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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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職 墨爾本城 紐卡素噴射機 今日4：40p.m. C64/C203
西甲 拉科魯尼亞 馬德里體育會 周六3：30a.m. n632
德甲 法蘭克福 拜仁慕尼黑 周六3：30a.m. C61/C201/n672
法甲 雷恩 巴黎聖日耳門 周六3：30a.m. T302
英冠 賓福特 昆士柏流浪 周六3：45a.m. T301
葡超 唐迪拉# 賓菲加 周六4：30a.m. C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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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徹斯特雙雄一喜一
憂。曼聯法定時間

及加時的120分鐘只能
跟作客奧脫福的英冠米
杜士堡互交白卷。互
射12碼，朗尼、卡域
克及艾舒利楊格相繼射
失，不是被門將救到便是
炒高。「紅魔」結果輸1：

3，跟日前同樣射輸12碼遭英
超對手史篤城淘汰的車路士，以及大
敗給英冠錫周三的阿仙奴都無緣晉
級，聯賽盃8強「Big5」勁旅只輸剩
曼城和利物浦。

雲高爾賴冇運 史高斯狠批
始終是「盃仔賽」，紅魔今仗前線

3名球員全為副選，可見領隊雲高爾
不太介懷出局。荷蘭「戰術大師」賽
後表示，互射12碼就是賭運氣：「當
門將賭對方向，你就很難入球了。」
他認為今仗機會多但把握不到，需改
善射門質素。場外，紅魔前名將史高
斯在擔任足球評述時就批評雲高爾戰

術太保守，直言若自己在隊中肯定會
踢得不高興。
今季狀態低迷的紅魔王牌前鋒朗尼

中場時後備入替，卻未錄得一次似樣
射門，傳球成功率得55％，之後主射
首輪12碼更被救出，慘成頭號罪人。
今夏「入魔」曾有一輪「虛火」及後
旋即失寵的荷蘭翼鋒迪比也是表現平
平，未把握住正選機會踢爭氣波。
暫領跑英超聯賽榜的「藍月」曼城

藉韋菲特邦尼、奇雲迪布尼、伊恩拿
祖、耶耶托尼及首次亮相一線隊的文
奴加西亞先後建功，主場大勝水晶宮
5：1。利物浦主場以1：0淘汰般尼茅
夫，英格蘭右閘尼達利基尼斬獲今夏
加盟「紅軍」後首個「士哥」，協助
新領隊高洛普迎來首場勝仗。

藍月抽得好籤迎擊侯城
8強抽籤結果：英冠米杜士堡主場

對英超愛華頓、修咸頓自己地頭跟利
物浦爆發英超大戰、史篤城主場鬥錫
周三、曼城主場迎擊英冠侯城。賽事
將於11月底進行。 ■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聯賽盃16強較量全

部結束，繼日前車路士互射

12碼無緣8強後，昨凌晨到曼

聯步其後塵同告射輸 12碼出

局，對手更是低一級別英冠的米杜

士堡，隊長朗尼帶頭射失首輪12碼慘挨

批。另一「紅」利物浦則淘汰般尼茅夫，是主帥

高洛普領軍第4場的首捷。曼城大破水晶宮，8

強再抽得好籤主場撲擊英冠侯城，較「利記」要

作客修咸頓易過關。

阿根廷球星馬斯真蘭奴昨天在西班
牙法院承認自己瞞稅，然而已繳清稅
款以及20萬歐元（約170萬港元）的
利息。他被指透過在美國邁阿密和馬
德拉群島註冊的公司，於2011年及
2012年瞞稅合共155萬歐元（約1330
萬港元），這些都是來自肖像權收入
的應繳稅款。今次認罪，當地傳媒相
信他將很大機會獲得寬大處理。
近年，包括美斯在內的多名巴塞羅
那球員都曾捲入逃稅風波。在昨凌晨

