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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桓雙線作戰 世大運收穫兩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網球
女將張瑋桓在那不勒斯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世大運）女單準決賽，以總盤數 0：2 不敵
英國球手，儘管未能殺入決賽坐銀望金，但
亦成功為港隊保住銅牌，這也是張瑋桓繼與
伍曼瑩合作贏得女雙銅牌後，再度躋身三
甲，個人今屆賽事已收穫兩面銅牌。
23歲的張瑋桓當地時間11日夥拍伍曼瑩，
在女雙準決賽不敵中國台北的李珮琪/李亞軒
無緣決賽，由於網球不設季軍戰，已有一面
銅牌落袋。身為 6 號種子的她在當日較早時
間進行的女單賽事，8 強以 2：1 反勝白俄羅
斯球手，4 強與來自英國的對手爭決賽席

位，可惜連失兩盤以1：6、3：6不敵。
其餘比賽項目，香港「欄后」呂麗瑤在女
子 100 米欄準決賽僅以 0.06 秒之差落敗，與
決賽緣慳一面。跆拳道女將呂綺婷在 73 公斤
級以 5：13 負於國家隊選手，於 16 強止步。
男排經過一番激戰後，也以 1：3 不敵墨西
哥。
同時，那不勒斯世大運也已迎來乒乓球項
目最後一個比賽日，國家大學生乒隊收穫男
單及女單的冠、亞、季軍，以 7 金 5 銀 3 銅的
總成績完美收官。這是國家大學生乒隊繼
2011 年深圳大運會後，歷史上第二次囊括乒
乓球項目的全部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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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籌集保證金不遂退出港超

足總聲明：僅需已付薪金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夢想 FC 前日宣佈退出來季
香港超級聯賽，會方指足總突然
要求球會提交 7 位數字按金下無
奈散班，不過足總昨日發聲明指
從未提出要任何球會存入按金的要求，各執一
詞下令事件陷入「羅生門」。
■足總主席貝鈞奇剛上任便要面對球
總本希望來季港超維持 8 支球隊角逐，不過這一目
隊退出港超的難題。
資料圖片
標近日出現暗湧，上季尾一度有散班傳聞的夢想
FC 前日突然宣佈退出港超聯，並直指足總要求球會提交
高達 7 位數字的按金是退出主因，夢想領隊梁智駒表示
雖然已盡力聯絡贊助商集資，不過在倉促時間內未能成
事，唯有選擇棄戰港超。
不過足總昨日就發出聲明駁斥有關說法，強調只曾在6
月 17 日的董事會會議中，討論如任何球會未能保證有足
夠資金或能保障球員及員工免受欠款影響，足總可能會要
求該會存入按金，但從未實際提出收取按金的要求。
足總亦表示曾向夢想FC要求提交已繳付球員上季薪金
的證明，惟球隊在 48 小時內未能提供相關文件，而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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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甲組的申請。

足

■夢想
夢想FC
FC在今年最後一場港超大合照
在今年最後一場港超大合照。
。 facebook
facebook圖片
圖片

陳婉婷掌 U16 國家女足帥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前
東方龍獅主帥陳婉婷有新去向，早
前加入中國女足 U16 教練組的她已
正式獲聘為中國女足 U16 主帥，陳
婉婷在社交網站上感謝一直支持自
己的人，表示會繼續努力做好教練
工作。
花名「牛丸」的陳婉婷於 2015 年
執掌東方龍獅教鞭，擔任主帥期間
曾獲得一次聯賽及高級組銀牌冠
軍，她一度因要修讀亞洲足協專業
級教練課程而辭任主帥一職，到上
季又再重新出任東方主教練，不過
上任僅8個月就宣佈離隊。
其後「牛丸」獲得中國足協女足
青訓總監孫雯賞識加入女足 U16 教
練團，並在 U16 原主帥卡拉斯高離

余浩彥亞洲學校保齡賽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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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學校保齡球錦標賽昨在
南華體育會結束全部賽事。香
港的余浩彥以兩局總分 465：
452，擊敗日本的畑秀明，贏
得男子個人優秀賽的冠軍。
畑秀明在第一局初段發揮出
色，連續擊中六個全中，一度
以 49 分領先，余浩彥後勁凌
厲，第一局結束後追至 230：
217，僅以 13 分落後。余浩彥
第二局繼續保持水準，把握對
手在第四格的補中失誤，重奪
優勢，最終以 248：222 取得
第二局勝利，後來居上以兩局
總分 465：452 贏得冠軍。畑
秀明屈居亞席，另一日本球手
菅野直人獲得第三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隊後「坐正」，成為首位執教國足
梯隊的香港教練。陳婉婷在社交網
站發文表示：「感激太陽一直照耀
着我，身邊的人一直支持我，繼續

