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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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悉尼流浪者 墨爾本城 今日4：50p.m. C64/C203
友賽 俄羅斯 科特迪瓦 今晚11：59p.m. C61/C201
世盃外 格魯吉亞 塞爾維亞 周六1：00a.m. C64/C203
世盃外 土耳其 芬蘭 周六1：00a.m. C62/C202
世盃外 西班牙 以色列 周六3：45a.m. C61/C201
世盃外 愛爾蘭 威爾斯 周六3：45a.m. C64/C203
世盃外 意大利 阿爾巴尼亞 周六3：45a.m. C62/C202
註：C為有線。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魔術 102：109 黃蜂
塞爾特人109：100 溜馬
雷霆 122：97 76人
公牛 117：95 活塞
巫師 104：100 鷹隊
金塊 126：113 騎士
爵士 108：101 紐約人

帝王 98：116 公鹿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魔術 對 活塞
巫師 對 網隊
黃蜂 對 騎士
○溜馬 對 金塊
塞爾特人 對 太陽
●公鹿 對 鷹隊
公牛 對 76人
●火箭 對 鵜鶘
勇士 對 帝王

湖人 對 木狼

註：LeSports HK app
○7:00a.m.及●8:00a.m.直播。

意大利或藉弱旅試陣

普多斯基的「告別禮」出現在第69分
鐘，接應卻奧爾和舒賀爾尼前場連

續傳球，離門25碼突然大腳怒射，皮球
直飛右上角入網，三獅門將祖赫特鞭長
莫及。這是他為德國隊上陣130場的第49
個入球，亦是最後一個國際賽「士
哥」，在德足歷史入球榜僅次於同期戰
友高路斯（71球）和名宿老梅拿（68
球）。隊友們都替他高興，不僅圍上他
慶祝，賽後又把他高高拋起，感謝他13
年來的貢獻。

眼泛淚光 哽咽致謝
普多斯基賽前致辭時，眼泛淚光深情道

別：「我希望跟你們今天到來的每位球迷
一一握手。先要多謝這13年戴着（德足）
雄鷹隊徽度過的日子，這是棒極的時光，
場上場下球迷都是重要的一部分，感謝。」
普多斯基續說：「我要特別向球隊每位以
至幕後功臣致謝，最後我要感謝我父母、
太太和孩子，他們為我付出了很多。感謝
（今仗舉辦地）多蒙特、感謝（家鄉）科
隆、感謝德國。」致辭時他感觸哽咽，全
場球迷為他送上掌聲，並展示出「再見，
多謝普迪（普多斯基簡稱）」的標語向「科
隆王子」致敬。
「今天看到許多來自科隆的球迷，可

能有3萬左右，我很感動，因為我知家鄉

的人一直和我在一起。不僅場上的90分
鐘，我很自豪13年來一直作為國家隊的
一員。」執掌德足帥印11年的路維說：
「特別的球員應該有特別的告別，我們
想過半場時換走他，但他在休息時說希
望在場上多踢點時間，他對任何事都抱
這樣全力以赴的態度。」

征戰13年「04班」最後一員
今夏將從土耳其加拉塔沙雷轉會日職

神戶勝利船的普多斯基曾効力過科隆、
拜仁慕尼黑和阿仙奴，代表德足出戰過3
屆世界盃及4屆歐國盃，而在2013年5月
對厄瓜多爾的比賽中開賽6秒便破網更刷

新了德國隊史最快「士哥」紀錄。縱然
三年前世界盃勇奪冠軍他並非場場主
力，但正正是普多斯基、高路斯、拿
姆、舒韋恩史迪加等一班德國隊前國腳
的貢獻，帶領「日耳門戰車」走上了近
十多年的王朝復興之路。普多斯基隨着
同是2004年首次入選的隊友拿姆及舒韋
恩史迪加幾位2001至2006年入選的王朝
復興老臣告別，亦象徵着德國隊一個時
代的結束。 ■記者梁志達