西班牙盃32強首回合，這支上季西
甲、歐聯及西盃「三冠王」作客意外
地遭丙組弱旅維拉奴雲斯悶和0：0。
巴塞今仗雖是盡收尼馬和蘇亞雷斯等
主力，派出近乎全副選出戰，但對手
畢竟是半職業球隊，蒙尼亞艾哈達迪
和辛度拉美利斯等被寄予厚望的小將
錯過增添「上位」分數的機會。

馬體會強勢進攻拉科
明晨西甲第10輪，第3位的馬德里

體育會挾各項賽事3連捷之勢，作客
近 3輪失分跌落第 6的拉科魯尼亞
（now632台周六3：30a.m.直播），
上季馬體會作客贏拉科2：1。

■記者梁志達

馬斯真蘭奴

上周由前德國名將
艾芬堡接掌帥印的德
乙球隊柏達邦，昨凌
晨德國盃32強闖多
蒙特主場卻慘敗一場
1：7。「蜂軍」輪換
讓奧巴美揚跟馬高列
奧斯等部分主將休
息，阿祖安拉莫斯、香川真司、根度
簡、比薛斯基、米希達利恩和卡斯特
羅都沒放過對手爭相入波，卡斯特羅
更是梅開二度。同日出線16強的還有
慕遜加柏、利華古遜與史特加等熱門
球隊。

下周中歐聯要
報上輪作客阿仙奴
一敗之仇的拜仁慕
尼黑，明晨德甲先
出擊作客鬥聯賽近
五戰三敗的中游分
子法蘭克福（有
線 61 台及高清

201台、now672台周六3：30a.m.直
播）。拜仁上周有荷蘭飛翼洛賓復出
即破網，助球隊創造德甲開季十連勝
紀錄，湯馬士梅拿周中起孖，德國盃
再克衛冕的勁敵禾夫斯堡3：1，此戰
聯賽11連捷在望。 ■記者梁志達

蜂軍德盃炒乙組隊 拜仁聯賽衝11連勝

昨凌晨意甲聯賽第10輪，近況回穩的四
連霸祖雲達斯又衰過，作客以0：1不敵薩
斯索羅，以3勝3和4負暫列積分榜第12
位，薩軍升上第5。羅馬主場以3：1戰勝烏
甸尼斯，比真歷、馬爾干及謝雲奴入波帶領
羅馬迎來聯賽5連勝，以2分優勢重返榜
首。AC米蘭憑安東尼利換邊後建功主場險
勝基爾禾1：0，進佔第8位（未計今晨賽
果），全場零失球還是他們今季聯賽第一

