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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威靈頓鳳凰 墨爾本城 今日2：35p.m. C64/C203

澳職 西悉尼流浪者 FC悉尼 今日4：50p.m. C64/C203

西甲 希杭 馬德里體育會 今晚8：00p.m. n632

英足盃 般尼 林肯城 今晚8：30p.m. Le

德甲 哈化柏林 拜仁慕尼黑 今晚10：30p.m. C61/C201/FSP/n670

德甲 緬恩斯 雲達不來梅 今晚10：30p.m. C63/FSP

德甲 多蒙特 禾夫斯堡 今晚10：30p.m. C64/C203/FSP/n672

德甲 賀芬咸 達斯泰特 今晚10：30p.m. FSP

英足盃 哈特斯菲爾德 曼城 今晚11：00p.m. Le

英足盃 米禾爾 李斯特城 今晚11：00p.m. Le

英足盃 米杜士堡 牛津聯 今晚11：00p.m. Le

西甲 皇家馬德里 愛斯賓奴 今晚11：15p.m. n632

法甲 馬賽 雷恩 今晚11：59p.m. n714/T303

意甲 阿特蘭大 克羅托內 周日1：00a.m. T302

英足盃 狼隊 車路士 周日1：30a.m. Le

西甲 拉科魯尼亞 艾拉維斯 周日1：30a.m. n632

德甲 漢堡 弗賴堡 周日1：30a.m. C61/C64/C201/C203/FSP/n670

荷甲 燕豪芬 奈梅亨 周日2：45a.m. FSP/n672

法甲 羅連安特 尼斯 周日3：00a.m. T303

西甲 西維爾 伊巴 周日3：45a.m. n632

意甲 安玻里 拉素 周日3：45a.m. T30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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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為其主的普巴兄弟此番相逢，成為比賽一
大看點，但本場比賽的全部光芒都被伊巴

一人搶去。他在15分鐘主射罰球，碰到對方
「人牆」後改變方向入網，對方門將只能目送
皮球緩緩滾入自家網窩。踢到75分鐘，下半場
後備入替的前鋒拉舒福特左路突破傳中，伊巴
把握對方門將擋出不遠輕鬆射入第二球。補時
階段，伊巴又將自己創造的12碼射入，完成代
表「紅魔」上陣以來的首個「帽子戲法」。

摩帥批個別球員態度欠認真
三球優勢在手，紅魔一隻腳已邁進16強大

門。賽後伊巴在受訪時表示，球隊今場創造出
了一些機會，主場贏下比賽的感覺很好，不過
球隊還能做得更好。摩連奴卻對個別球員的表
現大為不滿，「球隊開賽後精神不夠集中，賽

前在更衣室已感
到太嘈、太搞
笑、太輕鬆。」
摩佬續說：「有
些球員不夠專
注……開賽後卻
回傳給對方前
鋒……當然下半
場，我們就不同
了。」
聖伊天後衛費倫丁普巴跟効力曼聯的弟弟保

羅普巴此戰同室操戈，半場休息時就上前大叙
舊情，對於這番手足情，前曼聯隊長堅尼則看
不過眼，狠批未完場便跟對手有說有笑，很不
妥當，「我擔心時下的球員都變成這樣子
了。」 ■記者梁志達

瑞典神鋒伊巴謙莫域（伊巴）大演「帽子戲法」，協助曼聯於

昨凌晨的歐霸盃足球賽32強首回合中主場輕取聖伊天3：0，這是

伊巴去夏加盟「紅魔」後的首次單場連中三元，而加上之前在巴

黎聖日耳門（PSG）効力期間，伊巴職業生涯中14次對陣聖伊天

總共攻入了17球。普巴兄弟此戰做了「90分鐘敵人」，但効力紅

魔的弟弟保羅普巴卻遭前隊長堅尼批評忘了敵我身份。

意甲羅馬前鋒迪斯高同日也跟伊巴一樣大演
「帽子戲法」，這位波斯尼亞前鋒在65、79
和86分鐘共21分鐘的短時間內連入三球建
功，目前以8球領跑賽事射手榜，羅馬也在西
班牙客場以4：0大勝「黃色潛艇」維拉利
爾。
上輪法甲聯賽輸波的里昂來到歐霸賽場後踢

得順風順水，作客以4：1輕取荷甲阿爾克馬
爾。目前在法甲射手榜上位居第二的拿卡錫迪
延續火熱狀態，他在比賽中兩度建功，另外兩
名隊友也有進賬。
其他幾場焦點戰中，比利時的真特憑下半場

