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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足球錦標賽首戰險勝中華台北之後，
香港代表隊今午 3 時 10 分迎來出線最大挑戰，對手正是晉級大熱門朝鮮。
儘管國際賽從未贏過對手，僅勝東道主之戰表現也未能予外間信心，惟港
隊助教郭嘉諾特別提醒球員，朝鮮今次並未以最完整陣容應戰，正是港隊
打破對戰不勝宿命的最佳時機。
■港隊昨在酒店內輕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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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外流球員坐鎮 陣容欠完整

港足誓
港足
誓乘朝鮮之危 破宿命
港隊在剛剛過去的周日晚上憑後
備上陣的鍾偉強完場前建功，

以 2：1 絕殺中華台北打開勝利之
門，也是主教練加利韋特上任後首
場勝仗。為了讓球員爭取時間休
息，大軍昨日索性取消到球場操
練，只在體能教練皮亞斯帶領下，
作簡單拉筋及復康訓練。他指港隊
目前未有出現傷兵，只有 1、2 人有
小問題，今天可以用最強人腳出戰。

蒙古對韓鮮之役攻入一球
朝鮮可算是港隊剋星，近年國際
賽對壘，港隊最佳成績也只是賽
和，從未贏過對手。曾以不同身份
多次與該支強敵作戰的郭嘉諾，今
次以助教身份協助港隊，他賽前表
示，現時這支朝鮮隊是近年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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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隊：「我與朝鮮對戰過幾次，對
手之前都是完整陣容，今次則缺少
了朴光龍等 3 名外流球員，蒙古都
有能力攻入一球，我們是時候贏回
一仗。」他承認港隊於上仗表現有
進步空間：「第一場是有點慢熱，
相信今仗會踢得進取一點。」
朝鮮周日以 4：1 輕取蒙古，但球
隊在大比分領先後，刻意放慢節
奏，似是留力今日大戰香港。郭嘉
諾補充：「雖說我們要出線未必一
定要贏，但為免夜長夢多，就趁對
手不完整，贏他們一次。」
香港對朝鮮一戰於香港時間今午
3 時 10 分開戰，晚上 7 時 10 分則由
東道主中華台北對蒙古，官網
（https://eaff.com）將會直播兩場
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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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足今拚
港女足
今拚伊朗
伊朗 爭首名出線

港羽賽今開打
伍家朗盼主場取佳績

■ 潘啟情現坐擁兩條冠軍級腰
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潘啟情年底挑戰洲際冠軍腰帶

2020 東京奧運女足亞洲區外圍賽第一圈分組賽，香港時間今午 4 時
在泰國春武里府展開最後一戰，由香港隊對陣伊朗。
由於首仗港隊以 4：0 擊敗黎巴嫩，目前以 1 戰 1 勝的成績，暫
列 B 組第二位。在同組的黎巴嫩兩戰全敗篤定名列小組末席的
情況下，港隊已確定以小組頭兩名資格出線，故今日若再
下一城擊敗伊朗，將贏得B組首名出線資格。
中場悍將姚希雯表示：「從伊朗對黎巴嫩一役所
見，前者無論在技術水平及體能方面皆較港隊佔
優，甫開賽已經立即長時間進行迫搶。所以我
們一定要展示充分的耐性，避免暴露任何
與西班牙的馬林，另外還有國
空位讓對方輕鬆組織攻勢。」
羽大滿貫球手林丹、日本女單
世界排名第 58 位的伊朗，首戰以
名將山口茜以及傷癒復出的韓
8：0 大破黎巴嫩，雖然該隊正選
短訊
國雙打好手李龍大等。而東道
門將被逐離場，今仗需要停
主香港隊方面也強陣出擊，陣
武大靖締短道
賽缺陣，不過可以預期伊
中球手包括伍家朗、黃永棋、
朗仍會為港隊帶來相當
500米世績
張雁宜、鄧俊文/謝影雪等。
威脅。
香港時間
12日結束的國際
對於面對眾多強敵，港隊男
■香港文匯報
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鹽湖城站
單「一哥」伍家朗希望不負主
記者 陳曉莉
比賽中，平昌冬奧會冠軍、中國選
場球迷的期望：「平時打公開
手武大靖以 39 秒 505 的成績奪得男子
賽不會全場人看着你，我想在
500
米冠軍，這也打破了他在平昌冬奧會
主場觀眾面前做齣好戲，當然
上創造的 39 秒 584 的世界紀錄。另外，中國
這有動力也有壓力。」他稱，
隊在男子
5000 米接力賽不敵匈牙利屈居亞運，
為了能在世界羽壇站穩陣腳，
范可新在女子
500 米獲得季軍；而此前，李璇在女
正努力摸索一套最適合自己的
子
1500
米比賽中獲得銅牌，任子威、范可新分在男女
方法，期望在比賽前能發揮到
1000米第一次決賽貢獻1銀1銅。
■中新社
最好水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現
年 22 歲的香港職業拳手潘啟情，將
於年底赴濠江爭奪 WBC 輕蠅量級
（108 磅 ） 青 年 國 際 洲 際 冠 軍 腰
帶，成為首位挑戰世青級別冠軍的
香港人 。
潘啟情本年 7 月於修頓主場擊敗
日本拳手成塚亮，一舉奪得 WBC
ABCO 輕蠅量級（108 磅）亞洲洲
際冠軍及 ABF 輕蠅量級亞洲冠軍兩
條腰帶，因此獲得挑戰青年國際洲
際冠軍腰帶機會，頭銜級別僅次於
國際冠軍。
自 2016 年出道後，潘啟情至今已
錄得6勝1負成績，今次原有機會挑
戰 WBC 世界青年金腰帶，惟現任
冠軍、日本新星池間亮彌因合約問
題未能參戰，但雙方已相約明年爭
奪世青金腰帶頭銜。
是次比賽由 DEF Promotions 首次
夥拍日本 TBS 電視台及渡邊拳擊館