次，主帥米赫洛域得以
「續命」。

隊長坦言很羞愧
「祖記」是役被尼高拿

辛桑尼的罰球轟破大門後完半場前還有後衛
基亞連尼兩黃變一紅被逐。祖記隊長門神保
方賽後直認己隊上半場表現差得令人難以接
受，「感到很羞愧。」 ■記者梁志達

羅馬A米齊捷 祖記獨憔悴

銀河衛冕美職失敗

上屆美國職業聯賽冠軍洛杉磯銀
河昨晨季後賽以2：3不敵西雅圖海
灣者，無緣晉級次圈，隊中英格蘭
球星謝拉特想拿冠軍要等來季了。

「天使」：去年被逼「落艦」
阿根廷飛翼「天使」迪馬利亞日前

接受《馬卡報》專訪時承認，去年是
被逼離開皇家馬德里加盟曼聯，自己
從沒想過要告別「銀河戰艦」。

加斯居尼認騷擾前女友兼打人
今年48歲曾57次代表英格蘭國

足上陣的前中場名將加斯居尼退役
後沉迷酒精，昨天他在英國法庭上
承認了控罪，他被指去年涉嫌騷擾
前女友及襲擊她新男友（任職攝影
師的同事）。

鄧納東尼接掌博洛尼亞救亡
意甲聯賽排在倒數第3位的博洛

尼亞，昨任命今年52歲的前意大
利國足主帥鄧納東尼擔新教頭。

■記者梁志達

丙組仔悶和弱陣巴塞
認瞞稅

身陷醜聞的柏天尼28日堅稱自己是接任

國際足協（FIFA）主席的最佳人選。他將自

己比喻為中世紀騎士，想攻克要塞，頭上卻

被不斷地「潑上滾油」。這位列FIFA主席

七名候選人之一的法國名宿因涉嫌2011年

接受了FIFA一筆200萬瑞士法郎無合約款

項而被捲入FIFA主席白禮達涉腐案，現雙

雙被「停職」。要「解禁」方可出選的柏天

尼說：「坦白說，我是領導足球世界的最佳

人選。我當過球員和法國隊教練和南錫的球

會官員，現在是世上最具權勢足球組織（歐

洲足協）的領導人。」

英足總查2018世盃內定疑雲

至於白禮達日前爆料指2018年世界盃在

執委投票前早已「內定」會給俄羅斯後，當

年申辦失敗的英格蘭足總，主席戴克宣佈將

對此展開調查。另外，一位德國內政部發言

人確認正對2006年德國世盃涉嫌賄選醜聞

進行調查。 ■新華社

柏天尼自稱柏天尼自稱領導領導FIFAFIFA最佳人選最佳人選

高洛普接掌利物浦兵符後
兩場聯賽及一場歐霸賽事三
戰連和，到這場聯賽盃賽事
終於打開勝利之門。這位德
國名牌教練賽後笑逐顏開，
他大讚球員說：「我對今晚
球員的表現感到滿意，儘管
今天陣容很多球員並沒有磨
合過太多次，有些小將和新
援以及那些因為受傷而很久
沒有踢比賽的球員，但他們
的表現都很不錯。」

傳柏度後悔跟錯摩佬
高洛普開心，但今季聯賽

績差的車路士教頭
摩連奴卻愁爆。昨
天有報道指，柏
度洛迪古斯近日
向隊中的西班牙
隊友法比加斯訴
苦，坦言後悔今夏
「上車」：「一合
上眼就會想回到巴
塞羅那……」然而
「摩佬」仍獲一些
麾下支持，連法比加斯的女
友也公開在社交網站表示希
望「油王」班主艾巴莫域治
不要急換領隊。 ■綜合外電

終響勝鼓終響勝鼓 高帥歸功球員高帥歸功球員

■■高帥太高帥太
太烏娜也太烏娜也
有到場打有到場打
氣氣。。
美聯社美聯社

■■尼高拿辛桑尼尼高拿辛桑尼((左三左三，，綠黑衫綠黑衫，，
1717號號))射垮祖雲達斯射垮祖雲達斯。。 法新社法新社

■■安東尼利安東尼利((右右))
幫幫ACAC米蘭全取米蘭全取
33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高洛普無論贏輸都照攬高洛普無論贏輸都照攬
球員鼓勵球員鼓勵。。 法新社法新社

▼巴塞翼
衛杜格拉
斯彭利拿
(左)同對手
角力。他
今仗更受
傷，要休
養8周。

法新社

■■新人文奴加西亞新人文奴加西亞((左左))
為曼城埋齋為曼城埋齋。。 法新社法新社

■■鄧納東尼鄧納東尼

■■銀河隊員要寄望銀河隊員要寄望
來季來季。。 美聯社美聯社

■■((左起左起))比薛斯基比薛斯基、、阿祖安阿祖安
拉莫斯和米希達利恩合演拉莫斯和米希達利恩合演
多蒙特大屠殺多蒙特大屠殺。。 路透社路透社

■被國際足協暫停職務的柏天尼(右)和白禮達。 法新社

■■馬斯真蘭奴馬斯真蘭奴((右右))離離
開法院開法院。。 美聯社美聯社

■■尼達利基尼尼達利基尼((左左))的的「「士哥士哥」」為利物為利物
浦新教頭帶來首場勝利浦新教頭帶來首場勝利。。 法新社法新社

■■米杜士堡晉級米杜士堡晉級，，朗尼朗尼((紅衫紅衫
1010號號))又被曼聯迷視為輸波頭又被曼聯迷視為輸波頭
號罪人號罪人。。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