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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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男、女
子高級組決賽，晚上7時先由福建及南華女
將碰頭，壓軸戰8時40分角逐，由南華出戰
永倫，票價50港元，長者及學生優惠票30元
，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發售。比賽由籃總主席
陳瑞添邀請康文署署理康樂事務經理梁佩芳
蒞臨主持頒獎禮。

南華男籃上屆重奪銀牌冠軍寶座，本屆
是進行衛冕，他們在勝方所向披靡，先後擊
敗安青、飛鷹及永倫晉入決賽。本屆比賽若
以統計數字而言，以劉子健最為突出，他平
均每仗取23分、2.67個三分球，羅意庭亦平
均每仗取13.33分、2.67個三分球，周健宏平
均每仗取11.50分、1.5個三分球，其餘球員
林凱光、連浩駿、留棟樑、陳翊麟、陳張敏

、譚偉洋、周家駒、李劍煌、李嘉耀及回港
效力的龍惠兒同樣有出色的表現，今仗能否
一舉衛冕成功，端視臨場部署及表現。

永倫前屆重奪失落8年的銀牌錦標，上
屆再度失落，本屆陣容是有較大的變動，加
入了馬家維、賀斯福及楊文綱，另有李樹榮
復出，舊球員方面，潘志豪平均每仗入
16.25分、1.75個三分球，周迎堅、黃鎮煒、
李琪及方誠義則平均每仗有10分以上的進帳
，加上陳兆榮、蔡芳裕、翁萬特、香振強、
程健文的支援，實力與南華是不相伯仲。

永倫若贏下月再戰
兩隊本屆首仗碰頭，永倫僅以3分落敗

，若該隊今仗有水準演出，絕對有機會反勝
，若能成功，兩隊便需在下月3日返回灣仔
修頓場館進行終極之戰。

籃球銀牌賽今伊館決戰

南華永倫大激鬥

責任編輯：薛少科
美術編輯：符俊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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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倫的賀斯福具有不俗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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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琪史杜舒順利過關
■綜合

外電美國三
日 消 息 ：
WTA 美 國
家庭圈杯網

球賽周三進行第2圈角逐，2號種
子、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及
3號種子、澳洲的史杜舒都順利
過關。 「甜心」以直落兩盤6：1
、6：1擊敗西班牙的艾絲賓露莎
，史杜舒亦以盤數2：0淘汰新西
蘭的艾華高域。東道主球手維納
絲威廉斯亦擊敗波多黎各的佩芝
晉級。

港全運隊預賽兩連敗
■本報訊：香港20歲以下足

球代表隊（港全運隊）昨在第12
屆全國運動會足球男子20歲以下

預賽上海賽區第2個比賽天，以
0：4負東道主上海，連輸兩仗。
以中超球隊上海東亞的預備組球
員組成的上海全運隊，昨開賽10
分鐘就有李聖龍頭槌頂入兩球，
鄭達倫的入球讓該隊未夠半小時
便領先3：0，李聖龍最後完成 「
帽子戲法」助上海大勝，港全運
隊下仗對手是四川。

郭灝霆分站獲第5名
■本報訊：環泰國單車賽第

4站昨於泰國的春蓬府至拉廊府
之間進行，港隊車手郭灝霆在主
車群中搶佔有利位置，獲得分站
第5名。至於分站第27名的蔡其
皓，繼續在個人總成績排名第2
，落後馬來西亞登嘉樓車隊的沙
菲兩秒。蔡其皓此前在環台賽與
沙菲爭奪賽事亞洲最佳車手頭銜
，最終屈居亞軍。

周五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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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甲足球聯賽進入爭
標的最後直路，過往幾季
都爭得頭崩額裂的 「少林
寺」南華及傑志卻不是鬥
爭分，而是鬥失分，這邊

廂傑志未能贏波，那邊廂南華連輸兩仗，足夠
讓兩軍擁躉的心情 「來到地獄又折返人間」。
對仍有兩分優勢的南華而言，下周日鬥傑志固
然重要，但第17周作客南區也是「暗藏殺機」。

傑志與南華在第16周的較量，是本季聯賽
冠軍之爭的 「天王山之戰」，從積分上來說，
南華只要一場平局便可保持領先，贏波就更可
帶着5分優勢進入最後兩仗，之後多取一分就
可捧杯。

南華下周日擊敗傑志固然萬事大吉，但若

果和波，形勢就會變得相當危險，因為他們屆
時雖仍領先兩分，但之後作客南區，該隊要贏
波的難度恐怕比最近作客屯門、橫濱還要高得
多。

香港仔運動場顛簸不平
南區防線在科夫、魯賓領導下異常穩健，

加上門將邱于銘越打越有信心，大有能力繼首
循環後再次 「零封」南華，觀乎南華近兩仗面
對刻意死守的對手都顯得 「老鼠拉龜」，作客
場地較窄而且顛簸不平的香港仔運動場，爭勝
不成更隨時被南區簡單、直接的反擊戰術或死
球戰術 「收死」。客場已兩連敗的南華雖仍領
先，但錯失拋離傑志的機會後，現在只餘危機
四伏的局面。

少林寺少林寺作客南區暗藏殺機作客南區暗藏殺機
馬菲爾

特稿

此前受傷的吉武剛受惠於橫濱上周六對
南華 「腰斬」，昨得以在補賽帶傷拚搏45分
鐘，更射入制勝一球。南華連續兩仗在對手
死守下欠缺 「殺着」，難得搏到12碼球，但
伊達又告 「宴客」，加上狄卡奧頭槌中楣，
敗局難挽，未有多失還要拜橫濱的福田健二
攻門中柱，以及葉鴻輝勇救美高遠射所賜。