合辦，將假澳門永利皇宮舉行。主
賽為兩場世界冠軍戰。DEF Promotions 創辦人兼香港職業拳擊推廣人
劉志遠指：「今次是潘啟情衝擊世
青冠軍的重要一步，他多年來的努
力有目共睹。今次能與世界拳王同
場比賽，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
會。」
潘啟情今晚將飛赴日本東京，於
坐擁多名世界冠軍的渡邊拳擊館集
訓。從未踏足過日本的他出發前難
掩興奮：「希望這次集訓能提升自
己實力，感謝團隊一直以來的支
持，亦多謝贊助我訓練及比賽的不
同單位，令我得以繼續走職業拳擊
這條路。」
此外，尼泊爾裔香港拳手尼保斯
嘉爾亦會於本月 28 日到深圳出戰
「拳星匯——聯合全國賽」，挑戰
18 歲的內蒙代表王達來，賽事將由
中央電視台（CCTV）全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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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EX-SUNRISE 香 港
公開羽毛球錦標賽」今在紅磡
香港體育館率先展開外圍賽及
混雙首輪的較量，各路勁旅已
陸續抵港。面對各國強手，港
將伍家朗直言，世界男單前 20
名的球手實力其實相若，要突
出重圍並不容易，但他仍正努
力摸索，期望能在今次賽事中
主場取得佳績。
已成功舉行了 30 屆的香港公
開賽，屬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
其中一站，總獎金 40 萬美元
（約 313 萬港元）。參賽選手
星光熠熠，包括世界「一
哥」、「一姐」 日本的桃田賢
斗與中華台北的戴資穎、里約
奧運男女單打冠軍國羽的諶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希望在
主場演一齣好
戲。 羽總圖片

中華龍舟大賽昆明站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昆明報道）為期兩天的 2018
中華龍舟大賽昆明滇池站正式落幕（見圖），江西一方虎
山、聊城大學分別包攬職業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全部冠
軍，成為本站最大贏家。至此，2018 中華龍舟大賽全部六
場分站賽已結束，按單項積分排名，職業男子組三個單項前
12名，男子精英組、公開混合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
子組三個單
項前 6 名，
將有資格參
加 今 年 12
月 15、 16
日在海南陵
水舉行的總
決賽。

世界羽球巡迴賽總決賽下月羊城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018 匯豐世界羽聯·世界羽毛球
巡迴賽總決賽」將於 12 月 12 日至 16 日
在廣州舉行。總決賽是世界羽聯世界巡
迴賽體系中最高級別賽事，巡迴賽 26 站
分站賽每個單項（男單、女單、男雙、
女雙、混雙）積分排名前 8 的運動員參
賽。這是繼世界羽聯賽事體系改革後首
次在中國舉辦，也是廣州繼成功舉辦湯
優盃、蘇迪曼盃、世錦賽等「大滿貫」

賽事後，迎來的又一項頂級羽毛球賽
事。
總決賽開幕式將於 12 月 10 日晚上在
廣州花園酒店舉行，64 名頂尖選手將一
改運動員球衣球褲球鞋球包的標配，別
出心裁地登場向觀眾亮相。世界羽聯將
揭曉「年度最佳男、女運動員」、「年
度最佳殘疾人男、女運動員」、「最具
潛力運動員」、「進步最快運動員」等
6個獎項，並為獲獎運動員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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