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贏12碼 馬體會歐聯後
上闖8強

「「王王子子」」奠勝奠勝：：回巢冇揀錯回巢冇揀錯

上屆歐洲聯賽
冠軍盃（歐聯

）亞軍馬德里
體育會，昨凌

晨於這項頂

級賽事16強
次回合扳回1

球，拖入加時
兼互射12碼

，最終隨着費
蘭度

托利斯（費托
）尾輪一蹴而

就奠勝，昂首
殺入8強。「

王子」不負所

托協助球隊晉
級，賽後高興

地表示，自己
今冬回巢沒有

揀錯。

馬體會首回合
作客輸0：1，

暫列西甲聯賽
榜第4位的他

們是役回到

主場，27分鐘
便藉馬里奧蘇

亞雷斯一腳勁
射追成總比數

1：1。兩隊直

至加時戰結束
都未再有進賬

，要互射12
碼決勝。

克服西班牙球隊之心魔

馬體會歷來歐
洲賽兩度互射

12碼均失利，
而西班牙球隊

更是從未有

歐聯射贏12
碼晉級之先例

，今次射首輪
就有魯爾加西

亞高出，但於
莫

亞上半場傷出
後入替把關的

奧比歷也救出
查漢奴古

的射門。第2
輪雙方都中鵠

，而利華古遜
及馬體會

則分別在第3
輪及第4輪先

後有奧馬托柏
克射失及

佐治高基一腳
被擋出，打和

2：2。83分鐘
入替的費

托尾輪一蹴而
就，德國射手

傑斯寧卻炒高
，結

果馬體會互射
12碼險勝3：

2，後上晉級
。

早幾年淪為
「廢托」的

馬德里「王

子」今冬回歸
母會，是役不

負主帥施蒙尼
所托射入奠勝

球。成功改造

球隊的阿根廷
功勳主帥表示

派費托射尾輪
是因為信任他

：「托利斯有

往績有級數
，經驗豐富

，我們希望
由他決勝負

。」「王子
」喜道：

「看到整個
球

場 都 享 受
勝

利 ， 我 很
高

興。我上次
代

表馬體會踢
歐

聯已是 11、
12

年前，毫無
疑

問回來是正
確

的決定。」

■記者梁志達

足 球 直 播 精 彩 時 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霸盃 莫斯科戴拿模 拿玻里 周五1：00a.m. C64/C203
歐霸盃 基輔戴拿模 愛華頓 周五2：00a.m. C61/C201
歐霸盃 羅馬 費倫天拿 周五2：00a.m. C62/C202
歐霸盃 拖連奴 辛尼特 周五4：05a.m. C62/C202
歐霸盃 國際米蘭 禾夫斯堡 周五4：05a.m. C61/C201
歐霸盃 西維爾 維拉利爾 周五4：05a.m. C64/C203

註：C為有線。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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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奴上月
被來訪的

摩納哥以快速
反擊接連偷襲
得手，大好形

勢下慘敗1：3。過往首回合輸得如此慘的隊伍，次回
合幾近逆轉無望，但兵工廠眾人未有屈服，是役上、
下半場先後由法國前鋒基奧特和威爾斯中場艾朗藍斯
各入1球，追至合共3：3的比數。

形勢佔優輸運氣 屢射不入
摩納哥此時仍憑作客入球優惠領先，阿仙奴於餘下

時間卻未能再下一城，智利前鋒阿歷斯山齊士（A
山）下半場的必入球更被對方門將在白界前擋出，終
含恨出局。
阿仙奴已連續5屆16強止步，有趣的是2013年他們

對拜仁慕尼黑竟以完全一樣的賽果出局（詳見左
表），可見「廠員」沒在當日「光榮出局」後汲取教
訓。阿仙奴是役有逾6成控球率兼12射8中門框的出
色數據，反之摩納哥是1射0中框。雲加不服氣地說：
「這是艱巨任務，但上半場我們創造的機會已足夠結
束球賽。摩納哥今日沒有一次射中框，卻進入 8
強。」

