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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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爾本勝利 今日2：35p.m. T303
U23亞盃 伊拉克U23# 馬來西亞U23 今日4：00p.m. FSP/n670
U23亞盃 朝鮮U23# 泰國U23 今日4：00p.m. FSP/n671
澳職 西悉尼流浪者 阿德萊德聯 今日4：50p.m. T303
U23亞盃 日本U23# 巴勒斯坦U23 今晚7：30p.m. FSP/n670
U23亞盃 約旦U23# 沙特阿拉伯U23 今晚7：30p.m. FSP/n671
法聯盃 雷恩 圖盧茲 周四1：45a.m. T303
法聯盃 艾米恩斯 巴黎聖日耳門 周四4：05a.m. T302
法聯盃 昂熱 蒙彼利埃 周四4：05a.m. T303
註：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 TV、T為無綫myTV SUPER。
#為中立場。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溜馬 109：96 公鹿
網隊 113：114 速龍
公牛 107：116 火箭
木狼 127：99 騎士
鵜鶘 112：109 活塞
帝王 100：107 馬刺
勇士 124：114 金塊
快艇 108：107 鷹隊

NBA常規賽部分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熱火
○巫師 對 爵士
紐約人 對 公牛
火箭 對 拓荒者
公鹿 對 魔術
●木狼 對 雷霆
勇士 對 快艇
註：LeSports HK app
○8:00a.m.及●9:00a.m.直播。

車路士在英超聖
誕新年快車賽

期取得2勝2和，上
周主場莫拉達連番單
刀失機，被阿仙奴補時

追和 2：2。車仔人腳整
齊，領隊干地能好好利用手上

兵源輪換陣容，應付幾乎三天一
戰的密集比賽。日前足總盃跟諾域

治互交白卷，干地派出了巴舒亞伊、韋
利安和柏度洛迪古斯的三叉戟，相信鋒線的
夏薩特、莫拉達，中場簡迪等主將此役料會復
任正選。「夏神」日前對賽入波扳成1：1，狀
態漸入佳境，勢令客隊後防難以安枕。

訪史丹福橋5年不勝 雲加停賽
阿記日前足總盃第3圈盡收主力，最終2：4遭

諾定咸森林
淘汰，可見
雲加對今仗
之重視。不
過 ， 「 教
授」因停賽
今仗無緣於
場邊臨場調
動和指揮。

此外，後衛哥斯尼、哥拉辛拿
斯、蒙利爾，中場艾朗藍斯和
鋒線奇兵基奧特，全部續列傷
兵大營，對防線影響尤大。預
計雲加今仗會擺出上星期賽
和車路士的陣容，包括中
場韋舒亞和右翼比利連
兩員該役入波功臣，還
有進攻核心奧斯
爾和拿卡錫迪，
料都會擔正披
甲。
另方面，自2013年1月開始，迄今6次主
場對陣阿仙奴，車仔取下了5勝1和佳績。干
地賽前鼓勵麾下說：「現在（英國時間）周三
4強面對阿仙奴，我相信己隊配得上達成
（贏波）目標。在賽季這階段，最重要
是隊中球員都在最好的狀態，因為
你需要踢很多場比賽，所有人都
要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古天奴古天奴：：赴巴塞追夢赴巴塞追夢 感激利物浦感激利物浦

相隔了一星期，車路士跟阿仙奴短時間

內再度短兵相接。上次英超阿仙奴主場戰

和車路士，兩支倫敦豪門明晨聯賽盃4強首

回合移師史丹福橋對壘。「車仔」不僅有

主場球迷於身後吶喊助威，且無傷兵停

賽可擺出強陣。反觀足總盃新敗的「兵

工廠」卻「十字軍」滿營，領隊雲加

也要坐波監，諸多不利因素下，形勢

上或恐會處於下風。（本港時

間周四4：00a.m.開賽） 哀哀 「「兵兵」」

阿仙奴上季連英超前
四也保不住，無緣歐
聯。這個賽季表現亦未
見改善，暫時只守在聯
賽榜第6位。被指離心
最大的兩員前場球星阿
歷斯山齊士和奧斯爾，
雖然去夏勉強留得住，
但相信找機會跳槽也只
是時間問題。
來自英國《太陽報》

