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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以接近1.7億英鎊增兵的利物浦，在季初可謂銳不可
擋，頭4輪英超比賽面對韋斯咸、水晶宮、白禮頓及

李斯特城全數獲勝，更只因巴西國腳門神艾利臣比加「太高
章」玩波，才於對「李城」之戰失掉今季第1球，足證攻、
守比上季更為平衡。而在受過教訓後，比加往後肯
定會更為小心，不會再因為大意而導致失波。

紅軍私人機接巴西三子
陣容方面，利物浦於國際賽期間沒有主力因踢
「太公波」而受傷，而球會為免日前才為巴西隊於
美國踢友賽的3名國腳比加、法賓奴泰華利斯及羅
拔圖法明奴太過舟車勞頓，決定出動私人飛機接3
子返英國，3人更趕及出席英國時間周四的一課操
練，今晚必可候命。至於領隊高普就表示，球隊雖
然全勝，但其實仍未達到最佳水準：「4連勝是因
為我們季前備戰做得好，球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
熱刺於國際賽期前作客被屈福特打破全勝金身，
更是於領先1球下被對手反勝，當時領隊普捷天奴
已顯得十分失望：「球隊的防守做得太差，如果我
們真的希望以英超冠軍為目標，這次的錯誤將不可
以再度出現。」

洛里斯與亞里因傷倦勤
然而，熱刺今晚雖然可以返到主場溫布萊球場作
戰，但根據賽前消息顯示，陣中正選門將洛里斯以
及英格蘭國腳迪利亞里，皆因受傷關係肯定不能於
今戰上陣；其中洛里斯的缺席，代表熱刺要以荷蘭
老將禾姆取代其位置，惟這位34歲門神由於能力
平平，一直得不到熱刺球迷信任，以其級數今晚要
阻擋沙拿及文尼等來犯，牌面上實在有點勉強，綜
合分析紅軍確值得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剛於國際賽期前輕取般尼
反底的曼聯，將於本港時間
周日凌晨英超出訪至今仍保
持全勝的屈福特，自然又會
是一場重大考驗，但只要球
員發揮水準，仍是有力打破
對手金身。（now621台周
日00：30a.m.直播）

曼聯中場保羅普巴近日不停發聲，言語間
仍是暗示與領隊摩連奴關係欠佳，以及有可
能於明年1月轉會窗重啟後離隊，但這位法
國球星亦保證，一日穿上曼聯球衣也會為球
迷盡力比賽，曼聯球迷暫時仍是不用擔心。
事實上，曼聯上場輕鬆擊敗般尼，球員的演
出明顯較前進步，信心也未有下降，加上大
勇的左閘勞基梳爾昨日又傳出可望落場，
「紅魔鬼」的陣容依然完整。
屈福特於開季頭4場英超比賽接連擊敗了

白禮頓、般尼、水晶宮及熱刺。惟要注意對
熱刺之戰，屈福特其實已差點出事，只是幸
運地在落後下把握到兩次頭槌機會才得以反

勝。不過，曼聯上場對般尼便正是憑費蘭尼
及基斯史摩寧的高空優勢，令到對手一籌莫
展，故屈福特依賴的高空轟炸，未必可於紅
魔身上起到作用，衡量後還是認為曼聯有力
報捷。

曼城主場無懼富咸
較早時間還有曼城主場對富咸的比賽值得

留意。客軍升班後雖有逐漸進步的跡象，近
兩輪聯賽先後戰勝般尼及賽和白禮頓，只是
球隊今晚對手級數大幅增強變成曼
城，要再次搶分難度頗高；始終
「藍月亮」今季只曾意外作客失
分予狼隊，惟主場出擊卻未曾
失手，加上大衛施華在退出國
家隊後，於過去兩周已養精蓄
銳，相信必可保持球隊的創造
力，並協助藍月亮再下一城。
（now621 台今晚 10：00p.m.直
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曼聯可破屈福特不敗身

