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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員 轉 會 身 價足 球 員 轉 會 身 價 TOPTOP 55
身價排名身價排名 球員球員 位置位置 國籍國籍 年份年份（（加盟／原屬球會加盟／原屬球會）） 轉會費轉會費（（萬歐元萬歐元））

11 CC‧朗拿度‧朗拿度 翼鋒／前鋒翼鋒／前鋒 葡萄牙葡萄牙 20092009（（皇馬／曼聯皇馬／曼聯）） 99,,600600
22 加里夫巴利加里夫巴利 翼鋒／翼衛翼鋒／翼衛 威爾斯威爾斯 20132013（（皇馬／熱刺皇馬／熱刺）） 99,,100100
33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 前鋒前鋒 烏拉圭烏拉圭 20142014（（巴塞／利物浦巴塞／利物浦）） 88,,100100
44 占士洛迪古斯占士洛迪古斯 翼鋒／中場翼鋒／中場 哥倫比亞哥倫比亞 20142014（（皇馬／摩納哥皇馬／摩納哥）） 88,,000000
55 施丹施丹 中場中場 法國法國 20012001（（皇馬／祖雲達斯皇馬／祖雲達斯）） 77,,500500

皇馬葡萄牙足球巨星皇馬葡萄牙足球巨星CC‧朗拿‧朗拿
度抵達日本出席一個健體美肌品牌度抵達日本出席一個健體美肌品牌

的宣傳活動的宣傳活動，，席間他大氹當地粉絲席間他大氹當地粉絲，，
稱自己在西班牙就最愛吃壽司稱自己在西班牙就最愛吃壽司。。CC朗又揚朗又揚

言自己已走出今屆世界盃小組出局的陰影言自己已走出今屆世界盃小組出局的陰影，，
澄清自己的傷已無大礙澄清自己的傷已無大礙，「，「我們本球季有望掃我們本球季有望掃

走五走五、、六個冠軍六個冠軍，」，」葡萄牙天王豪言葡萄牙天王豪言：「：「我每年我每年
都試着踢出最佳狀態都試着踢出最佳狀態，，爭取入球幫球隊爭標爭取入球幫球隊爭標。。我還我還

要在最高水平的舞台繼續搏殺要在最高水平的舞台繼續搏殺
六到七年六到七年。」。」
「「親皇馬親皇馬」」的的《《馬卡報馬卡報》》日日

前報道前報道，，帶傷踢世盃的帶傷踢世盃的CC朗膝朗膝
部還未百分百康復部還未百分百康復，，故故88月月1212
日對西維爾的歐洲超級盃料無日對西維爾的歐洲超級盃料無
緣披甲緣披甲。。 ■■記者記者梁志達梁志達

CC朗朗旋風抵旋風抵日日

隨着在曼聯8年間協助球隊贏得英超、歐聯與世冠
盃等多項榮譽的法國左閘艾拉落實轉會祖雲達斯，連
同今夏離隊的尼曼查維迪、李奧費迪南，三位2008年
歐聯冠軍老臣亦告走清，估計菲爾鍾斯、基斯史摩寧
與新兵勞基梳爾等年輕球員將擔起防線大旗。

雲帥鐵腕改革 傳將簽曉姆斯
紅魔訪美練兵兼搵銀，新主帥雲高爾明早迎來上任

後第一戰，友賽洛杉磯銀河（TVB網絡電視301頻道
周四早上10:30a.m.直播）。這位荷蘭教頭鐵腕進行
年輕化，到任不久便要球員谷體能，還為費Sir時代的
訓練場改用高科技人造草及種樹擋風。最新盛傳德國
世盃冠軍中堅曉姆斯勢將投紅魔，但多蒙特主帥高洛
普一聽到轉會費是2,000萬歐元（約2.1億港元）就直
言傳聞可笑。另有傳紅魔有意簽入哥倫比亞中場國腳
古達度。
將與加盟國際米蘭的尼曼查維迪於意甲再聚，艾拉

發表公開信，表示能代表紅魔是一大榮譽，並感謝球
會、隊友和球迷，尤其感激將他帶到奧脫福的前領隊
費格遜：「費格遜爵士讓我成為曼聯副隊長，讓我從
眾曼聯傳奇身上感受到鼓舞，讓我明白沒人能大於曼
聯這支球隊。」 ■記者梁志達

