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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直 播 精 彩 時 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西甲 巴塞羅那 基達菲 周三2:00a.m. n632
德盃 拜仁慕尼黑 多蒙特 周三2:30a.m. T13
英超 侯城 利物浦 周三2:45a.m. n621
意甲 烏甸尼斯 國際米蘭 周三2:45a.m. T301
法甲 巴黎聖日耳門 梅斯 周三3:00a.m. T302
註：n為now，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基於三大箭頭迪亞高哥斯達、杜奧巴和雷米均有不同程度的

傷勢或狀態欠佳，昨晚車仔被迫採用零箭頭陣式，由夏薩

特、奧斯卡杜斯山度士及倒戈的法比加斯等中場輪流進

攻。即使阿仙奴控球率稍勝一籌，但具威脅攻勢不多，

最終以0：0完場各得1分，令車仔進一步接近重奪相隔

5年的英超獎盃。同時，摩連奴帶領車仔對阿仙奴的不

敗場數增至13場。基於和「兵工廠」一樣剩餘5仗未

踢但領先10分，車仔只需周中先拿下李斯特城，便能

在周日主場戰勝水晶宮後提前捧盃。

己隊沒失分摩連奴當然收貨，但主隊球迷的高聲疾

呼「悶蛋，悶蛋車仔」卻觸動其神經，結果摩帥即

以阿仙奴自2004年起就與英超冠軍無緣反擊：「久

候這麼多年，但依然沒有一座英超獎盃……那真的

很悶。」他亦確認奧斯卡因撞向阿仙奴門將奧斯賓

拿而在中場休息時送院檢查，未知奧斯卡是否有

腦震盪，只能肯定下場依舊無前鋒用。此外，摩

帥豪言車仔將會是全季都排榜首的冠軍隊伍，「只有

頂級強隊才可這樣。」

雲加承認車仔將可奪冠

車仔守得好，令下半場不乏機會的「兵工廠」無法入球，平時

威武的法國前鋒基奧特更鮮有觸球，摩帥大讚隊長泰利：「我在

更衣室告訴泰利，他和我一起作出夢幻般的表現，但全歸功於

他。」至於有球在腳便遭「廠迷」狂噓的法比加斯，仍感激舊東

家粉絲多年來支持。而阿仙奴領隊雲加賽後則未言放棄，仍想盡

力完成本賽季，但承認車仔將可奪冠；雲加亦希望可在足總盃決

賽前鎖定留守在聯賽前兩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昨晚英超的「倫敦打吡」同時是榜首大戰，車路士（車

仔）踩進阿仙奴（兵工廠）的酋長球場展開對決，最終擺無

鋒陣的車仔成功守和0：0，領先「兵工廠」和曼城10分，

重奪英超又進一步。然而「廠迷」賽後高呼車仔踢法沉悶，

令車仔領隊摩連奴忍不住寸爆回應「十年無冠才悶」。

繼英超年度最佳陣容後，英格蘭職業球員工會（PFA）昨晨
還發表了年度最佳球員獎項，結果車路士（車仔）中場核心夏
薩特大熱當選，繼車仔有6人入選「年度11人」後再度為球會
爭光。同樣入選「年度11人」的熱刺新星哈利卡尼則當選年
度最佳年輕球員。
PFA在倫敦一間酒店舉行頒獎禮，24歲的「夏神」領取獎盃

時說：「我非常高興，今季我發揮得很好，在關鍵賽事攻入很
多重要入球，也是我今季特別出色的理由。」夏薩特在33場
英超比賽中轟入13球，也炮製8次助攻，是車仔至今高踞榜首
的重要原因。巧合是，
哈利卡尼所獲的「新人
王」獎去年得主正是
「夏神」。

