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價只及東道主九分之一

短說
長話

■■港隊蓄勢待發港隊蓄勢待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趙賢祐趙賢祐（（左左））是今次韓國隊最高身價球員是今次韓國隊最高身價球員。。 法新社法新社

港腳身價估值港腳身價估值（（以歐元計以歐元計））

位置 球員 身價
中場 陳肇鈞 18萬
前鋒 辛祖 18萬
後衛 艾里奧 18萬
中場 黃威 15.8萬
門將 葉鴻輝 15.8萬
中場 陳俊樂 13.5萬
後衛 馮慶樺 13.5萬
前鋒 基奧雲尼 13.5萬
中場 鄭展龍 11.3萬
中場 鍾偉強 11.3萬
後衛 李毅凱 11.3萬
後衛 梁諾恆 11.3萬
前鋒 夏志明 11.3萬
後衛 徐宏傑 9萬
中場 鞠盈智 9萬
門將 謝德謙 9萬
後衛 羅梓駿 6.8萬
後衛 唐建文 6.8萬
後衛 羅拔圖 6.8萬
中場 黃洋 6.8萬
中場 鄭兆均 4.5萬
門將 袁皓俊 4.5萬
前鋒 孫銘謙 暫無資料
資料來源：www.transfermarke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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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球壇極少會公開球員身價，最近一
單涉及轉會費的交易更要算到2017

年7月，羅拔圖以25萬轉會費由東方龍獅
加盟富力R&F；徐宏傑2018年1月由標準
流浪轉投中甲梅州客家，其轉會費則未見
透露。這次歐洲網站（www.transfermar-
ket.co.uk）披露香港球員估值，圈內圈外
人士都很感興趣。日前有內地傳媒更列出
今屆東亞盃4支參賽隊伍總身價，韓國以
2,307.5 萬歐元佔先，其後依次是日本
（1,585 萬歐元）、中國（847.5 萬歐
元），根據昨日更新，中國香港球員的估
計價值更由272.5萬歐元下調至245.8萬歐
元。
或因球探提供資料稍有偏差，該網站對

香港球員的評估，相信與現實有頗大差
異。當中估計已達港腳頂級薪酬領域的梁

諾恆、葉鴻輝、辛祖及陳俊樂等，只有辛
祖估值達到18萬歐元；而年僅19歲、前途
無限的孫銘謙，更因缺乏資料而未有評
估。新晉港腳鄭兆均與袁皓俊，同以4.5萬
歐元並列身價最平港腳，也頗值得商榷。
韓國今屆則以本土聯賽及亞洲外流球員應
戰，根據網站資料顯示，現時陣中以曾出
戰俄羅斯世界盃的門將趙賢祐身價最高，
達到149萬歐元，足足是葉鴻輝9倍之多。

麥柏倫：嘗試令對手感困難
事實上，香港與屬亞洲一線的韓國交手，難

免處於下風，要中止過去兩次決賽周連敗走勢

也很困難。今次外圍賽能力壓朝鮮出線，時任
主帥加利韋特也應記一功；只是現時帥位已移
交到麥柏倫手中，當時0：0賽和朝鮮的正選
陣容之中，也只餘下葉鴻輝、黃洋、黃威及辛
祖在陣。麥柏倫日前在記招上沒談及成績指標，
只說：「三支對手都是亞洲一級，很期待
面對挑戰，我們會嘗試令對手感到困難，
讓對手看看我們最好的一面。」
另外，今天東亞足球錦標賽會

先上演女子組賽事，由日本對中
國台北。（香港國際財經台76
台、有線602及662台今日
3：20p.m.直播）

王寶泉再出山執掌天津女排
以墊底成績結束女排世俱盃的天津渤海銀行

女排出現帥位變動。記者日前從天津女排獲
悉，陳友泉因個人身體原因不再擔任球隊主教
練，前功勛教練王寶泉火速出山擔任代理主教
練。王寶泉是天津女排的功勛教練，曾帶隊九
奪聯賽冠軍、三奪全運會冠軍。2017年全運會
後，陳友泉接替王寶泉，率隊征戰兩個賽季，
奪得一個聯賽冠軍、一個聯賽亞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隊在中國
台北舉行的「亞洲19歲
以下男子十五人欖球錦
標賽」中取得開門紅，
以47：20輕取新加坡。
力爭7連霸的港隊除

