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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直 播 精 彩 時 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日職 大阪飛腳 湘南比馬 今晚6：00p.m. C61/C201
荷甲 阿積士 海牙 今晚6：30p.m. n672
法甲 聖伊天 巴斯蒂亞 今晚8：00p.m. T302
英超 修咸頓 諾域治 今晚8：30p.m. n621
德甲 多蒙特 哈化柏林 今晚9：30p.m. C61/C64/C201/C203/n670
英超 史雲斯 曼聯 今晚11：00p.m. n621
法甲 波爾多 南特 今晚11：00p.m. T302
德甲 雲達不來梅 慕遜加柏 今晚11：30p.m. C61/C64/C201/C203/n670
意甲 羅馬 祖雲達斯 今晚11：59p.m. T301
西甲 伊巴 畢爾包 周一0：30a.m. n632
西甲 西維爾 馬德里體育會 周一2：30a.m. n632
西甲 華倫西亞 拉科魯尼亞 周一2：30a.m. n633
意甲 卡比 國際米蘭 周一2：45a.m. T301
法甲 摩納哥 巴黎聖日耳門 周一3：00a.m. T302
西甲 基達菲 CF格蘭納達 周一4：30a.m. n633
西甲 拉斯彭馬斯 利雲特 周一4：30a.m. n632
美職 西雅圖海灣者 波特蘭伐木者 周一4：30a.m. T301
美職 紐約紅牛 華盛頓聯隊 周一7：00a.m. T301

註：C為有線、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曾効力利物浦的史雲斯悍將舒維爾夥拍
奇誠庸組成硬淨的中場中路組合，加

上在他們前面的基菲爾施古臣叩關，令球隊
成為強隊眼中的硬骨頭。曼聯上季主客場俱
以1：2不敵「天鵝」，當中有兩個入球就
是來自舒維爾和施古臣的助攻，奇誠庸兩循
環都有「士哥」，施古臣也入了1球，紅魔
守將務必不可只顧盯着對方箭頭巴菲迪比高
美斯。
「天鵝」頭三輪取得1勝2和不敗，揭幕

日逼和衛冕冠軍車路士2：2。而曼聯上周
主場狂攻下卻遭紐卡素守和0：0，兩連勝
告終，新加盟的荷蘭新星迪比在狀態穩定性
方面還需要累積更多經驗，至於隊長朗尼則
終於在上周歐聯附加賽大勝晉級一役中，以
連中三元來打破自己的入球荒，但對手布魯
日實力一般，今晚才是真正較大的考驗。

不過，曼聯今季具針對性地增強了防守
中場的兵力，舒尼達連和舒韋恩史迪加來投
再加上隊中老大哥卡域克，「紅魔」為防線
築起可堪信賴的屏障。球隊開季聯賽2勝1
和繼續力保不失球，反映增兵效果明顯，這
在後衛菲爾鍾斯跟馬高斯盧斯因傷病缺陣下
起到穩定性作用。

戰術大師稱已作好部署
「我執教曼聯後第一仗就是對史雲斯，

我們輸了，現在我將第 50 次領軍出
戰，」雲高爾說：「我認為該仗我們輸在
美國之行回來後準備不足……次循環輸在
不夠運。」荷蘭「戰術大師」續說：「史
雲斯（近仗）打和車路士及擊敗紐卡
素……這將是一場艱難之戰，但我們比去
年已作了更好的部署。」 ■記者梁志達

