀牌亞軍，
球員包括蘇楚堯、陳嘉汶、陳燕玲、鄧芝

婷、王家怡等，今仗遇上實力接近的荃灣
，能否過關，仍屬疑問。

遊協新青聯男籃報捷
另訊，香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兩

場負方賽事，昨在灣仔修頓室內場館進行
，頭場安青對遊協，遊協上半場雖然以
37：38落後，但在下半場收復失地，最終
以71：70險勝晉級。尾場新青聯對超敏，半
場新青聯領先31：26，最終以87：52大勝。

銀牌女籃賽今兩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