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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倫誓挫南華衛冕銀牌冠軍
上屆盟主永倫今晚在男子高級組銀牌總

決賽再遇死敵南華，誓要報卻月初的一敗
之仇，成功衛冕。賽事在灣仔伊利沙伯體
育館上演，晚上8時40分開賽。頭場晚上
7時舉行女子組總決賽，由福建與均安爭
冠。門票分收60元、長者及學生優惠票
40元兩種。

三鐵港將喜獲世界排名積分
香港三項鐵人代表蔡欣妍和羅亮添昨日

在菲律賓蘇碧灣舉行的亞洲盃賽事中，分

別在女子和男子精英公開組獲得第6名及
第13名，獲得寶貴的世界排名積分，為晉
身明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作準備。

■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
南)香港體育學院2014年度優
秀教練頒獎禮昨日圓滿結束，
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第8次獲
選為年度最佳教練，而滑浪風
帆教練艾培理則獲頒優秀服務
獎，二人齊聲表示，期望新一
代的教練可接班成功。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
讚許教練工作，並以「亦父亦
師」形容教練和運動員的關
係。「年度最佳教練獎」第8
度由沈金康獲選，「前亞洲車
神」黃金寶及「前港壁一姐」
趙詠賢亦同時首次站上頒獎
台。
沈金康獲獎後表示內疚，因
為教練團隊要遠離家鄉，與體
院同事 1年 365 日為車隊工
作，另一內疚就是在仁川亞運
會原定目標取得10枚獎牌，
最後只拿得6枚，失去的4枚
是教練工作錯誤弄成，希望在
明年里約奧運努力爭取成績和
獎牌，回饋體院同事及社會市

民。
沈金康愛徒李慧詩昨日拿出

11年前因踏快2秒而獲沈教練
獎賞的50元，以及讀出教練
鼓勵自己的便條內容，全場感
動。黃金寶是109位獲嘉許的
教練之一，首次拿到教練獎
座，阿寶坦言感到教練的責任
感是沉甸甸，每次比賽或訓練
後總會想如何做得更好，將來
完全接棒還是順其自然，而與
體院合約至2017年3月底的沈
教練，對阿寶也未敢開出時間
表。

艾培理有心儀接任人選
另外，4天後正式離開體院

的滑浪風帆奧運金牌教練艾培
理，獲得代表服務10年或以
上的「優秀服務獎」。艾培理
不忘感謝體院和運動員的支持
和付出，在他離任後，風帆主
教練位置會懸空，靜候合適人
選，艾培理坦言已有心儀人
選，但仍須全球招聘。

至於趙詠賢和硬地滾球教練
郭克榮同膺團體項目高級組
「最佳教練獎」，趙詠賢認為
自己只是代表壁球隊背後的教
練和體院支援的同事拿此獎。

常規賽「一哥」勇士周六憑藉後衛史提
芬居里轟進全場最高的39分，作客以109:
98擊敗鵜鶘，在西岸首圈季後賽以總場數
4:0橫掃對手，成為首支晉級準決賽的球
隊，下輪將面對灰熊或拓荒者的勝方。灰
熊在另一場西岸首圈季後賽作客以115:109
擊敗拓荒者，總場數領先3:0，只要多勝1
場即可晉級。
勇士在第3場曾在第3節結束時落後鵜
鶘20分，幸好最終能夠上演大逆轉反勝，
而在周六的第4場賽事，兩軍形勢倒轉，
勇士在第3節結束時領先88:67，再無退路
的鵜鶘絕地反擊，在尚餘1分49秒時追至
落後94:101，可惜勇士後衛基利湯遜其後
投進關鍵的3分球，打斷主隊氣勢，雖然
鵜鶘前鋒安東尼戴維斯全場攻入36分和11
個籃板球，但球隊也無法扭轉敗局，首圈
出局。
史提芬居里是役取得39分、8個籃板球