紅魔紅魔老臣走清老臣走清 艾拉艾拉臨別謝臨別謝費費SirSir
有「新魯爾」美譽的西班
牙21歲以下國腳莫拉達三天
前才以2,000萬歐元的身價
從皇家馬德里加盟祖雲達
斯，但這位祖記新9號前鋒
卻即告受傷，球會確認他因
左膝韌帶拉傷要休戰50天，
將錯過季初的意甲賽事，認
真當黑。 ■記者梁志達

矢志重奪英超冠軍的車路士到了奧地
利進行操練，以大批年輕副選連炒兩支
低組別球會的藍軍今晚熱身賽撲擊當地
甲組隊禾夫斯貝加（TVB網絡電視301
頻道周四凌晨1：30a.m.直
播），前鋒迪亞高哥斯達、
中場法比加斯和左閘菲臘路
爾斯三位身價共達7,800萬
英鎊（約10億港元）的新
兵昨首次齊腳練波。不過，
有球迷慨嘆鏟短頭髮的「法
比仔」還只是27歲，在新
合照中卻出現脫髮情況嚴重
了的「M字額」。
至於傳過或返車仔的葡萄

牙33歲防守中場堤亞高文

迪斯則宣布與馬德里體育會簽約兩年，
留隊幫手爭衛冕西甲。西甲另一隊華倫
西亞則同33歲隊長、葡萄牙國腳守將列
卡度哥斯達解約。 ■記者 梁志達

藍軍新兵齊腳 法比現M字額

利雲度夫斯基拜仁登場即開齋
今夏從

多蒙特以
自由身加
盟另一支
德甲班霸
拜仁慕尼
黑的波蘭
中鋒羅拔
利雲度夫斯基昨晨首披拜仁戰衣即有入
球，但還是被丙組的杜伊斯堡逼和1：1。

路維獲家鄉封榮譽市民
德國隊捧世界盃，主帥路維成國家英

雄 ， 他 已 獲 其 家 鄉 小 城 鎮 舍 埃 諾
（Schoenau）封為榮譽市民。

球會外援拒隨隊返烏克蘭
烏克蘭地區局勢動蕩，薩克達隊中包括

杜格拉斯哥斯達在內共6位巴西外援拒隨
隊返烏國，米達列斯等3名阿根廷球員亦
同樣不肯歸隊。

阿柏天尼競逐意足協主席
意大利今夏世界盃小組出局後足協主席

阿比迪及主帥柏蘭迪利辭職，面對意足壇
不振與暴力等問題，足協副主席、現年42
歲的前AC米蘭名將阿柏天尼決定角逐下
月的新主席競選。

傳巴神叫價太高嚇怕阿仙奴
AC米蘭有意出售巴洛迪利，阿仙奴欲

羅致這位意大利射手，但《每日郵報》
稱，巴神擬索稅後10萬英鎊（約130萬港
元）的周薪令「兵工廠」想打退堂鼓。

伊朗名將掛靴 奎帥突想留低
代表伊朗國家

隊踢了127場後
去年退隊的35歲
前拜仁慕尼黑前
鋒卡里米宣布退
役。至於世盃小組出局後本決定辭職的葡
萄牙籍教頭奎羅斯則據報突改初衷擬續掌
伊朗兵符。 ■記者梁志達

莫 拉 達 當 黑
一轉會即傷

謝拉特謝拉特別三獅別三獅 薦薦朗尼朗尼接臂章接臂章

■■羅拔利雲度夫斯基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右右））亮相亮相。。 法新社法新社

■阿根廷今屆世盃屈居亞軍，但在
阿根廷休假的美斯仍是球迷心中的
「球王」，有粉絲更向偶像展示自
己的「10號美斯」紋身，認真瘋
狂。 網上圖片

隨着謝拉特日前宣布結束自己的英格蘭國
家隊生涯，三獅軍的一個時代亦告落幕。這
位34歲利物浦「神奇隊長」引退後誰擔當球

隊的領袖帶隊征戰2016歐洲國家盃的問題，
「謝四」就對朗尼投下信任票。
英國《太陽報》引述謝拉特大讚朗尼具隊

長氣質：「朗尼對帶領英格蘭前進充滿熱
情，也能以身作則。」三獅主帥鶴臣半年前
就提過朗尼有力在謝拉特退出後接過臂章，
不過中堅加利卡希爾和門將赫特也是鶴臣考
慮的人選。
謝拉特2000年起到今屆世界盃小組出局，

