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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祐人射破晨曦金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中村祐
人發威射破晨曦今季不敗身！近況低
沉的公民，昨晚在「一哥」日之泉JC
晨曦身上成功「反底」
，憑藉中村祐人
連中三元，以3：2擊敗對手，終結晨
曦11仗不敗紀錄。賽事共吸引957名球
迷入場，收入為25,740元。
面對甲組最「弗」球隊晨曦，公民
開賽初段顯得頗為被動，多次被晨曦
的高空轟炸造成險象，不過久攻不下
的晨曦，防線卻率先露出破綻，公民
■晨曦門將侯宇獲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選為 的法圖斯直線撕破晨曦防線，再由保
11月最佳球員。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連奴橫傳至門前由中村祐人建功先開

姓名：安尼 梅里克(暫譯)
出生日期：1953年1月3日(現年58歲)
出生地點：蘇格蘭

曾執教球隊：

員。
另外，今日續有2場甲組聯賽上演，
頭場下午2時30分和富大埔於主場大埔
運動場迎戰深水 ，為吸引球迷入
場，大埔會方印製約200份由球員及足
球寶貝當主角的精美月曆免費派發，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now634台今日
2:15p.m.直播)。而尾場天水圍飛馬則
於下午5時30分假元朗大球場硬撼屯
門，晨曦失分下，飛馬今仗贏波即上
榜首，為爭「一哥」寶座，飛馬今仗
不容有失。門票分收60元、長者及學
生特惠票20元兩種。

主要榮譽：

謙) 澳職名帥登陸港隊！懸

常規賽冠軍(2006-07、2008-09)
超聯冠軍(2006-07、2008-09)
季前盃(2008-09)
最佳教練(2006-07、2009-10)

空已久的港隊主帥之位終於

▲

梅里克將於明年1
月中履新。 網上圖片

覓得合適人選，現年58
歲、曾執教澳職聯勁旅墨爾
本勝利的蘇格蘭教練梅里

梅里克(左)
在澳職聯曾為
勝利5奪錦
標。網上圖片

克，將於明年1月執掌港足
教鞭，成為「鳳凰計劃」中
港隊不可或缺的新舵手。

自 署理教練一職，經過21個月懸空，港隊

曾偉忠離任後，港隊一直以廖俊輝擔任

梅里克兩膺澳職聯最佳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明亮) 出生
於蘇格蘭的梅里克，曾在家鄉踢過
半職業足球，及在格拉斯哥蘇格蘭
體育師範學校受訓成為體育老師。
1975年，梅里克移民至澳洲繼續學
業，球員年代，曾是墨爾本杜夫頓
城球員兼教練，其後更出任2支國家
足球聯賽球隊的高級教練。

05年執教勝利闖高峰
自轉職維多利亞省體育學院後，
梅里克建立高階表現足球計劃，成
為精英青少年球員晉身澳洲U17、
U20和奧運隊的重要途徑，而這名
蘇格蘭教頭還在其間取得國家級足
球教練資格，並透過蘇格蘭足總在
歐洲取得歐洲足協職業牌照文憑。

2005年，梅里克獲委任為澳職聯
球隊墨爾本勝利主教練後，執教生
涯登上最高峰。在執教的6個球季
中，曾領軍包攬2006/07年及
2008/09年的常規賽和超級聯賽冠
軍，另外還在2008/09年奪得季前
盃，為球隊在澳職聯贏得5項錦標，
個人還在2006/07年及2009/10年球
季兩度獲選為年度最佳教練，成為
澳職聯最成功的主教練之一。
在梅里克在位期間，墨爾本勝利
三度亮相亞冠聯，不過在今年的分
組賽首仗便以1:5慘負日本的大阪飛
腳，加上勝利在上季聯賽只位列第5
位，並在季後賽第1圈出局，成績令
人失望，結果梅里克在今年3月被球
隊辭退。

終於在昨日宣布新任總教練人選。58歲的蘇
格蘭人梅里克將於明年1月走馬上任，不過足
總方面就未有交待新主帥的合約年期及薪
金。
擁有近30多年教練經驗的梅里克，獲得足總
行政總裁麥國棟的推崇備至，麥國棟表示梅
里克是港隊帥位的最佳人選，他說：「很高
興港隊主教練這個懸空已久的重要位置終於