橫濱贏波後以18分升上第6，護級 「上
岸」在望，暫可放下心頭大石的李志堅表示
： 「昨天（周三）問我的話，我都不敢說護
級樂觀，現在可以這樣說了。」中場主力梁
冠聰說： 「一直以來，隊中一班年輕人都被
外界視為香港足球的未來希望，但踢出來的

成績卻令人質疑，雖然這次是一場小小的勝
利，但對我們是重要的開始。」福田健二認
為，球員間的團結性是昨仗勝負分野，他說
： 「南華球員可能質素勝於我們，但我們有
的是團結。雖然我是前鋒，但只要球隊需要
，我一樣會協助防守。」

廖俊輝：或進入低潮期
南華總教練廖俊輝承認球隊近期表現回

落，或進入低潮期，接下來要看如何催谷球
員的心理。主力李康廉對下周日聯賽鬥傑志
仍感樂觀，他認為傑志屆時不會死守，有利
南華展開攻勢。

負橫濱 只比傑志多兩分

【本報訊】南華又輸波。欲重奪港甲足球聯賽冠軍的南華
，未能把握勁敵傑志連續兩周和波失分的機會而擴大領先優勢
，反而客場兩連敗後，現只比第2位的傑志多兩分，令聯賽冠軍
爭奪在只餘3周時變得刺激。超過4個月未贏波的橫濱FC（香港）
昨憑日本外援吉武剛充當 「刺客」 射入奠勝一球後，總教練李
志堅終可舒口氣，對護級前景表示樂觀。

南華掀起爭標高潮

▲橫濱的福田健二（左）積極參與防守
本報攝

▲橫濱球員李嘉耀（中）被南華的郭建邦（右）及
李志豪夾擊 本報攝

▼橫濱取勝後，球員向入場的球迷致謝 本報攝

【本報訊】亞洲足協常務委員會決定明年起
擴大亞洲冠軍球會杯參與的國家及地區數目，由
目前最頂尖的10個國家、地區總會參賽增至23個
，這意味香港球會未來有機會出戰該項亞洲最
高水平球會賽事。香港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預期
，來季港甲聯賽在亞洲足協的評分應未達亞冠杯
標準，香港球會或要等到2014年至15年球季才可
申請踢亞冠杯。

評分尚未達最低標準
根據亞洲足協常務委員會決定，排名前二十

三的國家及地區總會轄下球會只要獲得亞洲賽事

參加資格，就可申請角逐亞冠杯，但前提是當地
聯賽要達到亞冠杯評分最低標準。薛基輔昨晚表
示，來季港甲聯賽的評分尚未達亞冠杯最低標準
，預期香港球會未必能在下個球季角逐亞冠杯，
他說，規劃中的新職業聯賽是以達到亞冠杯要求
為發展目標，有這個在2014年至15年開展的聯賽
，評分可達到亞冠杯參賽門檻。

另一方面，足總在今年度的首個教練講座昨
晚舉行，由教練培訓經理陳曉明講述草根足球的
理念，他表示，目前香港足球人口不足，足總修
訂後的教練培訓重點放在基層人員之上，以擴大
「金字塔」架構的底層，提高參與足運的人數。

大公園 投資全方位 社團新訊 小公園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三
日消息：紐約人球星安東尼繼續
展示頂尖射術，繼日前對熱火一
仗 轟 入 50 分 後 ， 他 於 周 三 的
NBA常規賽對雄鷹時又取得40
分，帶領球隊以95：82客場贏波
，將連勝走勢擴大至10場。

取40分助紐約人奏捷
安東尼周二對熱火取得平職

業生涯最高的50分，相隔一天後
，該名射手手感依然強勁，面對
雄鷹，安東尼27射17中，取得全
場最高的40分，命中率高達63%
。雖然安東尼表現強勁，但紐約
人完第3節時僅與對手打成68：
68平手，最後一節輪到紐約人的
JR史密夫及費頓發威，兩人各
貢獻10分，協助球隊打出27：14
的比分，鎖定勝局。

紐約人主帥活臣直言球隊贏
波，安東尼的功勞最大，他說：
「安東尼不單有入球能力，他（

安東尼）更懂得在遭遇夾擊時分
球予隊友，費頓、JR史密夫等
出色的外圍射手因而獲益不少。
」紐約人贏波後，在東岸繼續穩
排第2，暫時以半場之差壓過第3
位的溜馬。

安
東
尼
續
展
頂
尖
射
術▲紐約人主將安東尼（左）受到雄鷹球員丹迪

鍾斯的緊纏 美聯社

【本報訊】全國游泳冠軍賽
暨全運會預選賽昨天進行第4天
比賽，孫楊在男子800米自由泳
大熱稱王，贏得他在今次賽事第
3面金牌；葉詩文出戰非主項的
200米自由泳亦順利勝出，是她
本屆第2項冠軍。

男子800米自由泳並非全運
會項目，但孫楊仍然全力以赴，以
預賽首名躋身決賽。在決賽中，
孫楊一開始便帶出，並逐漸拋離

其他對手，最終以7分45秒60的時
間奪冠，這個成績比他在2011年
世錦賽時的奪冠時間慢7秒63。

葉詩文「客串」戰封后
主項是混合泳的葉詩文， 「

客串」出戰女子200米自由泳，
她在準決賽僅排名第4。決賽葉
詩文亦一度落後，但她發揮凌厲
後勁，最後50米力追超前對手，
最終以1分57秒54贏得冠軍。

同日另外兩場決賽，陳寅取
得男子200米蝶泳金牌，50米蛙
泳冠軍則由李夏延奪得。

孫楊摘第3金
全國游泳賽全國游泳賽

港甲隊下季無緣踢亞冠

▲香港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左），昨到場支
持由陳曉明（右）主講的教練講座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