「雙特」獲貢獻獎
另外，「雙特」利物

浦隊長謝拉特和現効力
曼城的林柏特齊獲貢獻
獎，表揚他倆多年來為
英超付出的努力，同時
希望二人稍後投身美職
聯後有助宣傳英超。

■記者 鄺御龍

英超明晨上演補賽，由於排第4的曼
聯上周日輸波失分，對於以7分落後但踢
少一場排第五的「紅軍」來說，今仗客
戰護級隊侯城，正是力爭前4奪歐聯資格
的搶分良機，在史杜列治或因傷提早收
咧之下，且看史達寧等攻擊好手能否為
「紅軍」提供足夠火力攻「城」；而主
隊侯城目前排「尾五」，以1分領先「尾
三」的新特蘭，現時急於搶分護級，加
上侯城近3次主場與利物浦交鋒當中保持
不敗的同時贏下2場，再者他們之後賽程
將要面對阿仙奴、熱刺以及曼聯，故今
仗主場贏波 3 分，絕對機不可失。
(now621台周三2:45a.m.直播)

曼聯確認隊長朗尼傷膝
至於剛輸波失分的曼聯，除了在聯賽
下滑至第4位外，隊長朗尼在對愛華頓一戰中受傷被換出，主帥雲高
爾賽後確認這名英格蘭國腳膝部受傷；而對於球隊落敗，雲高爾就指
在賽前熱身時察覺到球隊有所不妥：「我與我的職員包括傑斯也察覺
到這個問題，因為球隊在賽前熱身時的表現明顯未達慣常水準。在開
賽前最後一刻發生這種事，你會嘗試恢復球員的狀態並激勵他們，但
一切已經為時已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紅軍追前4撼護級侯城

德甲第30輪昨晨結束，慕遜加柏主場迎戰禾夫
斯堡，麥斯古斯補時階段攻入絕殺球，幫助慕遜加
柏以1：0小勝，同時助拜仁慕尼黑提前4輪衛冕。
慕遜加柏今仗把握主場優勢，攻勢較禾夫斯堡

多，但未能入球，半場打成0：0。下半場雙方攻門
乏力，但主隊的麥斯古斯在補時階段射入致勝球，

令禾夫斯堡以0：1敗陣。賽後禾夫斯堡以61分排
第二位，落後榜首的拜仁15分，由於聯賽只剩4
輪，禾夫斯堡全勝都不能超前，令拜仁提前奪得聯
賽冠軍，亦是拜仁第25個德甲錦標，也是他們
2001年以來再次完成德甲三連冠壯舉。
拜仁本賽季奪冠，從過程上來看還算順利。德甲

巨人幾乎是從賽季伊始，就
展現了出色的狀態。自聯賽

第五輪起，拜仁就再也沒有讓積分榜領頭羊的位置
旁落。連續25輪穩坐積分榜首，並且不斷擴大其
領先優勢，最終提前4輪奪冠。拜仁已經連續三年
成為歐洲五大聯賽最早摘下聯賽冠軍的隊伍。

德國盃撼多蒙特料晉級不難
聯賽提早封王，拜仁可全力放在明晨上演的德國

盃4強大戰，他們將主場硬撼多蒙特。(無綫網絡電
視13台周三2:30a.m.直播)作為德國盃衛冕冠
軍的拜仁今屆發揮依然穩定，在本屆德國盃中
合共攻入9球，其中客串前鋒的中場葛斯有所
貢獻，可見他今仗將領銜球隊攻擊線，向舊主
多蒙特發起衝擊。
如今的多蒙特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今季和

拜仁的兩次聯賽交鋒中多蒙特被對手雙殺，而
拜仁今仗還是主場作戰，晉級並非難事。不過
多蒙特現在只剩下德國盃可以爭奪，加上領隊
高洛普將在季尾離開，球隊上下亦希望用一個
冠軍來送別這位功勛教頭，可見球員今仗戰意
甚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慕遜加慕遜加柏柏割割「「禾禾」」助助拜拜仁仁提前衛冕提前衛冕「小豆」查維亞靴南
迪斯持續爆發，昨晨的
西甲聯賽，這名墨西哥
人繼歐聯射入致勝一球
後，再以兩個入球助皇
家馬德里在客場以4：2
的比分逆轉切爾達。本
場取勝後，皇馬繼續在
西甲積分榜上排名第
二，並以兩分之差緊逼
榜首巴塞羅那。
切爾達的洛尼圖在9
分鐘接應奧利蘭拿助攻
射入打開紀錄。皇馬在16分鐘
由卻奧斯扳平，「小豆」在24
分鐘的入球令皇馬反先。切爾
達在28分鐘有辛迪文拿接應妙
傳射門中柱彈出，但他再衝前
補中，為主隊扳平2：2。皇馬
的占士洛迪古斯在43分鐘起腳
省中人改變方向入網，半場皇
馬領先3：2。「小豆」在69分
鐘接應沙治奧拉莫斯傳送射成
4：2。皇馬主帥安察洛堤賽後
稱「小豆」正在「享受屬於他
的美好時刻」，並表示：「如果