被視為NBA最佳控球後衛
之一的基斯保羅，周四抵達
洛杉磯向新球會快艇報到，
上季「新人王」、快艇球星
格里芬直言基斯保羅來投
後，過去35年來只曾4次躋身
季後賽的快艇，不會再是球迷
的笑柄。
快艇日內獲得基斯保羅和前
全明星後衛比立斯加盟，連同陣
■威爾斯在08/09年球季
■威爾斯在08/09年球季 中的格里芬和迪安祖佐敦，實
力足以成為季後賽分子，當中基
力山西中宇。
力山西中宇。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斯保羅與格里芬的組合更是值得
期待。格里芬對於艾歷哥頓、卡文和阿米奴離隊感到失望，但
期待與基斯保羅並肩作戰。

威爾斯回流NBA
新球季將穿起個人標誌3號球衣的基斯保羅，在記者會上亦向
新隊友格里芬大笠高帽說：「另一支(洛杉磯)球隊(湖人)是總冠
軍球隊，他們就好像代表勝利，但我認為格里芬已令外界對快
艇的印象改變。他改變了這裡的文化，我來到這裡成為其中一
員，希望我們可一起成長和繼續改變一切。」

塵埃落定，擁有多年經驗的梅里克，可以為
港隊注入新動力及來自澳洲職業足球的經
驗，他於墨爾本勝利期間獲得巨大的成功，
甚得球會、球員以至球迷的歡心，除了執教
能力，梅里克的人際關係風格亦非常切合香
港球壇，我有信心他親力親為的風格，能夠
與現時的港隊架構一拍即合，為香港培養出
新一代的國際球員。」

未趕及省港盃督師

■麥國棟(中)希望梅里克可為港隊培
■麥國棟(中)希望梅里克可為港隊培
育新一代國際球員。
育新一代國際球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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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克雖然未能趕及於省港盃期間接掌港
隊，不過他將會於1月中到香港履新，為港隊
策劃2012的發展大計。梅里克昨日在足總發表
的聲明中表示：「能夠有機會執教香港隊，
我感到極榮幸。過去幾周，我知道這些發展
及扶植香港足球的計劃而感到鼓舞，我會珍
惜可以參與這項挑戰的機會，目標為港隊在
體能、技術和戰略事項中提供方向，最重要
的是為有天份的香港球員提供協助、領導和
支援。」

■港足將由蘇格蘭籍教
■港足將由蘇格蘭籍教
頭領軍。
頭領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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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快艇不再是笑柄

明星冰球聯賽今上演
香港文匯報訊 本地冰球組織CIHL為致力
推動冰球運動和香港冰球發展，今晚8時將
於九龍灣MEGA BOX溜冰場舉行明星冰球
聯賽「精英聯盟」
，賽事由4支球隊華南鯊
魚、九龍勇士、香港大班和澳門撲克各挑
選精英球員出賽。賽前大會先安排球員參
加自由溜冰及冰球競技比賽。CIHL冰球聯
賽由今年10月開始至明年4月，逢周六晚在
九龍灣MEGA BOX溜冰場舉行2場聯賽。

關穎珊入選美花滑名人堂
■基斯保羅(左2)展示
■基斯保羅(左2)展示
快艇3號球衣。
快艇3號球衣。 路透社
路透社
另外，萊爾日前因不敵傷患而無奈宣布退役後，拓荒者決定
利用特赦條款裁走該名全明星後衛，並與前鷹隊後衛哥羅福簽
下一紙2年合約，填補萊爾的空缺。至於曾 力拓荒者、年前登
陸CBA的老將威爾斯，闊別NBA長達3年後，宣布回歸加盟木
狼。又，爵士宣布成功獲得昔日小牛球員祖舒侯活加盟，據稱
侯活的來投，很可能意味 爵士將不再與俄羅斯球星基里蘭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續約。

We are ready!
我們已準備就緒，迎接由12月17日開始假沙田馬
鞍山體育館舉行的亞洲及大洋洲殘疾人乒乓球錦標
賽！
這項比賽是明年倫敦殘奧前的最後一個乒乓球計
分賽，各級別冠軍可直接獲得殘奧入場券。來自15
個國家及地區殘奧會的183名運動員3天前甫抵達香
港，經級別鑑定後，隨即進行練習，務求以最佳狀
態出賽，深信各地精英運動員將悉力以赴，為明年
殘奧而戰。
今屆錦標賽規模盛大，除賽事本身外，賽前亦經
本會安排，由國際乒聯主辦乒乓球賽技術總監及級
別鑑定師訓練班。比賽將依國際規則進行，30名海

