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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本賽季德國甲組聯賽 4 勝 2 和保
拜持不敗，剛過去周末作客擊敗柏達

歐洲聯賽冠軍盃
（歐聯）香港時間周三

邦後，更借 RB 萊比錫失分而進佔榜首。
陣容方面，拜仁有前鋒艾比和中場哥列
斯卡因傷倦勤，但早前受傷的左閘阿拉
巴可以復出，另於對柏達邦時中途離場
的守將盧卡斯靴南迪斯，和因感冒缺陣
的比列錫，亦獲證實可以候命。預計羅
拔利雲度夫斯基、京士利高文、菲臘比
古天奴和基拿比將於前場合作攻堅，而
新星艾方素戴維斯、老臣子湯馬士梅拿

凌晨會有多場分組賽上
演，其中焦點戰是 B 組熱
刺主場對拜仁慕尼黑。
作為上屆亞軍，熱刺在
本賽季初卻遇上不少難題，球隊最近更似乎出
現將帥不和問題，團結的德甲巨頭即使客場
作戰，依然值得看高一線。（有線 616 及
656 台 、 now643 台 、 無 綫 myTV
Super303 台周三 3：00a.m.直播）

則可作為後備力量支援，教練尼高高華
在調兵遣將時有甚多選擇。

拜仁主席威脅德足勿棄紐亞
拜仁賽前陣內基本上全是正面消息，
雖然主席漢尼斯日前因表示若德國國家
隊棄用紐亞，便會拒絕為國家隊提供球
員的言論備受外間批評，但其維護球員
的心卻獲球隊上下接納，紛紛出言護
航；此外，漢尼斯日前接受訪問時，亦
大力保護受到不少批評的尼高高華，足
證球隊上下皆是萬眾一心。
將有中場盧施素缺陣的熱刺，今夏雖
獲得資金引入法國中場尼當比利和英格
蘭新星賴恩施斯隆，但表現卻不升反
跌，雖然過去周末他們在英格蘭超級聯

比列錫認與紅魔曾近在咫尺

■普捷天奴早前慨
嘆，隊中好些球員
有離心。
有離心
。 路透社

今夏以借將身份由國際米
蘭加盟拜仁慕尼黑的比列
錫，日前接受訪問時證實，
兩年前的確曾大有機會加盟當
年仍由摩連奴所執教的
「紅魔」曼聯。這
位克羅地亞翼 ■8 月新聞發佈會上
月新聞發佈會上，
，尼高高華
尼高高華((左)
鋒星將坦言： 迎來比列錫加盟到陣中
迎來比列錫加盟到陣中。
。 法新社
「可以跟你
說，我真的十分十分接近加盟曼聯，事實當
摩連奴親自打電話給你作邀請，你真的沒有
拒絕的理由，可惜我雖然非常希望為曼聯
効力，但事情未有發生，我真的對此感到
受傷，而亦是在最近，我才知道為何交
易沒有完成。」
比列錫在訪問中亦直言深知自己其實
並非拜仁的首選：「像拜仁這種級數
的球隊，每個位置均會有幾個心儀對
象，而我絕非他們首選，只是在利
萊辛尼受傷要長期休養後，他們
才考慮了我，對此我不會介意
的，更會用表現打動球會，
希望未來能把我買斷。」
拜仁慕尼黑預計陣容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浩然

■菲臘比古天奴連
續兩場德甲大踢好
波，看來已漸漸融
入拜仁的戰術。
法新社

■哈利卡尼開季正
式比賽入了 6 球，一
旦被凍結，熱刺的
入球能力便會大為
削弱。
削弱
。
路透社

熱刺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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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左路合作的夏薩特
皇馬左路合作的夏薩特((左)和馬些
路，通過練習培養默契
通過練習培養默契。
。
路透社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亞冠盃