由於英格蘭有包括前鋒哈利卡尼等主力
缺陣，英格蘭主帥修夫基變陣343出戰，
般尼守將米高堅尼夥加利卡希爾和基斯史
摩寧組成防線，中場為基爾獲加、利華摩
亞、艾歷迪亞與賴恩貝特蘭，迪利亞里、
占美華迪跟拉爾拉拿踢前鋒，首次入選的
修咸頓中場孖寶禾特普斯和列特文都後備
入替首度登場。德國隊亦有今季冒起的
RB萊比錫前鋒新秀迪姆華拿完成處子
騷。
提到英格蘭，今次是他們第一次穿上深
藍色新款作客球衣出戰，雖然有球迷讚揚
波衫的設計，但三獅名宿連尼加卻在社交
網上留言稱，球衣顏色跟蘇格蘭太似了。
對於球隊此戰表現，連尼加滿意地說：
「雖然輸了，但今天球隊的表現還是令人
鼓舞。」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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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美職籃常規賽，韋斯布魯克以
18分、11籃板和14助攻拿下本賽季
第35次「三雙」，率領奧克拉荷馬
雷霆主場以122：97大勝費城76人。
「韋少」上陣28分鐘6投6中，罰球
6中6，是NBA史上第一位以投籃和
罰球都100％命中率完成「三雙」的
球員。上屆總冠軍克里夫蘭騎士作客
以113：126不敵丹佛金塊，主隊全
場有7人得分上雙，掀翻艾榮獨得33
分及勒邦占士交出18分的騎士。騎
士近10戰4勝6負，在東岸頭名的勝
利場次只多塞爾特人1場。另日前場
上打架的速龍球員伊巴卡和公牛的魯
賓盧比斯各被罰停賽1場。

■新華社、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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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足協昨天公佈，從2018/19年
賽季起，歐洲聯賽冠軍盃的名額將採
取新的分配制度，意大利得以由3席
變回多年前的4個名額，跟英超、西
甲和德甲睇齊，皆大歡喜。
根據歐足協新的分配，西甲、德

甲、英超、意甲四大聯賽在2018/19
球季歐聯將各有4個小組正賽名額，
排第4名的球隊都不再需要多踢一輪
附加賽。而在計分排名中第5名的法
甲及第6的俄羅斯超聯都各有2個正賽

及1個附加賽名額，排第7的葡超有1
個正賽及1個附加賽資格。

與前四二選一 費Sir寧捧歐霸
另外，相對於爭入前四，退休4年

的曼聯傳奇領隊費格遜更傾向「紅
魔」能以歐霸王者身份來取得下屆歐
聯入場券：「曼聯從沒贏過歐霸盃。
我們（8強對安德列治）抽籤不錯，非
說一定贏，但確是有好機會。」

■記者梁志達

2018歐聯意甲增名額
四大聯賽皆大歡喜

阿仙奴陷入英超近5戰4敗
的困境，退守積分榜第6位。
隊中兩大進攻核心阿歷斯山
齊士（A山）和奧斯爾更盛傳
拒絕續簽會方提出的20萬英
鎊周薪的新合約。「兵工
廠」領隊雲加昨天親口承
認，兩人的續約談判已經暫
時停止。「我們目前還未能
和山齊士達成共識，奧斯爾
亦一樣。在這情況下而又未
能達成續約協議確是不好的
事。我們目前先要專注踢好
餘下的賽事，力爭返回前四

名以及贏得足總盃冠軍，續
約的事賽季後慢慢再談。」

■綜合外電

咸美頓有信心重當「車王」
新賽季F1賽車鏖戰緊接周日將在
澳洲墨爾本開鑼，新賽季規則大幅
改變和法拉利季前測試的優異表
現，令失去冠軍車手羅斯保的平治
車隊統治地位恐受挑戰。上季奪得
車手榜亞軍的平治英國車手咸美頓
說：「我身體狀況更好，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努力，我已完全準備
好，並充滿信心。」 ■新華社