和9次助攻，基利湯遜和德拉蒙格連分別
貢獻25分和22分，成為球隊致勝功臣，賽
後居里說：「我對球隊的表現和鬥志感到

自豪，現在我們可以休息一下，等待準決
賽的來臨。」

公鹿 網隊扳回一城
東岸方面，瀕臨出局邊緣的公鹿和網隊

周六在主場雙雙扳回一城，前者以92:90險
勝公牛，總場數改寫為落後1:3，而網隊則
以91:83擊敗鷹隊，總場數追至落後1:2。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車神」米高舒麥加的
16歲囝囝米克子承父業，
近日在家鄉德國展開F4賽
車生涯，昨日在漢諾威附
近的Oschersleben賽道出戰
次日早上賽事，以第19位
起步，最終以第12名完成
18圈比賽。
米克在小型賽車生涯取

得成功後，早前簽約
荷蘭一支F4車隊，展
開F4賽車生涯，直至
10月賽季結束。米克
在首日賽事同以第19
位起步，結果以第9名
完成「首秀」，賽後
還獲頒最佳新人獎項。據
報米克的祖父也有現身賽

道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體壇連線

沈金康八度榮膺最佳教練

勇士橫掃鵜鶘率先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中國女
排的球迷7月要請假了。由於遷就美
國主辦世界女排大獎賽決賽周，香港
站今年安排在非周日上演最後一日賽
事，而澳門站更是暫停。香港站賽事
今年7月中在香港體育館舉行，邀請
得美國、日本、泰國及國家隊參賽，
並會首度引入鷹眼系統。
香港排球總會會長吳守基昨日宣布

4支香港站參賽隊伍，包括美國、日
本、泰國和國家女排，為了遷就美國
主辦決賽周賽事，香港站需要協調賽
程，今年要安排在非周日上演最後
一日賽事，將於7月16日(周四)至18
日(周六)在香港體育館進行，國家
隊、日本和泰國需要在香港站搶分，
爭入決賽周。

由於賽事關鍵，故今年香港站將首度
引入價值約15萬港元的「鷹眼」系統，
在球場設置至少23部高速攝錄機，並將
球場底線的發球區由8公尺，縮窄至6.5
公尺，協助裁判判決。國際排聯今年暫
停澳門站大獎賽賽事，預料將吸引更多
澳門球迷來港為國家隊打氣。

門票6月1日公售
今屆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門票將

於6月1日公開發售，價錢由70元至
650元不等。大會今年邀請得前國家
女排代表孫玥和趙蕊蕊擔任賽事推廣
大使，出席一系列排球推廣活動，昨
日2名大使便與港隊以及本地女藝人
鄧麗欣組成的Loey排球隊現身宣傳活
動和進行友誼賽。

NBA季後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東岸(首圈)
(3)公牛 對 (6)公鹿

公牛領先總場數3:1
○(8)網隊 對 (1)鷹隊

鷹隊領先總場數2:1
西岸(首圈)
(4)拓荒者 對 (5)灰熊

灰熊領先總場數2:1

NBA季後賽周六賽果
東岸(首圈)
(6)公鹿 92:90 (3)公牛
(8)網隊 91:83 (1)鷹隊
西岸(首圈)
(8)鵜鶘 98:109 (1)勇士

勇士總場數勝4:0晉級
(4)拓荒者 109:115 (5)灰熊
○now678台周二7: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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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麥加囝囝家鄉演F4首秀

■左起：孫玥、鄧麗欣和
趙蕊蕊為世界女排大獎賽
香港站宣傳。 潘志南 攝

「東南大戰」向來是本地足壇傳統強勁戲碼，不過南華今
場無法以最強陣容出戰，艾華及陳肇麒的受傷令南華

攻力大減，猶幸保贊的復出總算令防線恢復穩健；相反東方
今仗的陣容可謂精銳盡出，基奧雲尼、麥阿里士打及美路史
拿域等均任正選，開賽後形勢亦是以東方佔優，麥阿里士打
及基奧雲尼先後有埋門機會均無功而還，結果上半場雙方互
交白卷。

