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威瑟對帕奎奧的世紀拳賽全球矚目，而且安排在賭城拉斯維
加斯舉行，據報這場拳賽勢成內華達州投注額最大的體育賽事之
一，預料約為6,000萬美元(約4.68億港元)至8,000萬美元(約
6.24億港元)。
據當地賭博業行內人表示，美式足球的超級碗在過去20年一直

是投注額最高的體育博彩賽事，大多數達逾8,000萬美元，去年
西雅圖海鷹對丹佛野馬就錄得破紀錄的1.19億美元，預料今次世
紀拳賽的投注額或有機會衝擊前10名。

二人賠率差距收窄
據稱目前的賭盤較傾向職業生涯未嚐一敗的梅威瑟，不過二人

的賠率差距現已收窄，而這場拳賽若打足12回合，擅長防守的梅
威瑟，勝出賠率仍然較熱，若出現K.O.，帕奎奧則被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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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仗只要1分即可封王，傑志盡
遣精英撲擊「包尾大幡」和

富大埔。上半場傑志在對方半場完
全控制大局，開賽15分鐘，巴倫古
素單刀得手，為傑志打開紀錄。完
半場前，保連奴憑一次角球攻勢，

混戰中射成2:0。

護級形勢險峻的和富大埔，未有
因落後2球而氣餒，並成功在下半
場創造奇蹟，荷蘭外援韋爾更成為
大埔的救世主，這名翼鋒於73分鐘
妙射罰球破網追成1:2。86分鐘，
巴倫古素再入一球，替傑志拉開距
離至3:1，大挫大埔士氣，不過關
鍵時刻韋爾再度挺身而出，2分鐘
後左路窄位勁射破網成2:3。
補時階段，韋爾親自射入十二

碼，為大埔神奇地逼和傑志3:3完
場。傑志今仗雖然未能全取3分，
不過憑藉對東方的較佳對賽成績，
3分的差距已足夠令傑志提前1輪
宣布衛冕成功，並成為首屆港超冠
軍。

目標直指三冠王
今季港超爭奪異常激烈，東方的

崛起、傳統勁旅南華及太陽飛馬均
為傑志帶來一定威脅，不過憑藉較
佳的穩定性及陣容厚度，傑志最終
能力壓群雄衛冕成功，隊長盧均宜
坦言今屆聯賽冠軍得來不易，不過
球隊目標遠不止於此：「今季我們
面對很大的挑戰，前列分子以至一
些黑馬均給予我們不少壓力，不過
經過多年合作，我們擁有一套更穩
定的陣容及較佳默契，奪得聯賽冠
軍當然很開心，不過取得『三冠
王』才是我們的真正目標。」

美國「不敗拳王」梅威瑟對菲律
賓「國民英雄」帕奎奧的世紀拳賽
在香港時間今日早上於拉斯維加斯
上演，二人周五進行賽前過磅，將
這場價值4億美元的拳賽氣氛，推
上最頂峰。擂台上，梅威瑟普遍被
看好，然而這名「不敗拳王」目中
無人，經常口出狂言，又喜愛炫
富，相反帕奎奧為人低調且較謙
遜，就連前重量級拳王泰臣也開腔
力挺，未開賽前，帕奎奧已贏盡人
心，先勝一仗。
這場世紀拳賽一票難求，賽會

早前只將16,500張門票當中的500
張作公開發售，為了能在現場一
睹兩大拳王，共11,500名拳迷周
五入場觀看梅威瑟與帕奎奧的賽
前過磅，而賽會早前定下原價10
美元(約78港元)的入場門票，更一
度狂炒至高達500美元(約3,900港
元)一張。
梅威瑟與帕奎奧的磅數均在輕

中量級限定(147磅)之內，前者為
146磅，而帕奎奧則較梅威瑟輕1
磅，故需要即場食朱古力增磅。
梅威瑟向現場拳迷表示：「我已
將自己貢獻給拳擊超過20年，我
已準備好。」帕奎奧則貫徹其謙
遜態度說：「(我要)為拳迷感謝他
(梅威瑟)令這場比賽出現。」