他繼續這樣的表現，他就會成為
球隊不可或缺的一員。」

巴塞「基」不可失
皇馬贏波力逼，巴塞明晨主場

對基達菲一戰絕對「基」不可
失。(now632台周三2:00a.m.直
播)巴塞近6場主場賽事連勝，強
如皇馬都要稱臣，陣中「MSN」
組合美斯、尼馬和蘇亞雷斯均發
揮出色，今仗面對中游的基達
菲，贏波照理無難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小豆」續爆發 皇馬緊追巴塞

意甲球會國際米蘭官方昨日宣布，決定掛起前隊長辛
尼迪的4號球衣，日後將不會再有球員能夠再穿4號作
戰。國米主席托希爾宣佈，鐵定本年5月4日的米蘭世
博會進行時，正式封存阿根廷鐵人辛尼迪的4號球衣。

客戰烏甸尼斯難被看好
辛尼迪効力國米整整16年，贏過1次歐聯，5次意甲
及4次意大利盃等錦標，目前已晉身管理層。托希爾對
此表示：「從此以後，人們再也不會見到國米球員穿
起一件波衫，那就是4號波衫，4號是屬於辛尼迪的，

永遠屬於他。」
至於意甲明晨加開快車，國米客戰烏甸尼斯難被看
好。(無綫網絡電視301台周三2:45a.m.直播)國米已連
續4輪聯賽保持不敗，不過他們今季聯賽作客表現差，
16輪作客失掉20球，防線演出難令人放心。而烏甸尼
斯上輪力斬AC米蘭，在6輪不勝後終再嚐勝利滋味，
他們目前領先排在意甲倒數第三位的卡利亞里14分，在
聯賽僅剩6輪下，球隊距離安全線僅一步之遙，加上烏
甸尼斯近6次對國米取得4勝1和1負的戰績，因此球員
今仗主場出戰，有力全取3分。 ■記者梁啟剛

國米封存辛尼迪4號波衫

「「夏神夏神」」膺年度最佳球員膺年度最佳球員

■國米前隊長辛
尼迪。 路透社

■■麥斯古斯慶祝入麥斯古斯慶祝入
絕殺球絕殺球。。 法新社法新社

■■拜仁鋒將葛斯拜仁鋒將葛斯。。
法新社法新社

■■「「小豆小豆」」((上上))今今
仗連建兩功仗連建兩功。。

美聯社美聯社

■■利物浦鋒將史利物浦鋒將史
達寧達寧。。 法新社法新社

■■夏薩特當選年度夏薩特當選年度
最佳球員最佳球員。。 美聯社美聯社

■■法比加斯法比加斯
((右右))倒戈出倒戈出
戰戰。。 路透社路透社

■■泰利泰利((左左))
嚴 防 基 奧嚴 防 基 奧
特特。。 美聯社美聯社

■■摩連奴忍不住寸

摩連奴忍不住寸

爆回應爆回應。。 美聯社美聯社

英超前列積分榜(截至2015-04-27)

名次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車路士 33 23 8 2 65 26 39 77

2 曼城 34 20 7 7 70 36 34 67

3 阿仙奴 33 20 7 6 63 32 31 67

4 曼聯 34 19 8 7 59 34 25 65

5 利物浦 33 17 7 9 47 36 11 58

6 熱刺 34 17 7 10 55 49 6 58

7 修咸頓 34 17 6 11 47 26 21 57

註：頭3名直接進入歐聯分組賽，第4名獲歐聯附加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