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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頭七位積分榜
排名 賽次 勝 和 負 得失球 積分
1.車路士 32 23 7 2 39 76
2.阿仙奴 32 20 6 6 31 66
3.曼聯 33 19 8 6 28 65
4.曼城 33 19 7 7 33 64
5.利物浦 33 17 7 9 11 58
6.熱刺 34 17 7 10 6 58
7.修咸頓 34 17 6 11 21 57
＊截至4月25日11：59p.m.。頭3位晉身歐聯

分組賽，第4位要踢歐聯附加賽，第5位晉身歐
霸分組賽，第6位要踢歐霸附加賽。

眾所周知，摩連
奴愛周圍惹人

大動肝火，以分散外界
注意力幫子弟兵減壓。

今晚在倫敦上演「紅藍大
戰」的前夕，摩帥又向素有

牙齒印的雲加「挑機」，令
後者再次出醜。
目前車仔領先「兵工廠」10

分，如今晚車仔報捷，「兵工
廠」想在最後5場追回13分差距便

變得極困難；還未計車仔再下一城即
能捧盃。但雲加仍要打「口水戰」，

嘲諷車仔面對曼聯、昆士柏流浪和史篤
城皆屬險勝，幾乎失分，結果摩連奴在近
日賽前記者會就拿阿仙奴的歐聯16強出局
一事還擊：「那並不容易（防守），若輕
易的話你就不會在主場輸給摩納哥1：3。

如他防守出色，便可賽和0：0，並於
蒙地卡羅取勝。要準備一支球隊去防守絕
非易事。」
兩隊近況都算「弗爆」，但對車仔有利

的是在摩連奴領軍下，車仔12次對「兵工
廠」錄得7勝5和佳績，再者
今季首回合車仔在主場以2：0
勝出，單論數據已立於不敗之
地。更重要的是，今季加盟車
仔的前「廠員」法比加斯相當
了解母會的攻守弱點。

迪哥可能上陣
車仔的唯一問題是鋒線人手不足，

摩帥會到最後一刻才決定會否派早前受傷
的迪亞高哥斯達（迪哥）上場，如無意外
還是由老將杜奧巴擔當前鋒。

■記者 鄺御龍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日職 大阪飛腳 新潟天鵝 周日1:00p.m. C61/C201
意甲 阿特蘭大 安玻里 周日6:30p.m. T301
蘇超 登地聯 些路迪 周日7:30p.m. AW
英超 愛華頓 曼聯 周日8:30p.m. n621
荷甲 格羅寧根 飛燕諾 周日8:30p.m. n671
荷甲 施禾利 阿積士 周日8:30p.m. n670
意甲 拖連奴 祖雲達斯 周日9:00p.m. T301
意甲 拉素 基爾禾 周日9:00p.m. T302
德甲 柏達邦 雲達不來梅 周日9:30p.m. C61/C64/C201/C203
英超 阿仙奴 車路士 周日11:00p.m.n621
法甲 朗斯 摩納哥 周日11:00p.m.T302
德甲 慕遜加柏 禾夫斯堡 周日11:30p.m.C61/C64/C201/C203
俄超 辛尼特 圖拉兵工廠 周日11:30p.m.n670
意甲 費倫天拿 卡利亞里 周日11:59p.m.T301
葡超 賓菲加 波圖 周日11:59p.m.n676
意甲 拿玻里 森多利亞 周一2:45a.m. T301
西甲 切爾達 皇家馬德里 周一3:00a.m. n632
法甲 蘭斯 里昂 周一3:00a.m. T302
註：n為now，C為有線，T為無綫網絡電視，AW為亞視國際台。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除了榜首大戰外，今晚英超還有「三哥」曼聯（紅魔）作客愛華頓
（拖肥糖）（now621台周日8:30p.m.直播），比起目前無欲無求的
主隊近乎是「打風流波」，曼聯為確保能以頭3名結束球季毋需參加
來季的歐聯附加賽，當然盡可能要避免失分。對於這支季初手下敗

將，「紅魔」固然視今仗如同食糖，取勝絕對可期，唯
一缺點是巴西後衛拉菲爾達施華因肋骨受傷而提早「收
咧」。
既然今季幾乎大局已定，無冠可爭的「紅魔」開始要

為來季做準備。對於下季約滿卻遲遲未肯續約的西班牙
門將迪基亞，曼聯領隊雲高爾昨日聲稱會方早已給
該球員一筆可觀金錢，以推動他繼續留効免被西甲
豪門皇家馬德里搶走。雲帥說：「那已花了很長時
間。（跳槽）實在是經常發生，但我並非老闆，我
只想他留下，球員才是去說『是』或『否』的老
闆。你要去問他（會否留低），不是問我。他將會
簽約的，我們已給他很多錢。」