「教授」：沒中目標卻晉8強
包括A山被撲出的必入球在內，兵工廠多次只差丁點

就能多入1球，法國「教授」表示：「我們表現出色卻
欠運氣，而他們也沒統治比賽。足球非童話故事，需現
實點更要冷靜點，也許還要有運氣。」首度擊敗舊東家
的雲加，祝福該法甲富豪球隊時說話還是酸溜溜：「如
你看兩回合摩納哥射正門框的次數，他們的回報真是太
豐厚了，臨門一腳很準。」 ■記者 鄺御龍

阿仙奴（兵工廠）連續5屆
歐洲聯賽冠軍盃（歐聯）16
強出局，即使昨凌晨作客摩
納哥以壓倒性優勢淨勝2球，
但礙於首回合主場慘敗1：
3，最終合計打和3：3，仍因
為輸作客入球而含恨出局。
悲劇一再重演，阿仙奴領隊
雲加讚子弟兵已拚盡無悔，
但對舊東家今仗零次射中門
框都可晉級卻深深不忿。

向來被批評不夠賣力的德國
中場奧斯爾踏入2015年全面回
勇，今場歐聯也跑動不少，有
兩次頗具威脅的射門，但傳中8
次僅得1次成功，加上己隊「士
哥」跟他並無直接關係，令擔
任旁述員的
曼聯前球星
史高斯續斥
他 「 懶 懶
閒」。更甚
是 「 大 眼
仔」於上半
場結束時，
竟和主隊中
場干度比亞
交換球衣，
史高斯扯火

說：「我不喜歡這樣。比賽結
束後也許可這麼做，但我還是
不太喜歡。你可在球員通道內
或更衣室交換球衣，但在上半
場結束時（便換），我不認為
可以這樣。」 ■記者 鄺御龍

「大眼仔」

法甲球隊於歐聯向來非常

客，近十多年來最威已是摩

納哥於2003/04年球季奪得亞

軍。在西甲、德甲和英超球隊盡領

風騷下，法甲已變成小眾，今次摩納哥

連同上周淘汰車路士的巴黎聖日耳門，

是近5個球季以來首次有2支法甲球

隊齊齊進入歐聯8強。上次8強有2

支法甲隊伍已數到2009/10年，當

時里昂和波爾多進行「內訌」，繼而

「保送」前者殺入準決賽。

摩納哥主帥寸雲加不尊重人
另外，摩納哥教練渣甸賽

後未有理會輸波者的心

情，批評阿仙奴領隊雲加

在首回合結束後拒絕握手，

甚有不尊重他人之嫌，而他

賽後亦故意報復，未有同雲加

握手。 ■記者 鄺御龍

兩法甲隊入8強 近5年首次

昔日有法國前「神經刀」門
將巴夫斯場邊小便，如今有西
維爾後衛費蘭度拿華路後備席
「小解」。拿華路於巴塞
羅那青訓出道，2008年
加盟西維爾，隨隊贏得西
班牙盃及歐霸盃，這位今
年32歲的西班牙2008年
歐洲國家盃冠軍成員，日
前在贏艾爾切的西甲聯賽
列後備，但未知是懶還是
太急，一時間竟用毛巾遮

住重要部位當場小便，認真
「不羈」。

■記者梁志達

西維爾老將後備席小解

巴洛迪利去夏
以約合2億港元
身價加盟利物浦
後表現低迷，漸
成後備，飽受批
評。「巴神」近
日卻將心神花在
社交網上，繼日
前疑似向曼聯宣戰後昨又有新猷，這位意大利射
手上載了一條片，當中他做出「閉嘴」手勢，甚
具挑釁意味地說：「你了解我？跟我交談過？知
我生活遇上過什麼？你只看到在踢波的我，如果
是男人，就收聲！」 ■記者梁志達