共為三獅上陣114次，僅次於施路頓和碧咸
列隊史第三，當中共入21球。他以正隊長身
份帶領三獅軍出戰過2012歐國盃及今夏世
盃，擔當領袖角色率球隊38場取得10勝。
「謝四」坦言考慮了很久才艱難作出退隊

的決定：「我非常享受代表英格蘭上陣的每
分鐘，這對我是悲傷的一天。」鶴臣表揚謝
隊長對球隊貢獻良多，傷心之餘亦理解他退
出的決定。 ■記者梁志達

■■莫拉達季初缺陣莫拉達季初缺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C朗抵達日本出席一朗抵達日本出席一
項宣傳活動項宣傳活動。。 法新社法新社

■■卡里米卡里米

■■艾拉去年隨費格遜贏得自己艾拉去年隨費格遜贏得自己
在曼聯的最後錦標在曼聯的最後錦標。。 法新社法新社

瘋 狂 粉 絲
瘋 狂 粉 絲

■■（（左起左起））迪亞高哥斯達迪亞高哥斯達、、法比加斯和法比加斯和
菲臘路爾斯隨車仔開操菲臘路爾斯隨車仔開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德國世盃冠軍成德國世盃冠軍成
員曉姆斯員曉姆斯。。 美聯社美聯社

■謝拉特（左）

退出，薦朗尼接

棒。
美聯社

法甲摩納哥去年以4,500萬歐元從葡
超波圖引進占士洛迪古斯，經過今

夏世盃一鳴驚人的表現，身價即升近一倍到
8,000萬歐元，成為繼皇馬買入C．朗拿度及
加里夫巴利及巴塞羅那引進蘇亞雷斯後歷來第四貴的
足球員（詳見表）。
J洛是繼以3.2億港元身價加盟的卻奧斯後皇馬今夏

的第二簽，他將穿上費高昔日穿過的「銀河戰艦」10
號球衣，年薪逾700萬歐元。J洛將與C朗和巴利兩位
「十億港元先生」及賓施馬和卻奧斯組成身價達2.74
億英鎊（約36億港元）的驚世攻擊線。
J洛1991年6月12日生於哥倫比亞庫庫塔，4歲
起已加入安維加度青訓營，2007年升為一隊主
力，30場入9球，翌年轉會阿根廷甲組隊班菲
特，協助球隊歷史性獲得阿春季聯賽冠軍。2010
年獲波圖以510萬歐元簽入，其間上陣105場入
32球，是波圖葡超三連冠及2011歐霸盃、葡
盃冠軍功臣。他去年加盟摩納哥，38場比

賽完成10個入球和12次助攻的「雙雙」。

對烏國窩利士哥膺金球
今夏首次參戰世界盃的J洛在法卡奧缺陣下肩負重任，球隊在8

強光榮畢業，但他以6個入球榮膺神射手，助他身價暴漲。
而他在16強對烏拉圭的轉身窩利士哥，昨亦當選為
今屆世盃的最佳入球。 ■記者 梁志達

哥倫比亞23歲超新星占士洛迪古斯（J洛）轉會皇家馬德里昨晚終

於塵埃落定，上季歐聯及西班牙盃的雙料冠軍成功從法甲摩納哥簽入

這位新科世界盃金靴獎得主，簽約6年。綜合歐洲傳媒報道，皇馬向

摩納哥方面支付8,000萬歐元（約8.4億港元）轉會費，J洛一躍成為

足壇第四貴的球員，皇馬組成價值36億港元的驚世攻擊線。

澄清已傷癒

■■占士洛迪古斯天

占士洛迪古斯天

價加盟皇馬
價加盟皇馬，，表現表現

備受期待
備受期待。。 美聯社美聯社

■■JJ洛年紀輕輕已為洛年紀輕輕已為
人父人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五屆世盃盟主巴西隊今屆世界盃4強慘敗出局，教
練史高拉利下台，巴西足協昨晚任命鄧加再掌森巴兵
符。 「我非常高興，多謝足協的信任。球迷情緒低
落，但仍支持球隊，」鄧加說：「我不是要推銷什麼
夢想，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做好工夫。」今年50歲的
鄧加1994年以隊長身份率隊勇奪世盃冠軍，2006年執
教森巴軍，贏得07年美洲盃及09年洲際國家盃，但
2010年世盃8強出局，鄧加亦告以42勝12和6負的佳
績結束首個主帥任期。 ■記者梁志達

鄧加重掌森巴軍鄧加重掌森巴軍

■J洛（中）世界波射破烏隊大門。美聯社

■■鄧加記鄧加記
招亮相招亮相。。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