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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正謙)4年前的廣州亞運，香港
男、女子欖球隊各有遺憾，男隊屈居於日本之下，與金
牌擦身而過，而女隊則得到「梗頸四」，無緣獎牌。經
過1年的全職「洗禮」，男、女子成功實現飛躍，有信心
在今年仁川亞運更上一層樓。
「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本周末在香港足球會舉行，

今次賽事不僅關乎到男隊能否重回亞洲之巔，亦是港隊
於亞運前的重要演練，主將姚錦成認為今次賽事正是測
試訓練成果的好機會，今屆亞運誓要奪金創歷史。他
說：「轉為全職運動員的1年間，我們得到更多資源，接
受了更有系統的訓練，整支球隊一起訓練的時間更多，
默契更好和團結，球隊上下目標非常一致，就是要在亞
運奪得金牌。」
姚錦成表示，港隊現時無論在體能及戰術上均有非常大

的進步，心理上亦有足夠經驗挑戰金牌：「4年前的亞運及
2年前的全運，令我們學到更多應對壓力的方法，我相信我
們在心理上足夠成熟去應付大賽壓力。」姚錦成亦希望港
隊能於今屆亞運打出好成績，加上體院及政府的支援，可
以吸引更多華人加入港隊，對港欖長遠發展更有利。

李卡度首戰亞運
新星李卡度亦會首次代表港隊出戰亞運，他表示能夠

參與如此大賽感覺像夢想成真：「近幾年，我們到世界
各地去比賽均有不俗成績，更曾登上亞洲第一的寶座，
日本和我們之間的實力非常接近，不過我們非常有信
心。」
女隊在上屆亞運於季軍戰敗於泰國手下得第4，隊長陳
朗詩認為今屆亞運的競爭將異常激烈：「日本、國家
隊、哈薩克及我們實力都很接近，抽籤結果對最終成績
有很大影響，經過1年的全職訓練，我們有不小的進步，
靈活的戰術將是我們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仁
川亞運會三項鐵人項目新增4人混合
接力賽，港隊總教練關禮平昨日在體
院作賽前檢閱時表示，由張庭欣、蔡
欣妍、勞証顯及黃俊堯組成的2男2
女組合，正苦練爆發力，因為他們要
贏取獎牌，就要夠「爆」。
香港三鐵隊昨日宣布派出張庭

欣、蔡欣妍、勞証顯及黃俊堯出戰
4人混合接力賽，希望能在這個亞
運新增賽項中贏取獎牌；另外，黃
煦蔚及司徒兆殷則會出戰男、女子
精英賽。
關禮平表示：「早前隊員於日本

北海道集訓，苦練爆炸力，就是希
望能取得好成績，相信他們能在退
役的李致和手中接棒。本周末港隊
將先往仁川試場，之後再返回日本
訓練，並會與日本國家隊一起訓
練，為9月尾的賽事備戰。」
亞運4人混合接力賽是2男2女混

合競賽，按「女男女男」的次序，
完成同奧運標準級51.5公里的比賽

距離；在細分下，每位隊員將分別
負責踩單車6公里、游水300米及
跑步1,600米。
對於新賽項，男將勞証顯認為每

人負責比賽的路段雖然短了，但是
更加要苦練：「比賽短，又講求隊
伍合作，令可觀性大增不少，不過
考驗隊伍實力之外，隊友間的配合
亦非常重要。在這項講求爆發力的
短程賽事中，稍一失手就後果嚴
重。我們4人都是首次出戰亞運，
但各人都有參加過大賽經驗，論實
力在亞洲位於強隊之列。除了實力
外，比賽的細節，我們訓練時亦已
針對加強練習，不過我們不會給自
己太大壓力，這樣在比賽中才可避
免犯錯。」
對於爆發力訓練有多「爆」，女

將張庭欣說：「過去自己未曾想過
可以一天訓練足7小時，但去到日
本集訓，終於感受到了。」雖然訓
練量多，但這樣才有收穫，張庭欣
認為個人弱項游泳因而快了不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
應屆世界盃亞軍阿根廷將於10
月訪港與港足進行友誼賽，門
票昨日公開發售，出現排長龍
撲飛假象，昨日早上10時，約
有300人在尖沙咀通利琴行排
隊，不過大部分是爭購女歌手
鄭秀文的演唱會門票，相反阿
根廷來港友賽的公開售票情況
平平，但連同內部認購，門票
亦已售出逾1萬張。
昨早才到場排隊的球迷黃先

生，輕易購得3張門票，分別為
2張490元及1張250元學生優
惠票，將會一家入場觀戰，他
表示其7歲兒子視美斯為偶像，
其次是迪馬利亞，希望可以一
睹他們的球技。至於今次的票
價，黃先生表示可以接受，因
為阿根廷國家隊來港是很難得
的事。
至於另一位球迷官先生則特

意 請 半
天假來
撲飛，
買了2張
平 價 門
票，最希望
可現場看
到 阿 古
路。

男子百米跑世界紀錄保持者保特將
於周六首次在波蘭華沙參加一項紀念
賽，由於場館擁有可開合的頂棚，保
特周三開玩笑地說：「我從沒跑過室
內賽，因為我太高了。當我聽到賽場