泰臣力挺菲國英雄
在過磅會場上，帕奎奧獲得較

多拳迷支持，就連美高梅高層羅
特也表示帕奎奧是大眾之選，但
在擂台上，梅威瑟仍稍被看好。
由於梅威瑟經常出口辱人，喜愛
炫富，連泰臣也看不過眼：「梅
威瑟太喜歡妄想，不愛聽別人意
見。梅威瑟頂多只是名技術型拳
手，而帕奎奧更擅長做假動作，
不停戰鬥，我認為帕奎奧會得到
上帝保佑。」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早前劉翔宣布退休，腦海中
他最後的一次跨欄比賽是倫敦
奧運，數一數，距今已經接近3

年，而明年在里約熱內盧的奧運會
亦即將進入365天的倒數，寫到這
裡，不得不說那句老土的說話：時
間過得真快！
明年奧運會，看來香港的獎牌希
望還是「食老本」，靠女子的場地
單車比賽，而李慧詩仍然會是奪牌
呼聲最高的香港隊成員。所謂歲月
不留人，如果李慧詩不能在明年的
奧運會上取得個人的突破，相信到
了2020年的一屆，機會更加渺茫。
因此，對李慧詩來說，由現在到明
年奧運會比賽開始，這個階段的備
戰是不能有半點鬆懈和錯失。
雖然將軍澳的國際場地單車場已

經落成啟用，但港隊留港和利用這
個場地訓練的時間不多，以一個花
費龐大的單車場館，實在應該好好
的使用。前一陣子已經有些傳媒質
疑這個場館為何在落成後不久又要
進行一次較大型的維修，而且場館
又較少開放給公眾使用。

其實，要把一個國際級場館在滿足國際的
比賽和高水平的運動訓練的同時，又要開放
給業餘車手或普羅大眾使用，在管理上實在
不容易。當然難度大不代表不可為，但首先
要確保場館在建造時所定下的使用目的和優
先次序，否則最終有違原意和各方都不討
好，資源也因而浪費。
最近得知香港單車聯會計劃在明年1月在

將軍澳這個單車場館舉辦單車世界盃比賽，
這實在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既可善用這個國
際級場館，亦可給本港一眾單車代表運動員
利用主場來爭取奧運會有關場地項目的入場
券。此外，像世界盃這種高水平比賽，也容
易吸引海外和本地的觀眾入場欣賞比賽，對
推動香港的場地單車發展也有幫助。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 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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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威瑟 帕奎奧短兵相接 世紀拳賽今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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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賽和大埔 1分夠奪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首屆

港超傑志提早封王！傑志昨日於大埔

運動場雖然被和富大埔逼和3:3，不

過憑藉較佳對賽成績，1分已足夠讓

傑志力壓東方，提早

1輪衛冕成功，

並成為首屆港超

冠軍得主，距離

「三冠王」只差

一步。賽事共吸

引1,063名觀眾

入場，收入為

23,09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和富大埔命懸一
線！和富大埔憑藉自身的努力，保住護級一絲希
望，昨日面對傑志在最後5分鐘拚得一場和局，完
成自我救贖，不過仍要寄望黃大仙失分才有希望絕
地護級成功。
韋爾的連中三元，令大埔面對冠軍傑志保持不
敗，這關鍵的1分燃起大埔護級的一絲希望，不過
大埔要避過成為「升降機」的厄運，仍要寄望黃大
仙餘下2仗均未能取勝，主帥鮑家耀大讚球隊近2
仗表現出來的頑強鬥志：「賽前沒想過傑志會以最
強陣容出場，不過我們今仗絕不落下風，近2場的
表現絕對值得我們自豪，雖然我們的護級希望不算
大，不過至少我們為自己爭取到奮鬥機會，接下來
我們只需要集中做好自己，在下仗擊敗標準流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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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連奴保連奴((中中))乘大埔乘大埔
門將陳家麒出迎時門將陳家麒出迎時
射門射門。。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韋爾韋爾（（左左））
在補時階段射在補時階段射
入十二碼入十二碼。。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韋爾韋爾((右右))
連中三元連中三元，，
也未能助大也未能助大
埔 全 取埔 全 取 33
分分。。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帕奎奧較梅帕奎奧較梅
威瑟輕威瑟輕 11磅磅。。