■晨曦的卓卓(左)力阻公民外援艾里奧搶走皮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

墨爾本勝利(2005-2011年)

▲

墨爾本杜夫頓城(1979-1984年)
普雷斯頓體育會(1987-1988年)
陽光喬治十字架體育會(1989-1991年)

紀錄。換邊後，專心打反擊的公民再
度覓得缺口，中村祐人接應長傳，避
過門將侯宇射入，個人梅開二度。落
後2球的晨曦雖然傾力反撲，不過陸志
豪遠射中楣與入球擦身而過，後來更
被迪天奴造就中村祐人再下一城連中
三元，雖然尾段有法圖斯擺烏龍及卡
爾「執雞」一度追成較接近比數，不
過晨曦最終仍以2：3落敗，今季不敗
金身慘遭公民打破。
雖然全失3分，不過晨曦門將侯宇仍
憑上月的出色表現擊敗隊友巴利，獲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選為11月最佳球

外及香港國際裁判連同21名本地裁判執法，加上賽
事頻密(每天賽事多於9小時)，乃歷年罕見。比賽為
期5天，共動用比賽及練習用 20張，進行男女子1
至11級團體及單打比賽，香港共選派25名男女運動
員角逐各項獎項，他們均在作戰狀態，旨在奪標。
錦標賽各項事工，由本會秘書處統籌辦理，事事
有條不紊，同事們將全心全力迎接挑戰，把賽事辦
好。歡迎市民及會員撥冗觀賽，請於12月17至21日
親臨馬鞍山體育館為運動員打氣，或瀏覽賽事網頁
http://rctt2011.hkparalympic.org/給運動員留言支
持。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稿

美國華裔名將關
穎珊(見圖)成為美
國花樣滑冰名人堂
2012年唯一上榜人
選，將於明年1月
底在加州聖荷西出
席名人堂授名儀
式。1980年在南加
州出生的關穎珊，
被認為是美國花樣

滑冰史上最傑出的運動員，共獲得43個冠
軍，於9次全美冠軍中8次蟬聯，並5次奪得
世界花樣滑冰錦標賽冠軍，雖然與冬奧會
金牌失之交臂，但仍在1998年長野冬奧會
和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分別獲得銀牌和銅
牌。

沙芬躋身俄國會下議院
2年前宣布退役的男網前世界一哥沙芬，
日前在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選舉中勝出，贏
得一個席位。現年31歲的沙芬更是450名下
議院議員中年紀最輕的其中一人。

李浩賢 劉少維4強內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男子壁球手李浩賢和
劉少維昨日在香港挑戰盃8強賽中，分別以
總局數3:1擊敗印度球手文加諾卡及3:0淘汰
馬來西亞球手古駿琮晉級4強，今日二人將
在準決賽上演內訌戰。女子方面，從外圍
賽晉級的李嘉兒未能再晉一級，8強以總局
數0:3不敵澳洲球手俄蓋克，後者將在4強
迎戰香港球手陳浩鈴。陳浩鈴在8強以總局
數3:0輕取法國的歐瑪特出線。

保特矢志倫奧衛冕成傳奇
男子100米跑世界紀錄保持者、牙買加飛人保特(見圖)
周五接受印度傳媒訪問時明言，除非能夠在明年的倫敦
奧運會上成功衛冕3枚奧運金牌，否則難成為傳奇體壇
人物。
保特在08年北京奧運會以破世界紀錄
包攬男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
賽金牌，對於明年的倫敦奧運，保特
坦言只集中衛冕，相反世
界紀錄則沒有刻意去
想，他表示：「我希
望成為田徑壇的傳
奇，成功衛冕奧

運冠軍將可肯定協助我達到這個目標。我從不談及世界
紀錄，我的目標是獲勝，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屆時倫敦
天氣好，誰知道會否有新世界紀錄誕生。」

認真看待所有對手
保特在今屆世錦賽因偷步被取消資格，結果由其同胞
比歷克勝出男子100米世界冠軍，保特續說：「比歷克
過去3年一直與我訓練，我一直告訴大家他真的是一名
好對手，(但)我從不會指明某一名選手會是威脅，我是認
真看待每一名選手。當我在狀態和健康時，我在任何比
賽都是非常難以被擊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