艾薩德

希拉爾

今晚11：30p.m C611/C651/n670/Fox+

歐聯

皇家馬德里

布魯日

周三0：55a.m. C616/C656/n643/T303

歐聯

阿特蘭大

薩克達

周三0：55a.m. C602/C662/n644

歐聯

熱刺

拜仁慕尼黑

周三3：00a.m. C616/C656/n643/T303

歐聯

加拉塔沙雷

巴黎聖日耳門

周三3：00a.m. C601/C661/n630/n633

歐聯

曼城

薩格勒布戴拿模

周三3：00a.m. C602/C662/n644

歐聯

祖雲達斯

利華古遜

周三3：00a.m. C603/C604/n645

註：C為有線、n為now TV、T為無綫myTV Super。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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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記技高一籌 充滿贏
「遜」
心
香港時間周三凌晨舉行
的 歐 洲 聯 賽 冠 軍 盃（ 歐
聯）尚有多場戲碼，D 組
有祖雲達斯主場對利華古
遜，在兩軍級數有一段距
離下，主場出擊的「祖記」該可全取 3
分。（有線 603 及 604 台、now645 台周
三3：00a.m.直播）
雖然在意大利甲組聯賽積分榜屈居國
際米蘭之下排第 2，但祖記在新教練沙利
帶領下予人漸入佳境感覺，近三場聯賽分
別擊敗維羅納、布雷西亞和史帕爾。陣容
方面，祖記仍有翼鋒杜格拉斯哥斯達、後
衛基亞連尼和丹尼路雷斯肯定缺陣，幸而
保羅戴巴拿、中堅馬菲斯迪歷特和古達度
可取代三人空缺，加上剛於對史帕爾時打
破入球荒的基斯坦奴朗拿度（C 朗）可於
前場壓陣，祖記絕對是兵強馬壯。

利華古遜縱剛於德國甲組聯賽擊敗奧
格斯堡，惟再較早前除於首輪歐聯分組賽
主場不敵莫斯科火車頭，更有作客大敗予
多蒙特 0：4 紀錄。人腳上，利華亦將有
進攻主力里安拜尼因傷缺陣，是役出訪都
靈更難看好。

曼城
「薩」
氣十足
C 組曼城主場對薩格勒布戴拿模（有線
602 及 662 台、now644 台周三 3：00a.
m.直播）。曼城自英格蘭超級聯賽意外
不敵諾域治後至今累積四連勝，更全數取
得最少三個或以上入球。至於克羅地亞代
表薩格勒布戴拿模雖於首輪歐聯分組賽主
場大勝阿特蘭大，但他們近期卻有聯賽作
客不敵夏德和華拉斯甸紀錄，要在曼徹斯
特搶分看來難上加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列貝利射垮A米 自言寶刀未老
今夏由拜仁慕尼黑轉投費倫天拿的法國球星列貝
利，香港時間周一凌晨意大利甲組聯賽中證明自己寶
刀未老，射入一球協助球隊作客以 3：1 擊敗 AC 米
蘭，尾段被換出時更獲全場球迷起立致敬。
上周中才打開聯賽勝利之門的費倫天拿是役面對
A 米，憑艾歷普爾加、卡斯度維利和列貝利各建一功領先
3：0，主隊最終只能由拉菲爾利亞奧破蛋。
全場不停為主隊防線帶來威脅，列貝利最後 1 分鐘被換離場
時獲得包括主場球迷在內的觀眾起立致敬。列貝利賽後自言寶
刀未老：「我年齡上是老了，但只要踏上球場便會變回年
輕。」費倫天拿教練蒙迪
拿賽後透露，「我早猜到
球迷會向他致敬，才會作
此調動。列貝利雖然變速
力或許不如 5 至 6 年前，
但依然具備改變球賽能
■列貝利
列貝利((右)背向卡拿
力。」
■香港文匯報
比亞控球。
比亞控球
。
法新社
記者 楊浩然