換邊後形勢仍然陷於膠着，雙方其後相繼換入前鋒加強攻力，南華
換入鄭禮騫及迪天奴圖以高空轟炸，但成效不大，反觀東方的勞高入
替後，令球隊側擊力大增，戰至86分鐘，平衡終告打破，梁子成左路
傳中予伏兵門前的聶凌峰射入，東方最終保持1:0勝果至完場，成功躋
身足總盃決賽，將與傑志爭逐錦標。

豪言再挫傑志
為東方一箭定江山的聶凌峰今季受到傷患困擾，不過今仗能射入致

勝入球為自己打下強心針：「今季傷癒後，狀態一直未能重回高峰，
今場的重要入球大大增強自己的信心。傑志無疑是一支很強的球隊，
不過我們能夠擊敗他們一次，就能再勝一次。」
東方主帥高尼路賽後大讚球隊的鬥志是贏波關鍵：「對南華的比賽

從來都不會容易，他們未有給予我們太多機會，幸好球員一直保持耐
性。對傑志的比賽會十分困難，不過我對球隊充滿信心。」

聶凌峰絕殺 南華四大皆空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郭郭

正謙正謙))「「千萬大軍千萬大軍」」南華南華

今季最終仍難逃四大皆今季最終仍難逃四大皆

空的命運空的命運，，昨日在足總昨日在足總

盃盃44強面對東方強面對東方，，完場前完場前

44分鐘被聶凌峰絕殺分鐘被聶凌峰絕殺，，力力

戰下以戰下以00::11不敵對手不敵對手，，含含

恨出局恨出局，，而躋身決賽的而躋身決賽的

東方將與傑志爭奪本季東方將與傑志爭奪本季

足總盃錦標足總盃錦標，，重演高級重演高級

組銀牌決賽翻版組銀牌決賽翻版。。賽事賽事

共吸引共吸引33,,233233名觀眾入名觀眾入

場場，，收入為收入為123123,,040040港港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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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郭

正謙)南華下半
季加入多名新援

後，一度回復班霸
本色，不過仍無法逃

離四大皆空的命運，今
季新入主的張廣勇坦言失

望，但認為球員已盡全力，
來季會繼續加強人腳，挑戰各

大錦標。
身為傳統班霸，南華今季的本地

成績叫人失望，猶幸在亞協盃戰場成
功挽回面子，小組賽4戰4勝，肯定能

以首名出線16強，並獲得主場之利，足主
張廣勇表示球員們已盡全力，值得尊重，只

可惜受傷兵問題困擾，未能在季尾全力衝刺：
「失望當然有，不過球隊已經盡力，接下來亞協

盃季後附加賽及亞協盃均十分重要，希望球隊能繼
續努力。」

保贊已續約
南華亦已開始為下季準

備，今季表現出色的中堅保
贊已成功續約，而一眾華人
球員亦會陸續展開合約洽
談，張廣勇表示會繼續物色
有實力的球員加盟，打造更
強陣容迎接下季。

■蔡欣妍(左)與羅亮添於亞洲盃成績不俗。

■安東尼戴維斯(左)防守史提芬居里。路透社

■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今年7月中舉行。
潘志南 攝

■米克舒麥加首戰F4。 路透社

■勞高(左)
與車潤秋
爭頂。

新華社

■李慧詩(左)拿出11年前首次獲沈
教練給予的50元獎勵金上台分享。

潘志南 攝

■保贊(左)已與南華
續約。 新華社

■麥阿里士打
( 中) 攻 門 不
果。 新華社

■聶凌峰(右)
絕殺南華。

新華社

■左起：沈金康、羅健
強、郭克榮及趙詠賢出席
領獎。 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