法新社法新社

■■梅威瑟稍被梅威瑟稍被
看好可勝出這看好可勝出這
場世紀拳賽場世紀拳賽。。

法新社法新社

■■馬尼拉一間麵包店馬尼拉一間麵包店
特別製造與帕奎奧一特別製造與帕奎奧一
樣比例的巨型蛋糕樣比例的巨型蛋糕，，
以示支持以示支持。。 美聯社美聯社

■■梅威瑟與帕奎奧的梅威瑟與帕奎奧的
世紀拳賽一觸即發世紀拳賽一觸即發。。

法新社法新社

港壁3女將亞錦賽入8強
香港壁球隊 4名女子球手歐詠
芝、陳浩鈴、廖梓苓及朱玟懿昨日
出戰在科威特舉行的亞洲個人錦標
賽次圈賽事，前日在首圈過關的朱
玟懿挑戰世界「一姐」、馬來西亞
球手妮高失敗，以總局數 0:3 落
敗，而歐詠芝、陳浩鈴、廖梓苓則
同以總局數3：0分挫對手，晉級8
強。

永倫誓搵安青祭旗
剛在高級組銀牌賽衛冕失敗的永

倫，今晚重整旗鼓，將戰線搬回男子
甲一組籃球聯賽。永倫日前與宿敵南
華力戰下飲恨，球員體力或未完全回
復，不過今晚8時40分在修頓室內場
館面對實力稍次的安青，誓要以對手
祭旗洩憤；而遊協則在頭場晚上7時
率先迎撼南青，門票分40元、長者
及學生優惠票30元兩種。

鷹隊破「網」而出
東岸「一哥」鷹隊周六在第6場東

岸首圈季後賽，共有5名球員得分達
雙位數，前鋒米沙普摘得全場最高
的25分，結果鷹隊作客以111:87撕
破網隊，並以總場數4:2晉級準決
賽，將與5號種子巫師爭奪東岸決賽
席位。鷹隊將於本港時間周一主場
迎戰巫師，展開首場東岸準決賽。
(now635台周一1:00a.m.直播)

體壇連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米沙普(右)準備跳
投。 美聯社

元朗小勝謝幕 愁班費組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元朗昨日在主場以1:0擊
敗南華，全取3分，以完美賽
果歡送第二度掛靴的巴援法比
奧，並以第6名完成首屆港超
聯賽，但面對籌集班費困難，
若不成功來屆或要退出港超。
元朗全場唯一的入球在下半

場52分鐘出現，美亞在南華
門前混戰掃入成1:0至完場，
令南華暫代主帥列卡度首次領
軍宣告敗陣而回。元朗外援法比奧賽後熱淚盈眶接受隊友和
球迷歡送，他坦言自己已38歲，承受不了職業足球的訓
練，需要離開好好休息。
前南華足主羅傑承昨日與兒子、文彼得及前南華副領隊許

家銓現身元朗球場觀戰半場比賽。羅傑承入場吸引到元朗主
席王威信的眼球，他直言期望對方看中元朗，帶來續踢港超
的曙光。王威信表示要游說贊助商繼續支持，亦檢討地區球
隊參加港超的作用和價值，綜觀3支地區球隊的成績都是下
游分子，若游說贊助不成，不排除退出港超。
由於昨日大埔逼和傑志，令目前僅得8分的黃大仙在今日

下午2時30分在深水埗運動場對YFC澳滌的護級戰，必須
全取3分方可上岸。門票分為60元及特惠票20元兩種。

■美亞(右)混戰中射入全場唯
一入球。 潘志南 攝

■■傑志球員賽後與球迷合影威水照傑志球員賽後與球迷合影威水照。。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