消息，鑒於合約年期，
為免「山神」可自由身
離隊，阿記也不敢為他
標出天價，但3,500萬
英鎊（約3.65億港元）
是心目中的最低價位。
該報續指，曼城已準備
好簽入他，如果夏季轉
會，曼城會因為能慳得
更多轉會花費而向山齊
士提供到約2,500萬英
鎊的簽字費。不過，
《太陽報》消息稱，山
神已等不及半年後離
隊，寧願放棄那2,500
萬英鎊簽字費，也希望
在今冬入「城」。
另外，阿仙奴於足總

盃爆冷不敵諾定咸森
林，翼鋒伊禾比被踢爆於賽前
一晚與友人夜蒲至凌晨3時。
對此雲加不排除會作出處罰。
至於早前對西布朗一戰雲加投
訴球證判罰12碼因而被禁賽，
甸恩日前亦承認，那球確實是
誤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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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凌晨進行的一場英格蘭足總盃第3圈比賽中，
白禮頓主場以2：1淘汰水晶宮隊。比賽中，球證憑
藉視像助判技術（VAR）的協助確定了白禮頓制勝
球的有效性，這也是VAR技術首次在英格蘭足球賽
場上發揮作用。
踢到第87分鐘，場上比分1：1。此時白禮頓獲得
前場罰球機會，前鋒格連梅利接應隊友的頭槌二傳，
在後柱位用身體將球撞入龍門。球證認定入球，但水
晶宮隊球員圍住球證抗議，示意球在入網前碰到了梅
利架起的手臂，入球應判無效。
隨後球證通過耳機向VAR助理球證求助，經過對

畫面的重播分析，最終確認梅利是用膝蓋將球撞入，
球沒有觸碰他的手臂，入球有效。最終白禮頓順利晉
級第4圈，並將在下一圈面對英冠球隊米杜士堡。

足總盃第4圈曼聯抽好籤
其他足總盃第4圈的抽籤，利物浦主場硬撼同屬英

超的西布朗，曼聯作客第四級別乙組的伊奧維，熱刺
作客英乙紐波特郡，曼城作客第二級別英冠卡迪夫城
或英乙曼斯菲，車路士若重賽過關會對紐卡素。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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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皇家馬德里在2017年拿
下五冠的法國籍主教練施丹周
二凌晨再獲殊榮，他連續第二
年當選由《法國足球》雜誌評
選出的法國年度最佳教練。
施丹帶領皇馬在2017年獲得
西甲、歐聯、歐洲超級盃、西
班牙超級盃與世界冠軍球會盃
五項冠軍，球隊成為歐聯改制
後首支衛冕的球隊。施丹在本
次評選中擊敗了法國男足國家
隊主帥迪甘斯與法甲里昂主教
練真尼斯奧，他在皇馬訓練基
地接受了獎盃。此外，施丹還
是國際足協年度最佳教練。

「近績不佳也決不動搖」
本賽季皇馬聯賽戰績不佳，
排名第4的他們被「一哥」巴塞
羅那甩開了16分。施丹接受最
新一期《法國足球》雜誌專

訪，訪談中施丹表示對球隊的
處境做好了充分準備，儘管挑
戰重重，自己不會有任何動
搖。《法國足球》雜誌評選出
的2017年度「法國足球先生」
（法國年度最佳球員）已經在
2017年12月下旬揭曉，得主為
英超車路士中場球員簡迪。

■新華社

施丹榮膺法國年度
最佳教練

昨日NBA常規賽明尼蘇達木狼技壓「大
帝」勒邦占士，痛宰克里夫蘭騎士，一度領
先多達41分，終場以127：99勝出。騎士戰
績落後到26勝14敗，在東岸排名第3。
木狼在主場迎戰連續3年殺入NBA總決賽

並在兩年前贏得總冠軍的騎士，後衛域堅斯
大展身手砍下25分，率隊一路壓着騎士
打。占美畢拿有準三雙表現，貢獻21分9個
助攻與8個籃板，且在制衡4屆NBA最有價
值球員「大帝」上扮演重要角色，讓占士僅
斬獲10分8籃板與5助攻。
湯馬士在第三節接近正在上籃的域堅斯時