熱刺領隊普捷天奴於日前表示熱刺領隊普捷天奴於日前表示，，陣中法國門陣中法國門

將洛里斯雖然因醉駕罪成而被罰款將洛里斯雖然因醉駕罪成而被罰款5000050000英英

鎊及停牌鎊及停牌2020個月個月，，惟未來依然會被委任為球惟未來依然會被委任為球

隊隊長隊隊長。。

普帥日前接受訪問時普帥日前接受訪問時，，直言洛里直言洛里

斯的確做錯了斯的確做錯了，，但已受到教訓但已受到教訓：：

「「洛里斯對醉駕行為感到十分後洛里斯對醉駕行為感到十分後

悔悔，，故勇於認錯故勇於認錯、、認罪及接受懲認罪及接受懲

罰罰。。而我認為而我認為，，只要是人都會有犯只要是人都會有犯

錯的可能錯的可能，，但最重要的是肯承擔後但最重要的是肯承擔後

果果，，因此無論如何因此無論如何，，在他傷癒復出在他傷癒復出

後後，，我仍會委任他為熱刺的隊長我仍會委任他為熱刺的隊長。」。」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帶領韓國勇奪亞運金牌的孫興帶領韓國勇奪亞運金牌的孫興

民民，，終於可在今晚為熱刺候命終於可在今晚為熱刺候命。。這位這位2626歲球歲球

員日前就帶同他的金牌返到熱刺訓練場地員日前就帶同他的金牌返到熱刺訓練場地，，與與

一眾職球員分享喜悅一眾職球員分享喜悅。。孫興民還表示孫興民還表示，，之前的之前的

舟車勞頓及超過舟車勞頓及超過14001400分鐘的比賽分鐘的比賽，，並不會對並不會對

他帶來負面影響他帶來負面影響：「：「今個夏天的情況與之前幾今個夏天的情況與之前幾

年其實不是相差太遠年其實不是相差太遠，，只是多了一點舟車勞只是多了一點舟車勞

頓頓，，但這對我沒有影響但這對我沒有影響，，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還從我還從

中學習到了很多東西中學習到了很多東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法甲勁旅
巴黎聖日耳
門 日 前 宣
佈，與美國
飛人佐敦品
牌達成合作

協議，成為世界範圍內第一家
「牽手」飛人佐敦品牌的足球
隊。
Nike仍是巴黎聖日耳門長期

運動裝備贊助商，而本季「大
巴黎」球員參加歐聯比賽時，將身穿
胸前帶有飛人佐敦標誌的主客場球
衣，這有望進一步提升巴黎聖日耳門
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據悉，雙方
為促成本次合作已經付出一年多時間
的努力，預計將有涵蓋比賽、訓練、
時尚等多個領域的90多款產品問世。
巴黎聖日耳門主席阿爾赫萊菲說：

「巴黎聖日耳門與飛人佐敦的合作展
現出雙方將運動表現、創新與時尚進

行結合的目標。這建立在我們與Nike
長期合作的基礎之上，會使球會擴大
受眾範圍，為全世界球迷提供最具時
尚性的產品。」
「籃球飛人」佐敦認為，飛人佐敦

品牌與巴黎聖日耳門在運動和時尚領
域都有着不同的視角，此次合作水到
渠成。而巴西球星尼馬就表示，希望
身穿飛人佐敦品牌，球隊能有一個出
色的球季。 ■新華社

聖日耳門牽手佐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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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兩大班霸皆會於是
日登場，其中巴塞隆拿將
率先亮相出訪皇家蘇斯
達，如無意外該可以繼續
保持全勝。（now621台
今晚10：15p.m.直播）

巴塞隆拿今季走勢依然強勁，除贏得西
超盃冠軍，聯賽亦連贏艾拉維斯、華拉度
列及侯爾斯卡保持全勝。重要的是，球王
美斯由於暫時不會為國家隊上陣，故過去
兩周可以獲得充足休息及訓練，加上未有
傳出有主力於為國家隊上陣時受傷，有理
由相信巴塞可以再下一城。
主隊皇家蘇斯達在季初表現平平，雖然