曼聯今夏大肆增兵曼聯今夏大肆增兵，，雖然進攻火力未夠雖然進攻火力未夠，，但勝在中後場但勝在中後場

方面穩健了很多方面穩健了很多。。上季聯賽兩循環就是因為中場力量不足上季聯賽兩循環就是因為中場力量不足

而遭史雲斯雙殺的而遭史雲斯雙殺的「「紅魔紅魔」，」，今晚英超第今晚英超第44周作客再撼周作客再撼

「「天鵝天鵝」，」，帶領曼聯出戰第帶領曼聯出戰第5050場的領隊雲高爾場的領隊雲高爾，，誓誓

要一雪上季甫接兵符便落筆打三更之恨要一雪上季甫接兵符便落筆打三更之恨。。

（（nownow621621台今晚台今晚1111：：0000p.m.p.m.直播直播））

包括英國廣播公司和天空體育在內的多

家英國媒體昨天證實，在奧脫福球場効力

曼聯已有9年的北愛爾蘭國腳中堅莊尼伊

雲斯即將離開紅魔（本報截稿前只欠官方

宣佈），並以800萬英鎊（約9600萬港

元）轉會費加盟另一支英超球隊西布朗。

今年27歲的伊雲斯出道於曼聯青訓營，

司職中堅，為曼聯上陣198次合共入了7

球，隨隊贏得3次英超聯冠軍，還有2008

年的世冠盃錦標。2006年，伊雲斯獲時任

領隊費格遜提拔上一線隊，之後一年多外

借過新特蘭。隨着多員老將離巢，伊雲斯

於2010起在紅魔漸漸獲得更多正選機

會。不過，自雲高爾去年上任後，伊雲斯

的上陣次數已有所減少，新球季更是坐穿

後備席。 ■記者梁志達

禾夫斯堡中場奇雲迪布尼再戰英
超，以盛傳7400萬歐元左右（約
6.5億港元）的高昂身價加盟曼
城，根據表現轉會費還可加至8000
萬歐元（約7億港元）。迪布尼
2012至14年効力車路士，期間一
直被外借，去年將他以1800萬英
鎊（約2.2億港元）賣斷給禾夫斯
堡。這位24歲比利時國腳中場於狼
堡大踢爭氣波，合共上陣72場20

度破網，協助球隊贏得上季
德國盃冠軍以及聯賽亞軍，
榮膺上季德足壇最佳球員。
車仔賣走迪布尼後其身價

年多間升值逾兩倍，無疑激
死「油王」艾巴莫域治，而
8000萬歐元轉會費在英超歷
來買入球員身價中亦是僅次
於迪馬利亞排名第2高。迪

布尼昨晨德甲第3輪沒上陣，禾夫
斯堡照憑巴斯杜斯上半場建功，
加上列卡度洛迪古斯射入12碼以
及添姆高路斯埋齋，主場以3：0
大破史浩克04，開季2勝1和。

賽前添韓將
蜂軍強勢「柏」門
今晚德甲，開季各項賽事7連勝

的多蒙特主場迎戰哈化柏林（有線
61、64台及高清201、203台、
now670 台 今 晚 9： 30p.m. 直
播），雖然客隊一勝一和，然而
「蜂軍」鋒將奧巴美揚和馬高列奧
斯「當弗」，加上有主場之利，哈
化恐要初嘗今季敗績。賽前多蒙特
昨晚從德甲對手緬恩斯簽入28歲韓
國國腳左閘朴柱昊，轉會費約為
300萬歐元。 ■記者梁志達

狼堡狼堡77億放億放迪布尼迪布尼入入「「城城」」 再戰英超激死再戰英超激死車仔車仔

英國《太陽報》報道，一名29歲來自
巴西的美容師聲稱自己曾經同C．朗拿
度有染，她還透露葡萄牙天王在他們交
歡前先沒收了她的手機。
名叫戴安娜莎迪露的女主角聲稱：
「C朗說他喜歡大胸的女子，這亦是為
何他喜歡我……」戴安娜透露，2014年
世界盃期間兩人初次見面，之後在葡萄

牙阿爾加維幽會，「C朗要我將電話交
給他，然後掃我頭髮叫我入房。」她
稱，後來因為發了短訊給C朗讓當時其
女友伊蓮娜看見，她和C朗便再沒見
面。伊蓮娜年初分手後暗指C朗衰花
心，傳媒估計戴安娜相信只是他偷食對
象的其中一人而已。

■綜合外電

C朗分手
因偷食大胸因偷食大胸女女？？

今晚第2輪意甲聯賽，上季第2名的羅
馬主場迎撼四連霸的祖雲達斯，爭開勝
利之門（無綫網絡電視301台今晚11：
59p.m.直播）。今年3月主場跟祖記踢
成1：1的羅馬，開季首輪僅和維羅納
1：1，然而新簽的攻擊手迪斯高和穆罕
默德沙拿表現不錯，球隊日前再借入法
國左閘迪治尼。祖記上周主場以0：1意
外不敵烏甸尼斯，前鋒文迪蘇傑等新兵
需跟中場保羅普巴等原有球員盡快建立

起默契，另中場基迪拉、馬治斯奧與卡
華禾艾沙姆續避戰，19歲翼鋒京士頓高
文將外借德甲拜仁慕尼黑。

■記者梁志達

羅馬羅馬祖記祖記爭開勝門爭開勝門

西維爾迎戰馬體會「五五波」
歐霸盟主西維爾聯賽首輪

作客和馬拉加0：0，賽前從
祖雲達斯簽得前鋒洛蘭迪。
球隊上季主場曾跟馬德里體
育會互交白卷，將於自己地
頭作賽的他們今晚西甲再鬥
馬體會料是「五五波」
（now632 台周一 2:30a.m.
直播）。馬體會上仗僅勝升
班馬拉斯彭馬斯1：0。