力挺傑斯接班
另外，雲高爾力挺已轉當其副手的快翼傑斯做未來「魔

帥」，但拒絕公開談論是否有意引入燕豪芬射手迪比。
■記者 鄺御龍

摩帥料靠法比締13戰不敗

車路士（車仔）領隊摩連奴最愛挑釁阿仙奴（兵工廠）主

帥雲加，因貪他「轉數慢」難以招架。目前在積分榜分居第

一、二位的車仔與阿仙奴，今晚會在後隊主場上演影響誰

可奪冠的「倫敦打吡」，車仔在首度倒戈的西班牙

中場法比加斯帶領下，極可能延續摩帥在酋長球場的

不敗成績，再令雲加丟臉的同時牢牢拿着一邊盃

耳。（now621台周日11:00p.m.直播）

阿仙奴預計正選陣容：門將／奧斯賓拿；後衛／
比利連、基比爾包列斯達、哥斯尼、蒙利爾；防
中／高基連、辛迪卡索拉；中場／艾朗藍斯、奧
斯爾、阿歷斯山齊士；前鋒／基奧特。

車路士預計正選陣容：門將／泰拔高圖爾斯；
後衛：伊雲洛域、加利卡希爾、泰利、艾斯派古
達；防中／拉美利斯、尼曼查馬迪；中場／韋利
安、法比加斯、夏薩特；前鋒／杜奧巴。

紅魔食紅魔食「「糖糖」」前前 斥巨資留門神斥巨資留門神

上周中歐聯8強射入奠定勝一球的皇家
馬德里（皇馬）借將「小豆」查維亞靴
南迪斯，之前一直坐冷板凳未能上陣，
但最終守得雲開見月明，把握難得的出
場機會一腳定江山。在皇馬明晨作客切
爾達（now632台周一3:00a.m.直播）之
前，「銀河艦隊」領隊安察洛堤特別讚
揚「小豆」，但後者來季能否續當「艦
員」還是未定。

三訪切爾達皆不勝
儘管兩隊最近都是連勝兩仗，但皇馬
近3次作客切爾達皆不勝，只是1和2
負，基於榜首巴塞羅那未開賽前只領先2
分，皇馬仍有反先可能，故「銀河艦
隊」今場需要打破不勝宿命。在加里夫
巴利等人仍未完全康復下，「小豆」確
能保持上陣機會，不過安帥未有透露皇
馬是否肯支付1,000萬歐元（約8,430萬
港元）轉會費給曼聯來「買斷」其合
約。「情況是很清楚的，我們會在季尾
再談。」 ■記者 鄺御龍

已成功殺入歐聯4強的意甲強豪祖雲達
斯（祖記）今晚會作客拖連奴（無綫網絡
電視301台周日9:00p.m.直播），力求達
成聯賽4連霸的祖記近8仗贏了6場，較令
人失望只是作客摩納哥顆粒無收和意外爆
冷輸給篤定降班的帕爾馬。
但撇除這兩場外，其餘時間祖記的表現
算是超班，而且過往6次對拖連奴皆全
勝，祖記今晚應可穩奪3分。再者他們現
拋離次席拉素15分，只要贏多兩場今季聯
賽冠軍便手到拿來，提早「上岸」可減輕
歐聯4強時球員輪換的壓力。雖然射手泰
維斯日前患感冒，但他已復操如無意外可
在今場披甲。
拉素亦在同一時間迎戰來訪的基爾禾

（無綫網絡電視 302 台周日 9:00p.m.
直播），至於分列第4、5位的拿玻里和森
多利亞則會正面交鋒（無綫網絡電視301
台周一2:45a.m.直播）。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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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德甲王者拜仁慕尼黑稱王的機
會高唱入雲，「二哥」禾夫斯堡（狼
堡）今晚作客慕遜加柏（有線61、64
台和高清201、203台周日11:30p.m.
直播）隨時陷入贏輸也沒大問題的狀
況，影響球員心態，反觀主隊仍跟利
華古遜力爭第3位，沒有球隊想要冒
出局的險去踢歐聯附加賽，此起彼落
下即使像舒賀爾尼或奇雲迪布連等
「狼堡」球員戰意十足，比起慕遜加柏仍算輸蝕。何況主隊近8仗錄得不
敗，5勝3和士氣如虹，已3戰不勝的「狼堡」即被比下去。
至於周五緬恩斯主場對史浩克04的比賽，前者以2：0勝出攀升至第8