中國資金最新又瞄準修咸頓
中國資金近年紛紛收購歐洲多家
足球會，據多家英媒近日報道，中

國萊茵體育打算收購英超修咸頓，
並獲得理想的進展。據報道，他們
提出以1.9億英鎊全購這支英超中游
球隊的股份。 ■梁志達

布沙爾邁阿密網賽首圈出局
美國邁阿密網球

賽展開，加拿大美
女球手布沙爾卻於
首圈爆冷止步，以
4：6、7：5及3：6
意外不敵奧地利球
手芭蒂。

■記者梁志達

雲加親證暫緩雙核續約短訊

■■普多斯基(右二)遠距離大腳怒射破網。
路透社

■■米高堅尼米高堅尼
((右右))跟門將祖跟門將祖
赫特還有待赫特還有待
培養默契培養默契。。

路透社路透社

■■西班牙兩大守將沙治奧拉莫
斯(左)同碧基暫時「停火」。

美聯社
■■今仗會由新星當拿隆馬(右)
還是老將保方把關？ 美聯社

■■布沙爾失望離
場。 法新社

■■普多斯基(白衫)賽後走上圍欄，接受球
迷致意。 路透社

■■盛傳雲加無意勉強將A山
挽留。 美聯社

■■隊友賽後拋起普多斯隊友賽後拋起普多斯
基基，，送別這位德國隊一代送別這位德國隊一代
「「科隆王子科隆王子」。」。 美聯社美聯社

■■歐聯四大歐聯四大
聯賽皆大歡聯賽皆大歡
喜喜。。 美聯社美聯社

■■費爵爺費爵爺((中中))
希望曼聯捧希望曼聯捧
走歐霸盃走歐霸盃。。

美聯社美聯社

■■韋斯布魯克韋斯布魯克((右右))
投籃投籃。。 美聯社美聯社

2018世界盃足球賽歐洲區外
圍賽，暫列G組榜首的西班牙
主場迎戰以色列（有線61台及
高清 201 台周六 3：45a.m.直
播）。狂牛世盃外踢了4輪有3
勝1和，雖然他們世界排名比以
色列高出46位，然而以足也憑
小組3連勝強勢殺上第3，只差
狂牛1分。因此，狂牛主帥盧柏
迪基重召了狀態回勇的車路士
鋒線孖寶迪亞高哥斯達跟柏度
洛迪古斯，曼聯中場桑馬達和

畢爾包前鋒老將阿度里斯卻榜
上無名，至於今季在皇家蘇斯
達表現不俗的中場伊拿拉文迪
則首獲大國腳徵召。當然，以
足所贏的都是弱旅，今次對他
們才是真正考驗。
拉莫斯和碧基効力皇馬及巴塞

羅那，曾爆發過多次罵戰，賽前
拉莫斯強調在國家隊中他們都會
暫時「停戰」。他說：「皇巴敵
對不會改變，但不代表在這裡我
不會擁抱他。」 ■記者梁志達

「「科隆王子科隆王子」」普多斯基以最完美的方式為自普多斯基以最完美的方式為自

己國際賽己國際賽生涯畫上句號生涯畫上句號。。昨凌晨國際足球友賽昨凌晨國際足球友賽，，這這

位位3131歲前鋒最後一次為德國隊披甲歲前鋒最後一次為德國隊披甲，，以一記遠距離以一記遠距離

「「世界波世界波」」怒射破網怒射破網，，帶領帶領「「日耳日耳

曼戰車曼戰車」」在多蒙特主場以在多蒙特主場以11：：00擊擊

退陣容不整的退陣容不整的「「三獅兵團三獅兵團」」英格英格

蘭蘭。。普多斯基賽前致辭時數度哽普多斯基賽前致辭時數度哽

咽咽，，眼泛淚光眼泛淚光，，與在場與在場77萬名萬名

球迷不捨道別球迷不捨道別，，構成觸動人構成觸動人

心的畫面心的畫面。。

在2018世界盃外圍賽G組中
跟西班牙同積10分的意大利，今
仗迎戰弱旅阿爾巴尼亞，主帥雲
杜拉召入了多個新面孔，望藉比
賽來揀蟀。（有線62台及高清
202台周六3：45a.m.直播）
阿爾巴尼亞擊敗兩支魚腩

隊，近兩仗先後在西班牙及以
色列身上捧蛋而回，遭逢連
敗。後衛基亞連尼、中場馬治
斯奧和前鋒加比亞甸尼因傷缺
陣，雲杜拉一舉選入幾名首獲

徵召的球員，包括後衛迪岩布
斯奧，中場加利亞甸尼、史賓
亞蘇拿和前鋒保列坦奴與施蒙
尼華迪。至於是祖雲達斯老臣
保方還是AC米蘭新秀當拿隆馬
擔正把關，則有待雲帥落實部
署。
從球隊上場友賽打和德國0：

0的佈陣估計，意足前線方面，
相信會由今季為拖連奴轟入22
球的比洛迪領銜攻城。

■記者梁志達

遠距離世界波射爆三獅軍

普多斯基普多斯基完美謝幕完美謝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