以衛冕為目標外，亦希
望連續 7 年獲得參加
「世界青年欖球盃」資
格。
從杜斯手中接過帥旗

的港青督軍韋馬克對球員的演出甚為滿
意，今屆港隊陣容中只有5人曾於上年參
戰，上屆港隊在首仗不敵韓國，要排除萬難
後才能奪標而回。
韋馬克說：「我軍較為年輕，其中11人

更是今場首次為19歲以
下組別上陣。今年球隊
要作出部分重建，但大
家都表現非常好。他們
今戰對新加坡的表現奪
目，而且比賽狀態十
足。」韋帥續道：「大
家對勝利有一定期望，
但這對於一支相對幼嫩
的球隊具有一定難度。
但我們有信心處理得宜
和循序漸進邁向目標。

假如我們能發揮出百分百實力，我們可在
困難中滿足外間的期望，奪冠凱旋。」
韓國以22：7力克東道主，並將於12月

14日與香港交手，而香港將與中國台北於
今日短兵相接。

中國乒乓球隊「直通釜山」世乒賽選
拔賽，日前宣佈首批參賽名單，國乒隊
長馬龍、丁寧各自領銜男、女12人隊
伍，將於2020年1月1日至4日在深圳
羅湖體育館打響「元旦大戰」。
本次比賽由中國乒協、深圳市文化廣電

旅遊體育局與騰訊體育聯合主辦。和往年
一樣，隊內「直通」旨在通過公開、透明
的選拔機制，為當年的世乒賽陣容提供重
要參考。2020年3月22日至29日，世界

乒乓球錦標賽團體賽將在韓國釜山進行。
在首批公佈的參賽名單中，男隊將由
馬龍、許昕、樊振東、林高遠、梁靖崑
領銜，女隊則由丁寧、劉詩雯、陳夢、
王曼昱、孫穎莎領銜。這份名單正是11
月初在東京奧運會賽場為國乒成功衛冕
2019年世界盃團體賽冠軍的原班人馬。
本次賽事的男、女隊完整版參賽名

單，以及比賽賽制等信息，將於近期陸
續公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球代表隊相

隔9年再戰東亞足球錦標賽決賽周，首戰即遇上冠軍

大熱兼東道主韓國，要搶分恐怕相當困難。賽前有歐

洲網站評估兩隊球員身價，香港全隊總值245.8萬歐

元，只達韓國的約9分1，雖然估值未必可以作準，

惟也側面反映出兩隊之間存在極大差距。（香港開電

視77台、有線602及662台今晚6：25p.m.直播）

港足港足挑戰挑戰韓韓國國搶分困難

中超球隊結果好壞參半
2020年亞洲聯賽冠軍盃（亞冠盃）
昨日於吉隆坡舉行抽籤，結果四支參
戰的中超球隊籤運好壞參半，其中上

海上港運氣較差，就算在附加賽出
線，於分組賽也要遇上強手。
根據抽籤，北京國安將和泰國的清

萊聯，2支資格賽球隊（日本第四順位
球隊所在組及韓國FC首爾所在組）同
組，根據形勢，國安對手大有機會為
鹿島鹿角/川崎前鋒和FC首爾，雖然
一眾對手均具名氣，但由於國安對他
們認識甚深，晉級機會仍大。值得一
提的是，FC首爾在附加賽對手將為香
港代表和富大埔和馬來西亞代表吉打
的勝方。
至於廣州恒大將與日本天皇盃冠

軍、韓國水原三星和馬來西亞的柔佛
DT同組，由於天皇盃目前只餘能力不

算強的長崎航海、神戶勝利船和清水
心跳等爭逐，而水原近年表現亦平
平，恒大要出線該是毫無難度。
上海申花在今屆比賽將與韓國的蔚

山現代、澳洲的珀斯光輝和附加賽3
球隊（FC東京所在）同組，由於申花
可能是四支中超代表中實力較弱的一
隊，預計要在分組賽中有絕佳表現才
可有望過關。
而可能和武里南聯在附加賽碰頭的