打到他下巴，馬上遭驅逐出場，不過他說，
他靠近對方只是為了抄截。 ■中央社

畢拿準三雙 木狼技勝騎士

■■格連梅利
(右)膝撞皮
球入網。

路透社

■■占美畢拿(右)阻截勒邦占士的傳球路線。
美聯社

■■古天奴跟魯營古天奴跟魯營
的球迷打招呼的球迷打招呼。。

路透社路透社

■■山神(左)
勢 離 隊 ，
而雲加(右)
也 恐 自 身
難保。

美聯社
■■莫拉達(左)將是梅斯達菲(右)重點
盯防的目標之一。 路透社

■■施丹當選去年最佳，但現時在
西甲卻陷於困境。 網上圖片

■■巴塞主席巴度美歡迎古天奴的加盟巴塞主席巴度美歡迎古天奴的加盟。。 路透社路透社

■■夏薩特在上周對夏薩特在上周對
陣阿仙奴的次循環陣阿仙奴的次循環
英超聯賽踢得很生英超聯賽踢得很生
猛猛，，還有一球還有一球「「士士
哥哥」。」。 法新社法新社

■■拿卡錫迪上次為兵工廠入拿卡錫迪上次為兵工廠入
波已是上月初之事波已是上月初之事。。 法新社法新社

■■白禮頓主場草地旁擺放白禮頓主場草地旁擺放
了顯示屏助判了顯示屏助判。。 法新社法新社

梅利完成臀部手術休戰14周
英國網球明星梅利昨日透露，他已
經在墨爾本順利完成了臀部手術，並
自信能夠參加夏天的草地賽季的比
賽。梅利表示，醫生建議是14周後才
能恢復訓練。他在2016年底職業生涯
首列世界排名第1，但去年溫網出局後便一直因傷缺陣。

法林明高主帥請辭接手智利
巴西法林明高主帥、哥倫比亞人魯伊達8日告知球會高層，自己

決定離隊並接受智利國家隊的邀請。未能進入2018年世界盃的智
利希望重整旗鼓。現年60歲的魯伊達此前執掌過的國家足球隊有
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和厄瓜多爾。 ■新華社

短訊

巴塞羅那新援菲臘比古天奴巴塞羅那新援菲臘比古天奴
88日在魯營球場首次身披巴塞羅日在魯營球場首次身披巴塞羅
那球衣亮相那球衣亮相。。他表示他表示，，加盟巴加盟巴
塞對自己來說是個塞對自己來說是個「「夢想成夢想成
真真」」的時刻的時刻。。
古天奴當日上午通過了巴塞古天奴當日上午通過了巴塞

的體檢的體檢，，並與巴塞簽署了一紙並與巴塞簽署了一紙
至至20232023年夏天到期的合約年夏天到期的合約。。隨隨
後他作為巴塞球員後他作為巴塞球員，，在魯營近在魯營近
77,,000000名球迷面前亮相名球迷面前亮相。。
古天奴表示自己為加盟巴塞古天奴表示自己為加盟巴塞

而感到幸福而感到幸福：「：「我非常開心我非常開心，，

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這對我來說是夢想這對我來說是夢想
成真的一刻成真的一刻。」。」對自去年夏天對自去年夏天
以來一直鍥而不捨追求自己的以來一直鍥而不捨追求自己的
巴塞巴塞，，巴西人充滿感激巴西人充滿感激。。當被當被
問到為何選擇加盟這支加泰羅問到為何選擇加盟這支加泰羅
尼亞球隊尼亞球隊，，古天奴坦言古天奴坦言：「：「這這
是巴塞是巴塞，，是全世界最好的球是全世界最好的球
隊隊，，他們擁有最棒的球員他們擁有最棒的球員，，我我
的許多偶像都曾在或者正在這的許多偶像都曾在或者正在這
裡効力裡効力。」。」
同時同時，，古天奴不忘感謝自己古天奴不忘感謝自己

的老東家利物浦在過去的老東家利物浦在過去55年中年中

的栽培的栽培：「：「在利物浦在利物浦，，我了解我了解
到這球會的歷史和偉大到這球會的歷史和偉大，，我在我在
這裡學到了它獨一無二的精這裡學到了它獨一無二的精
神神。。它擁有自己的個性和品它擁有自己的個性和品
格格。。我之所以離開利物浦我之所以離開利物浦，，是是
因為巴塞是我的夢想所在因為巴塞是我的夢想所在。。利利
物浦也曾是我的夢想物浦也曾是我的夢想，，很幸運很幸運
這個夢想成真了這個夢想成真了，，我給了它我給了它55
年的時光年的時光。」。」由於眼下古天奴由於眼下古天奴
仍有傷仍有傷，，他還需休整近他還需休整近2020日才日才
能迎來自己身披巴塞球衣的首能迎來自己身披巴塞球衣的首
演演。。 ■■新華社新華社、、綜合外電綜合外電

■■梅利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