有頂棚，我真
的期待着。」
如果賽會關

閉頂棚，賽事
可當作為室內

賽，這對保特來說感到新奇，可是新
鋪設的賽道表面或許未合標準，有機
會令成績不獲正式確認，但保特仍希
望可挑戰費達歷克保持了18年的10
秒05非官方世績，他續說：「如果他
們視這為室內賽世績，對我來說很
好，因為擁有更多紀錄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剛告傷癒復出的公牛後衛羅斯，為了保護身體，周
三未有為美國男籃上陣，不過球隊實力超班，最終以
105:62大炒多米尼加，連贏2場熱身賽。
美國男籃上周六友賽巴西隊，亦是羅斯個人近8個

月來的首場比賽，賽後這名明星後衛沒有再參與球隊
操練，周三對多米尼加也只能作壁上觀，即使全場球
迷多次大喊其名字，羅斯也未有上陣，他解釋說：
「我只是嘗試保護自己，我知道比賽日程是很漫長，
這個階段是我2年來打球最長的時間。我希望上陣，
但現在我的健康是最重要。」

周五復出鬥波多黎各
羅斯是役未有落場，可讓主教練克里澤維基(K教

練)有更多機會觀察其他球員。騎士後衛艾榮今仗正選
披甲，5次投射全中，與另一後衛夏頓同得12分，而
迪羅辛和補選入伍的魯迪基爾則各有13分進賬。K教
練賽後透露，羅斯將於周五對波多黎各的比賽中復
出，並指不會在周五前裁減球員，決選最後12人世界
盃大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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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賢大馬壁球賽闖4強
香港男子壁球手李浩賢昨日在馬來西亞公開賽8強，與4號種
子、埃及球手加維特激戰5局，最終以15:13、10:12、11:6、
6:11和11:8的局數獲勝，艱難闖進準決賽，下仗將與2號種子的
西班牙球手哥倫爭奪決賽席位。

法蘭克琳
200米自由泳無緣決賽
美國「女飛魚」法蘭克琳受到背傷困
擾，周四即使在泛太平洋錦標賽女子
200米自由泳初賽游出1分57秒63的第
4快時間，可惜其餘2名隊友更快，根據
賽制，每個國家只能有2名泳手能夠闖
進決賽，最終這名19歲泳星無緣晉級，
僅能在其後的女子100米背泳躋身決
賽。

細威
穿迷你裙扭臀唱K
女網世界一姐莎蓮娜威廉絲(細威)熱
愛「唱K」眾所周知，周三晚上獲邀出
席達美航空的一個卡拉OK活動時，身
穿迷你短裙的細威一展歌藝，大唱假音
和嘗試高音，還在台上搖擺豐臀跳舞，
搔首弄姿，與球場上渾身是勁的細威儼
如兩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細威細威。。 美聯社美聯社

■■足總主席梁孔德足總主席梁孔德((中中))公布首屆港超聯冠名贊助商公布首屆港超聯冠名贊助商。。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港三鐵隊對今屆亞運信心十足港三鐵隊對今屆亞運信心十足。。 梁啟剛梁啟剛 攝攝

■■港三鐵隊集中火力備戰首設的港三鐵隊集中火力備戰首設的44人混合賽人混合賽。。 梁啟剛梁啟剛 攝攝

■■羅斯全場只在場羅斯全場只在場
邊觀戰邊觀戰。。 路透社路透社

■■保特首次在波保特首次在波
蘭比賽蘭比賽。。法新社法新社

■■法蘭克琳法蘭克琳。。
法新社法新社

■■球迷黃球迷黃
先生購得先生購得33
張門票張門票。。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姚錦成(右)指港隊已
懂得應付大賽壓力。

郭正謙 攝

■■陳朗詩預料今屆女陳朗詩預料今屆女
隊競爭更激烈隊競爭更激烈。。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梁孔德指出，首屆港職聯的贊助費比上年多3
倍，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更指贊助費為近年

最高，今年的獎金9隊均有份，聯賽冠軍可獲得
48萬港元，其餘名次亦獲獎金分配。南華足主張
廣勇和飛馬領隊陳志康對於賽事增設獎金齊聲讚
好，希望可逐步擴大，吸納更多商號參與。
目前各隊積極組軍為港超聯做勢，足總目前正

與2間免費電視台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商討合作，
希望下月開季前成事，而首場
傑志對南華的社區盃則由無綫
電視直播。薛基輔續透露，新
球季將聘請公司監察球賽，以
保聯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
行。此外，記者會亦公布了聯
賽的新標誌、比賽用球及球證
服裝，而在球證方面則採納精
英和青苗計劃，培育19至29歲
青年球證。

和富大埔班費近600萬
首屆港超聯將於9月12日在

旺角大球場正
式開鑼，揭幕戰由去屆港甲聯賽冠軍傑志對「升
班馬」和富大埔。和富大埔昨晚舉行周年大會，
行政總裁陳平宣布球隊今季班費接近600萬元，
據稱政府資助佔近半，贊助約佔34%。球隊剛獲
前南華外援韋爾加盟，稍後再會增加外援前鋒。
至於港職聯的50萬元青苗基金，陳平指亦會申
請。

冠軍 480,000
亞軍 216,000
季軍 144,000
第4名 108,000
第5名 84,000
第6名 60,000
第7名 48,000
第8名 36,000
第9名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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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首屆

港超聯昨日舉行記

者會，宣布獲得中

銀集團人壽保險有

限公司冠名贊助，

據稱新球季總獎金

高達120萬港元，

冠軍可獲 48 萬港

元，為近年最高。

足總主席梁孔德透

露，目前正與2間

免費電視台商討合

作，希望在下月開

季前可成事。 ■港超聯裁判服裝今季同獲贊助。 足總圖片

港超聯獎金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