位，史浩克則仍處第5位。 ■記者 鄺御龍

阿休兄弟互撼齊有進帳
曾一度在今季法甲領先的馬賽，昨

晨主場對力求護級的羅連安特竟以3：5見
負，錄得4連敗已跌至第4位，不單爭標無
望現更只能去搶可參戰歐聯的聯賽季軍。今
場比賽的亮點，在於各為其主的加納阿休兄
弟皆能射破對方龍門，其中倒戈作賽的佐敦
阿休更為羅連安特梅開二度。

索菲亞球迷掛納粹橫額
保加利亞球會索菲亞中央陸軍，昨日遭保

國足總罰款約16萬港元，原因是該球隊日前
在主場對索菲亞火車頭吃敗仗當日，有球迷
竟掛起象徵納粹黨的勾十字橫額，同時火車
頭翼鋒東尼施華聲稱受到中央陸軍的球迷給
予種族歧視對待，令他感到不受尊重，及後
施華已原諒滋事者。

紅軍想簽新前鋒救火
利物浦（紅軍）領隊羅渣士盛傳欲羅致一

名新箭頭，以彌補隊中英格蘭前鋒史杜列治
經常受傷所帶來的整體攻力疲弱問題，據報
羅帥希望新血是「能夠每周落場」。

■記者 鄺御龍

祖記盡早「上岸」免後患

足球雜錦

「狼堡」欠戰意未必拚盡

■舒賀爾尼（左）在「狼堡」愈
踢愈好。 美聯社

■祖記前鋒泰維斯（右）近來不停入波。
法新社

■佐敦阿休（右）。 路透社

■「小豆」能否長留皇馬還是未知數。
法新社

■法比加斯今晚是投効車仔後首
次倒戈母會。 資料圖片

■■紅魔願以重金打動迪紅魔願以重金打動迪
基亞留下基亞留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車仔領隊摩連奴嘲雲加車仔領隊摩連奴嘲雲加
連防守都做不好連防守都做不好。。美聯社美聯社

■■ 雲 加雲 加
（（左左））要靠要靠
奧斯爾築起奧斯爾築起
具破壞力的具破壞力的
中場線中場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昨晚英超早場修咸頓（聖人）在主場迎
戰熱刺，不單是分數接近的兩隊力爭憑聯
賽第六位參戰歐霸盃的入場券，今季從
「聖人」轉投熱刺的領隊普捷天奴更是首
次倒戈舊主，不過修咸頓球迷未有給他熱
烈歡迎聲音。最終近況同樣一般的兩隊以
2：2打和，各得1分，熱刺依舊壓住「聖
人」1分繼續保住其第六位。

加斯安奴柏利起孖
儘管熱刺有人氣勁爆的前鋒哈利卡尼正
選出場，但今仗表現不及過往出色，而球
隊亦空有控球率卻埋門欠佳，反被主隊的
意大利前鋒加斯安奴柏利於上半場29分鐘

先開紀錄。臨完上半場前拉美拿雖為熱刺
扳平，但換邊後20分鐘加斯安奴柏利接應
長傳銅頭一搖入網，梅開二度，可幸是5
分鐘後熱刺中場查迪尼再入一球，把賽果
鎖定在2：2。及後熱刺後衛賓戴維斯因右
臂受傷，需由擔架抬離場，隨後雙方再無
紀錄，握手言和各得1分。
普捷天奴對於重返舊東家說：「我專注

在工作上，但那對我是很艱難且充滿情
感。因我仍愛修咸頓，實在令人很為難，
我在這裡有美好的回憶。」

利物浦悶和西布朗
昨晚其餘賽事方面，作客西布朗的利物

浦以0：0賽和，紐卡素則在主場以2：3不
敵史雲斯，護級大戰般尼對來訪的李斯特
城則是輸0：1。 ■記者 鄺御龍

「「聖人聖人」」未能拔未能拔「「刺刺」」錯失超前機會錯失超前機會

■熱刺後衛賓戴維斯受傷被抬離場。 法新社

■■加斯安奴柏利加斯安奴柏利（（左左））為為
修咸頓連下兩城修咸頓連下兩城，，但最終但最終
未能全取未能全取33分分。。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