巴神網上挑釁 叫人「收聲」

窮爆帕爾馬 主席涉洗黑錢被捕
意甲老牌球隊帕爾馬深陷財困，幾度易主仍債台高

築，更因一直拖欠球員工資，在聯賽已被扣3分，面臨
破產。球會主席馬列堤又被指在收購帕爾馬時涉嫌洗黑
錢，昨被意大利警方拘捕。

C朗3年後有意轉戰美職聯？
C‧朗拿度今年在皇家馬德里狀態急跌，壓力甚大，

昨有外國報章傳出，這位30歲葡萄牙球王已準備2018
年約滿後，有意跟隨眾多前球星的步伐轉征美國職業聯
賽等掛靴。 ■記者梁志達

今晚深夜歐霸盃16
強次回合，國際米蘭
會主場再戰禾夫斯堡
（有線61台及高清
201台周五凌晨 4：
05a.m.直播）。國米
首回合作客輸1：3，
但有作客入球，今場
贏「狼堡」2：0也能
反勝晉級。不過，連
同意甲聯賽國米近4
仗不勝，狀況較近8贏6暫排德
甲第2的狼堡遜色，而國米亦有
後衛莊拿芬施些路和長友佑都
未傷癒，中場祖爾奧比和守將
甘柏拿路上陣成疑，還未計上
場傷出的翼鋒梳頓沙基利。

羅馬走樣 「紫百合」秤先
羅馬將返首都跟費倫天拿再
踢意甲「內戰」（有線62台及
高清202台周五凌晨2：00a.m.
直播），上回合打和1：1，但
羅馬傷兵多且近績未如理想，
對上8仗僅1勝。反觀「紫百
合」自車路士借將穆罕默德沙

拿加盟後愈踢愈好，中前場優
勢較明顯。
英超愛華頓作客烏克蘭基輔

戴拿模（有線61台及高清201
台 周 五 凌 晨 2： 00a.m. 直
播），愛華頓首回合小勝2：
1，要穩陣出線今仗就別隨便丟
失球。另外，衛冕的西維爾主
場鬥同屬西甲的維拉利爾（有
線64台及高清203台周五凌晨
4：05a.m.直播），前者首回合
輕勝3：1，3連勝的他們近10
個主場更有8勝2和，相比下近
5仗僅1勝的維拉利爾似乎較難
扭轉敗局。 ■記者 鄺御龍

國米冇態 歐霸難反擒狼堡

半場交換波衫挨批

阿仙奴連續五屆歐聯16強止步
年份 對手 首回合 次回合 總比數

2010/11 巴塞羅那 主場勝2：1 作客負1：3 輸3：4

2011/12 AC米蘭 作客負0：4 主場勝3：0 輸3：4

2012/13 拜仁慕尼黑 主場負1：3 作客勝2：0 和3：3#

2013/14 拜仁慕尼黑 主場負0：2 作客和1：1 輸1：3

2014/15 摩納哥 主場負1：3 作客勝2：0 和3：3#

註：#阿仙奴輸作客入球出局。

■■馬里奧蘇亞雷斯
馬里奧蘇亞雷斯（（左左））射入射入，，是是

將比賽拖入加時的功臣
將比賽拖入加時的功臣。。 美聯社美聯社

■■馬體前鋒費托馬體前鋒費托（（右右））同門將同門將
奧比歷開心一抱奧比歷開心一抱。。 路透社路透社

■巴洛迪利
做 出 「 閉
嘴」手勢。

網上圖片

■■費蘭度拿華路費蘭度拿華路（（左左））用毛巾遮住用毛巾遮住
重要部位當場小便重要部位當場小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摩納哥出線一刻摩納哥出線一刻，，全隊上全隊上
下都雀躍萬分下都雀躍萬分。。 法新社法新社

■■歐聯成為雲加心中歐聯成為雲加心中
的一根刺的一根刺。。 法新社法新社

■■渣甸在對手傷口渣甸在對手傷口
上灑鹽上灑鹽。。 路透社路透社

■■禾夫斯堡的奇雲迪布尼禾夫斯堡的奇雲迪布尼
（（左左））上仗中場較量的表現遠上仗中場較量的表現遠
勝國米的加利美度勝國米的加利美度。。 美聯社美聯社

■■奧斯爾奧斯爾（（右右））返回球員通返回球員通
道時已脫去外衣道時已脫去外衣。。 路透社路透社

■■基奧特基奧特（（左左））今仗建今仗建
功功，，卻彌補不到首回合瘋卻彌補不到首回合瘋
狂失機之過狂失機之過。。 路透社路透社

■■摩納哥球員歡天喜摩納哥球員歡天喜
地地，，阿仙奴中場大將阿仙奴中場大將
辛迪卡索拉則黯然離辛迪卡索拉則黯然離
場場。。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