上海上港，如能出線將於分組與澳洲
的FC悉尼、日本的橫濱水手和韓國的
全北現代同組，三支球隊同為該國聯
賽冠軍，因此論籤運上港可能是四支
中超球隊最差。

亞
冠
盃
完
成
抽
籤

李鐵首領國足不敵日本

2019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總
決賽將於今日展開，並於日前
在廣州舉行抽籤儀式。國羽主
力諶龍與丹麥名將安賽龍抽入
B組，首日會上演男單小組賽
「雙龍會」。
中國羽協主席張軍認為，國
羽在五個單項整體來說抽到了
中籤，他希望隊員們本周在廣
州積攢比賽經驗，更好地備戰
東京奧運會。
作為世界羽聯每年一次的最
高級別單項賽事，今年總決賽
的參賽陣容十分強大。目前男
單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賢斗、
丹麥主力安賽龍、總決賽女單

衛冕冠軍辛杜、男雙世界第一
吉迪恩/蘇卡穆約等高手都將
參與冠軍的爭奪。
中國隊在強勢項目女單、女

雙和混雙實現了滿額參賽，在
男單和男雙項目各有一人/對
主力入圍。其中，國羽男單主
力諶龍、女單主力陳雨菲、女
雙主力陳清晨/賈一凡、男雙
主力李俊慧/劉雨辰、混雙主
力鄭思維/黃雅瓊等都獲得參
賽資格。
抽籤儀式上，桃田賢斗與喬

納坦、王子維、安東森被分在
男單A組。男單B組除了諶龍
和安賽龍外，還有周天成以及

金廷。女單方面，中國選手陳
雨菲、何冰嬌將在A組與山口
茜、辛杜進行拚殺，因達農、
奧原希望、戴資穎和布桑蘭被
分入B組。

世界羽聯世界羽毛球巡迴賽
總決賽從2018年開始連續四年
落戶廣州，今年的賽事將於今
日（11日）至15日在天河體育
館舉行。 ■新華社

羽聯總決賽今日開鑼

國乒「直通釜山」官宣首批名單

港男欖亞洲U19錦標賽報捷

傅家俊李俊威蘇格蘭賽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本

屆蘇格蘭桌球公開賽日前於格拉斯哥
展開，其中在2016年擊敗希堅斯贏
得此賽冠軍的香港球手傅家俊，在對
手Sam Craigie遲到被罰一局的情況
下以4：0晉級；至於另一港將李俊
威則以 4：2淘汰愛爾蘭球手奧拜
恩，同樣晉級64強。

■■港隊港隊（（紅衫紅衫））首戰表現出色首戰表現出色。。
欖總圖片欖總圖片

■■馬龍將出戰馬龍將出戰
「「直通釜山直通釜山」」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冠盃完成抽籤亞冠盃完成抽籤。。法新社法新社

■■四支參賽球隊教練日前出席記者會四支參賽球隊教練日前出席記者會。。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鄭思鄭思維維（（左二左二））及黃雅瓊及黃雅瓊（（左三左三））出席日前記者會出席日前記者會。。 BWFBWF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本屆東亞
足球錦標賽決賽周昨日於韓國釜山正式展
開，結果日本於揭幕戰以2：1擊敗改由李
鐵領軍的中國國家足球隊（國足），順利

旗開得勝。
國足新帥李鐵是役派出譚龍和董學升搭

檔「雙箭頭」；至於同樣未有選上最強陣
容的日本，則以鈴木武藏和上田綺世聯手

攻堅。
上半場日本成功控制

大局，其中畠中槙之輔
17 分鐘射門中門框不
入；但到28分鐘，日本
還是由鈴木武藏接應森
島司傳送先開紀錄，半
場得以領先1：0。
下半場國足一度取得

追平機會，但始終未能
把握；相反日本於70分
鐘由三浦弦太再入一
球，奠定2：0勝局；國
足只能憑董學升的入球
於比賽尾段「破蛋」。

■■日本的遠藤日本的遠藤
溪太溪太（（右右））和國和國
足球員金敬道足球員金敬道
作爭逐作爭逐。。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