的入球主場小勝英超的熱刺1：0，德甲慕遜加
柏主場以0：1不敵意甲費倫天拿，德甲史浩
克04作客以3：0擊敗希臘PAOK，西甲畢爾
包主場以3：2險勝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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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養傷多個星期的「大聖爺」加里夫巴利
上周已經復操，並可望於今晚主場迎戰愛斯賓
奴的西甲足球聯賽賽事中重新候命。乘着周中
歐聯反勝拿玻里的氣勢，誓要再贏一場，確保
坐穩「一哥」寶座。（now632台今晚 11：
15p.m.直播）
皇馬近三輪西甲連贏三場，繼續在積分榜領

先第2位的巴塞羅那1分兼少踢兩輪。而在周中
歐聯，皇馬亦憑賓斯馬和卻奧斯
的入球主場反勝拿玻里，今晚留
守自己地頭迎擊愛斯賓奴，在頻
密地獄賽期前主帥施丹喜獲威爾
斯飛翼加里夫巴利復出，可望與同

告傷癒的後衛沙治奧拉莫斯先列後備席。
三連捷勢頭於上周輸給皇家蘇斯達結束的愛

軍，卻有前鋒皮亞堤、巴迪斯達奧和中場域陀
辛捷士倦勤，以當前狀態要避免重演連續三訪
班拿貝球場大敗的悲劇看來甚難。

馬體會「希」望袋走3分
現時22戰排第4位落後皇馬7分的馬德里體育

會，餘下目標是確保前四的歐聯資格，球隊近
來勢頭回勇，前鋒基沙文和副選殺手費蘭度托
利斯也重拾射門感覺。他們今晚西甲作客力求
在倒數第三位的希杭身上全取3分（now632台
今晚8：00p.m.直播）。 ■記者梁志達

「「大聖爺大聖爺」」復出復出 誓助皇馬奪誓助皇馬奪「「愛愛」」

日前歐聯以5：1大破阿仙奴的德甲班霸拜仁慕
尼黑，球會行政總裁路明尼加昨天透露，「我們會
在今年7月在中國和新加坡各踢兩場友賽，」但未
具體說是中國的哪兩個城市。這亦是拜仁自2015
年夏天後再度來華獻技。

火力提升「柏」門
暫於德甲榜首有7分領頭優勢的拜仁，今晚將於

聯賽作客硬撼第6位的哈化柏林（有線61台及高清
201台、now Fox Sports Play、now670台今晚
10：30p.m.直播）。拜仁各項賽事近6仗有5勝1
和，但在本國聯賽中仍未重展歇冬前的進攻銳度，
很多時要靠利雲度夫斯基的入球靈感打破僵局。日
前洛賓施展招牌式入波，加上堤亞高艾簡達拿改踢
進攻中場後表現理想，相信有力令球隊火力提升，
並在歇冬後4場聯賽輸了3場的哈化柏林身上佔得
甜頭。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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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美職籃（NBA）進行了
全明星周末前的最後兩場常規
賽。憑藉占美畢拿造制勝犯規的
兩罰全中，芝加哥公牛主場以
104：103 絕殺波士頓塞爾特
人。禾爾則交出20分12次助攻
的「雙雙」，幫助華盛頓巫師作
客以111：98擊敗印第安納溜
馬。
公牛此役坐鎮主場，迎戰東岸
第二的塞爾特人，韋迪因傷本場
休戰。開局塞爾特人反客為主，
公牛隨後在占美畢拿帶領下展開
反擊，兩隊戰況膠着。第二節公牛一度將比分追平，直到第三
節前半段公牛打出23：10的攻勢反超前至81：78進入第四
節。關鍵時刻，占美畢拿最後0.9秒單打造成犯規，並在隨後
兩罰全中以1分險勝。全場他貢獻了29分4籃板7次助攻。另
一場，巫師則送給對手6連敗。