巴西補召古天奴 哥足棄法卡奧
巴西國足最新名單，之前棄用菲臘比古天奴惹爭議的主帥鄧加補召入這

位利物浦翼鋒，因中場奧斯卡和拉美利斯倦勤，22歲巴塞羅那新秀拉芬
拿艾簡達拿首獲徵召。哥倫比亞國足則因法卡奧缺態而暫棄用這位殺手。

PSG鬥「摩」前續約莫達
馬度迪連場建功助巴黎聖日耳門（PSG）開季3連捷，今晚法甲第4輪作

客對近兩場聯賽不勝兼上周中歐聯出局的摩納哥有優勢（無綫網絡電視302
台周一3：00a.m.直播），賽前PSG跟中場老將莫達續約到2017年。

■記者梁志達

99年年「「魔魔」」臣臣伊雲斯伊雲斯 轉會轉會西布朗西布朗謀出路謀出路

■是役壁上觀的
奇雲迪布尼成為
拍照焦點。

路透社

■■添姆高路斯添姆高路斯
（（左左））與巴斯杜與巴斯杜
斯各建一功斯各建一功。。

法新社法新社

曼聯中場曼聯中場

舒尼達連舒尼達連

■■伊雲斯伊雲斯（（左左））在各條戰線在各條戰線
為曼聯征戰多年為曼聯征戰多年。。 路透社路透社

■■雲高爾信心滿雲高爾信心滿
滿滿。。 美聯社美聯社

■■戴安娜莎迪露愛戴安娜莎迪露愛
自拍自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C朗和伊蓮娜這一對朗和伊蓮娜這一對
已成歷史已成歷史。。 美聯社美聯社 史雲斯中場史雲斯中場

舒維爾舒維爾

■■羅馬羅馬「「王子王子」」托迪托迪（（右右））有望重有望重
回正選回正選，，同保羅普巴較技同保羅普巴較技。。 法新社法新社

■■大批西維爾球迷歡迎洛蘭迪加盟大批西維爾球迷歡迎洛蘭迪加盟。。 路透社路透社

阿仙奴開季聯賽主場兩戰未勝，昨晚英超
第4輪面對主場出擊的紐卡素則小勝1：0，作
客兩戰全勝，車路士與利物浦則主場爆冷敗
陣。

雙藍新兵第一球 命運各異
上周贏波終止開季1和1負頹勢的盟主「藍

軍」車路士對水晶宮有守將泰利停賽，先於
65分鐘被巴卡利沙高攻破大門，借將法卡奧
79分鐘後備貢獻加盟後第一球扳平，但2分鐘
後祖爾禾特為客隊入波奠勝，車仔輸1：2。
另一場利物浦主場早早被韋斯咸的蘭仙尼和
麥克盧保破門，之後他們和對手各有中場菲
臘比古天奴及麥克盧保被逐，結果「利記」

輸0：3，開季2勝1和後首敗。「藍月」曼城
下半場有新兵史達寧攻入加盟後首個「士
哥」及費蘭甸奴破網，主場輕取屈福特2：
0，4戰全勝續居榜首。
阿仙奴領隊雲加今仗前線以禾確特代替紐

卡素剋星基奧特正選攻堅，主隊前鋒米祖域
16分鐘踩到高基連被逐離場，以眾凌寡的
「兵工廠」之後控制大局，但禾確特近門補
射以及之後小禁區邊射門都沒能命中目標，
連番失機。換邊後7分鐘，阿歷士張伯倫禁區
內右路斜射，皮球彈到回防的高洛仙尼改變
方向入網。上仗守和曼聯的紐卡素功臣門將
告魯爾之後勇救兩次埋門以及臨尾基奧特的
單刀波。 ■記者梁志達

■車路士守將加利卡希爾（右二）和門將高圖爾斯（右）很洩氣。
法新社

■阿歷士張伯
倫(中)今仗成
為 高 洛 仙 尼
(右)的惡夢。

路透社

■史達寧(右)
首度為曼城立
功。

路透社

車仔車仔利記利記爆冷敗陣爆冷敗陣 兵工廠兵工廠靠老烏食靠老烏食「「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