開季即勇挫維拉利爾，惟近兩仗卻先後僅
和雷加利斯及不敵伊巴，因此球隊雖可首
次返到完成翻新的阿諾埃塔球場作賽，但
在過去5次與巴塞碰頭全敗情況下，看來
難以成功爆冷。

皇馬作客可挫畢爾包

皇家馬德里較後時間則會出訪畢爾包。
皇馬在新帥盧柏迪古帶領下變成一支「傳
控型」球隊，上仗對雷加利斯便成功傳球
798次，打破球隊歷來紀錄，是日面對剛
戰主場僅和侯爾斯卡的畢爾包，有力同樣
保持全勝。（now621台周日2：45a.m.直
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巴塞隆拿求保持全勝

有線直播歐聯歐霸比賽
有線電視昨日宣佈與beIN Sports合作，

為有線電視觀眾帶來歐聯及歐霸比賽。有
線電視自2009年起播映歐聯，藉着是次與
beIN Sports聯手協力，可望從2009/10至
2020/21球季，無間斷12屆播映歐聯；同
時更迎接歐霸的回歸。

卓利舒夫證實未服禁藥
西班牙反禁藥組織，日前證實已終止有

關俄羅斯國腳卓利舒夫，涉嫌服用禁藥的
調查，並已將消息通知卓利舒夫本人。至
於該名27歲中場事後亦立即於個人官方
Twitter，貼出反禁藥組織的信件，向球迷
表明自己的清白。 ■綜合外電

加蓬終辭退教頭甘馬曹
加蓬足總於日前宣佈已辭退西班牙教練

甘馬曹。現年63歲的甘馬曹在2013年離
開中國國家隊的主帥職位後，於2016年
獲加蓬足總青睞，只是加蓬於該名63歲
教頭帶領下，於本屆非洲國家盃外圍賽表
現欠佳，至今只得1和1負。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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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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職 鳥棲砂岩 廣島三箭 今日4：00p.m. C602/C662

日職 川崎前鋒 北海道札幌岡薩多 今晚6：00p.m. C603/C664

日職 神戶勝利船 大阪飛腳 今晚6：00p.m. C602/C662

西甲 馬德里體育會 伊巴 今晚7：00p.m. n632

英超 熱刺 利物浦 今晚7：30p.m. n621

意甲 國際米蘭 帕爾馬 今晚9：00p.m. n638

德甲 拜仁慕尼黑 利華古遜 今晚9：30p.m. n672/Fox+

英超 曼城 富咸 今晚10：00p.m. n621

英超 紐卡素 阿仙奴 今晚10：00p.m. n622

英超 車路士 卡迪夫城 今晚10：00p.m. n623

英超 般尼茅夫 李斯特城 今晚10：00p.m. n624

英超 哈特斯菲爾德 水晶宮 今晚10：00p.m. n625

西甲 皇家蘇斯達 巴塞隆拿 今晚10：15p.m. n632

法甲 卡昂 里昂 今晚11：00p.m. n639/n714

意甲 拿玻里 費倫天拿 周日0：00a.m. n638

英超 屈福特 曼聯 周日0：30a.m. n621

西甲 華倫西亞 貝迪斯 周日0：30a.m. n632

德甲 慕遜加柏 史浩克04 周日0：30a.m. n672/Fox+

西甲 畢爾包 皇家馬德里 周日2：45a.m. n632

註：C為有線、n為now TV。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經過近兩星期國際賽期，英超將會於今晚戰

火重燃，當中頭場更已經有熱刺主場對利物浦

的大戰。主隊於國際賽期前被屈福特打破「金

身」，加上是役有門神洛里斯及中場迪利亞里

因傷倦勤，相信未必有足夠能力阻「紅軍」連

捷。 （now621台今晚7：30p.m.直播）

保羅普巴
曼聯中場

■■麥巴比親身展示麥巴比親身展示
產品產品。。 法新社法新社

伊天卡普爾
屈福特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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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斯洛里斯（（右二右二））仍仍
是熱刺隊長是熱刺隊長。。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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