■ C 朗對上兩場意甲
朗對上兩場意甲，
，為祖記奉獻
了兩個入球及一記助攻。
了兩個入球及一記助攻
。
法新社

■阿古路是曼城的
入球泉源。
入球泉源
。 路透社

華迪起孖 李城橫「素」對手

長話短說

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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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輪分組賽主場竟未能擊敗加拉塔沙雷，
級數惹人懷疑。此外，布魯日亦有主力
防守中場賓拿達因傷缺陣，防線欠缺屏
障，是役出訪班拿貝球場難求全身而
退。
同組巴黎聖日耳門（PSG）會作客加拉
塔沙雷（有線 601 及 661 台、now630 及
633 台周三 3：00a.m.直播）。PSG 在法
國甲組聯賽獨佔榜首，日前更在前場主
力基利安麥巴比復出後備上陣下擊敗波
爾多。由於尼馬停賽，麥巴比的復出更
是及時雨。土耳其代表加拉塔沙雷近況
平平，在國內
聯賽接連僅和
馬拉蒂亞和費
倫巴治，加上
中場艾卡巴巴
因傷缺陣，失
分危機更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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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亞
班捷文柏華特
歷卡斯蘇尼
謝路美保定
阿拉巴
甘美治
堤亞高艾簡達拿
基拿比
菲臘比古天奴
京士利高文

孫興民
哈利卡尼
基斯甸艾歷臣
尼當比利
哈利雲克斯
穆沙施素高
賓戴維斯
維頓漢
艾達韋列特
奧里亞
洛里斯

近況有所提升的皇家馬
德里香港時間周三凌晨歐
洲聯賽冠軍盃 A 組早場主
場迎戰布魯日，預計以皇
馬的級數兼主場以逸待
勞，該可輕鬆報捷。（有線 616 及 656
台、now643 台、無綫 myTV Super303
台周三0：55a.m.直播）
皇馬日前西班牙甲組聯賽作客悶和同
市勁敵馬德里體育會，留在榜首；皇馬
全場其實不乏機會，只是如加里夫巴利
等未能成功把握，但已證明累積三場不
敗的他們近況
確有提升。陣
容上，主隊可
用之人頗多，
前場賓施馬、
夏薩特、加里
夫巴利及莫迪
歷皆可候命。
比利時代表
布魯日同樣穩
佔聯賽榜首，
只是於歐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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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逐漸上力以
「日」
待勞

賽主場擊敗修咸頓，更是整個下半場皆
少打一人，只是再之前他們其實有歐聯
僅和奧林比亞高斯，聯賽不敵李斯特
城，以及聯賽盃被低組別的高車士打淘
汰紀錄，狀態起伏頗大，近況難與拜仁
相比。
最值得注意的是，熱刺似乎出現將帥
不和局面，在被高車士打淘汰後，領隊
普捷天奴竟公然責怪球員不團結。作為
隊長的哈利卡尼，昨日卻對領隊的言論
作出反駁：「我不認為我們不團結，在
擊敗修咸頓比賽球員已證明這點，我只
能說我為隊友感到自豪。」可預期在這
情況下，熱刺根本不可能專心應付比
賽，是役迎戰來勢洶洶的拜仁，大有機
會落於下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英格蘭超級聯
賽於周日只安排
一場比賽，結果
李斯特城憑占美
華迪梅開二度， ■ 占美華迪
占美華迪(( 中) 完場後和
尼迪迪、列卡度 安祖卡路爾握手
安祖卡路爾握手。
。 路透社
彭利拿各建一
功，加上對手杜密特的烏龍球，主場 5：0 橫掃紐
卡素。紐卡素領隊布魯士賽後表示：「真是一個可
怕的下午，我們表現糟透了，在這星期必須作檢
討，不然餘下球季只會更艱難。」

亮相新東家 保羅佐治等11月復出
今夏加盟洛杉磯快艇，與上季總決賽最有價值球
員李安納組成「雙巨頭」的保羅佐治，昨日證實自
己於夏天休季期間進行了肩部手術，將會缺席新球
季整個 10 月的比賽，「我還需要一點時間作恢
復，季前賽肯定是打不了，從目前狀況看，整個
10月我也不能上場，而目標是在11月復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