足總聲明如下：

加油吧。」
她上任後首個挑戰就是 9 月中到
泰國參加女子亞少盃決賽周，同組
對手有韓國、朝鮮和越南等球隊。

香港足球總會（
「足總」
）回應有關夢想FC於2019年7月11日發表的公開聲明，因夢想FC收
到足總通知要求存入港幣二百萬元按金而退出香港超級聯賽事宜。
1. 按亞洲足球協會及足總球會牌照的要求，職業聯賽中的球會必須提交球會財政穩健及球
會並沒有拖欠球員或員工任何款項之證明文件。因收到夢想 FC 未能支付球員款項的傳
聞，故本會要求該會提供已付款的證明，惟該會未能在48小時內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2. 足總董事會於2019年6月17日的會議中討論，如任何一間球會未能保證有足夠資金及能
保障球員及員工免受欠款的影響，足總可要求該會存入按金。雖足總曾討論該事項，但
足總沒有向2019-20季度的香港超級聯賽球會提出收取按金之要求。
3. 足總並沒有要求夢想FC或其他任何香港超級聯賽的球會存入按金的要求。
4. 足總董事會將於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的會議上，討論就夢想FC退出香港超級聯賽的申
請及參與來季的甲組聯賽之要求。

■陳婉婷在facebook宣佈出任U16國家女足主帥。

港跳繩隊

半力參戰世錦賽奪六金
一連 5 日於挪威奧斯陸舉辦的
跳繩世錦賽已經完結。港隊共獲
得 6 金 15 銀 13 銅 。 港 隊 今 晨 返
港，部分年輕隊員將會參加周日
下午於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辦的
「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
比賽」。
今年世錦賽有近千名運動員同
場競技，人數為歷年之最。港將
梁逸希延續 2017 年世錦賽的出色
表現，個人奪得 1 金 2 銀 2 銅。女
子隊方面，隊長蘇泳而與黃維訊

合作的二人同步花式賽憑着一連
串高難度花式動作奪金，個人累
積 1 金 1 銀 1 銅。在決賽日，黃維
訊、賴樂賢、黃維更於三人交互
繩花式賽一直保持高水準演出，
成績一直領先今屆賽事五破紀錄
的岑小林所帶領的國家隊，以及
一眾傳統強隊美國、德國等，直
至最後一輪才被日本超越屈居亞
軍，距離奪金只差一步。
領隊梁健璋表示：「今年港隊
分途出戰挪威世錦賽及 8 月舉行的

韓國亞太賽，因此要作出取捨，
保留實力於 8 月的韓國亞太賽。而
且出發前隊員接連受傷患影響，
例如今年的全港錦標賽冠軍黃淯
靖便因受傷而要更換隊員，影響
了賽前部署。但對於今年成績已
經十分滿意，特別是今年只有 12
歲的余嘉俊、13 歲的梁逸希和姚
卓嵐需越級挑戰 16 歲組別仍能奪
得 1 面銅牌，已是很突破的成
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長話
短說
黄镇廷 杜凱琹晉澳乒賽決賽

港乒組合黄镇廷/杜凱琹（見圖）昨在澳洲公開賽
混雙賽事一路過關斬將，先以 3：2 淘汰西班牙組
合，再以 3：1 勝隊友何鈞傑/李皓晴，殺入四強。昨
日再在準決賽以直落三局 11：9、11：8、11：7 輕取
韓國組合李尚洙/田志希，躋身决賽。今午將與日本
的水谷隼/伊藤美誠爭奪王者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動感亞洲今愉景灣上山下海

■香港跳繩隊世錦賽後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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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亞洲獨木舟及越野跑系列賽迎來最後一站的愉
景灣賽事，今日假稔樹灣沙灘舉行，設有家庭雙人組
別及成人雙人隊制供不同類型的參加者選擇。今早 9
時開賽的成人組賽事將先從稔樹灣沙灘划 3 公里獨木
舟至萬角咀，再上岸進行 5 公里越野定向，到達山頂
涼亭飽覽山海景色後，再下山返回萬角咀，最後划 3
公里的獨木舟返回稔樹灣沙灘終點。賽道沿途海天一
色，多元化的賽程滿足同時追求刺激及美景的健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