明早NBA全明星周末派對
本港時間周日早上，將會進行NBA全明星周末派對（Le

Sports HK app周日8：55a.m.起直播），緊接翌日便是東西
岸明星賽對決。 ■新華社、綜合外電

畢拿領公牛絕殺塞爾特人

■■保羅普巴保羅普巴((右右))
跟哥哥費倫丁普跟哥哥費倫丁普
巴做了巴做了「「9090 分分
鐘敵人鐘敵人」。」。

路透社路透社

■摩連奴對個別球員態
度仍有不滿。 美聯社

■哥迪奧巴禾能否搶回曼城必
然正選門將之位？ 法新社

■■車路士今仗料會車路士今仗料會
以法比加斯領銜中以法比加斯領銜中
場線場線。。 美聯社美聯社

■■占美畢拿(右)協助公牛絕
殺對手。 美聯社

■■加里夫巴利有望重新為加里夫巴利有望重新為
皇馬披甲攻堅皇馬披甲攻堅。。 美聯社美聯社

■■迪斯高短時間內便三破維迪斯高短時間內便三破維
拉利爾大門拉利爾大門。。 美聯社美聯社

■■拜仁前中拜仁前中
後場球員洛賓後場球員洛賓
((中中))、、維達爾維達爾
((左左))和曉姆斯和曉姆斯
((右右))。。 法新社法新社

■■伊巴謙莫域包辦曼聯三個伊巴謙莫域包辦曼聯三個
「「士哥士哥」，」，霸氣慶祝霸氣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下季續教波」雲加快離「廠」？
英超「兵工廠」阿仙奴日前在歐聯16強

首回合慘敗1：5之後，很大機會要延續第
七屆歐聯於16強出局的厄運，領隊雲加面
對球迷要求下台的壓力日增，而昨天有傳他
已決定在今夏主動請辭。在位21年的「教
授」及後受訪時亦未有給出肯定的答案，
「若我說3至4月（決定去留），只是因為
我也不知（會決定去或留）。不管是否繼續

在這裡，我下賽季都會繼續執教一支球隊
的。」

2026世盃 FIFA主席倡多國聯辦
國際足協（FIFA）主席因凡蒂諾日前表

示，建議2026年擴軍至48隊的世界盃決賽
周，應由三至四國聯辦，暫時方案有待執委
會討論再通過才落實。

■記者梁志達

短訊

車路士暫車路士暫
於英超聯賽於英超聯賽
榜領放榜領放，，無無
歐洲賽後顧歐洲賽後顧
的他們正全的他們正全

力衝擊今季英格蘭本土的聯賽及足總力衝擊今季英格蘭本土的聯賽及足總
盃盃「「雙料冠軍雙料冠軍」。」。明晨足總盃明晨足總盃1616強作強作
客對狼隊客對狼隊，，料可一掃上周聯賽意外遭料可一掃上周聯賽意外遭
般尼摸和的不快心情般尼摸和的不快心情。。（（LeSports HKLeSports HK
應用程式周日應用程式周日11：：3030a.m.a.m.直播直播））
「「車仔車仔」」上周意外與般尼踢成上周意外與般尼踢成11：：

11，，但在榜首仍擁但在榜首仍擁88分優勢分優勢，，只餘只餘1313輪輪
相信冠軍已經在望相信冠軍已經在望。。由於聯賽盃已出由於聯賽盃已出
局局。。儘管球隊沒傷兵問題儘管球隊沒傷兵問題，，但相信領但相信領
隊干地仍會讓包括前鋒迪亞高哥斯達隊干地仍會讓包括前鋒迪亞高哥斯達
和夏薩特等主力輪休和夏薩特等主力輪休，，法比加斯有望法比加斯有望
領銜中場領銜中場。。狼隊英冠三連敗退守第狼隊英冠三連敗退守第1818
位位，，狀態上或難與車仔抗衡狀態上或難與車仔抗衡。。

雙雙「「城城」」有歐聯後顧有歐聯後顧
英超力追車仔的曼城下周中有歐聯英超力追車仔的曼城下周中有歐聯

後顧後顧，，加上前鋒新星加比爾捷西斯上加上前鋒新星加比爾捷西斯上

周受重傷周受重傷，，今晚足總盃或會盡收主今晚足總盃或會盡收主
力力，，主場出擊列英冠季席的哈特斯菲主場出擊列英冠季席的哈特斯菲
爾德隨時爾德隨時「「偷雞偷雞」」（（LeSports HKLeSports HK應用應用
程式今晚程式今晚1111：：0000p.m.p.m.直播直播））。。另早前另早前
違反英足總禁藥條例未有準確報備資違反英足總禁藥條例未有準確報備資
料的曼城料的曼城，，僅被輕判罰款僅被輕判罰款33..55萬英鎊萬英鎊。。
李斯特城主帥雲尼亞里在足總盃作客李斯特城主帥雲尼亞里在足總盃作客
米禾爾前已明言為護級及下周中的歐米禾爾前已明言為護級及下周中的歐
聯聯，，盃賽會收起主力盃賽會收起主力（（LeSports HKLeSports HK應應
用程式今晚用程式今晚1111：：0000p.m.p.m.直播直播））。。

■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