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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富力R&F在香港超級聯賽

開季前不足一星期宣布退出之

後，今周開鑼的港甲也有球會

臨陣散班！有球會因為 3年前

「借殼」予夢想FC留下的欠薪

問題，遭國際足協禁止註冊球

員而退出，導致一班球員大失

預算，港甲參賽球隊也由15隊

減至14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菁英盃
今晚於旺角大球場上演A組獨腳戲，前屆
冠軍理文只要順利打敗包尾大幡標準流
浪，即可提前一輪出線。
今仗是聯賽開鑼前最後一場菁
英盃賽事，也是理文9日內3戰的
第2關，可以預期球隊將會輪換部
分球員，以免影響到周日對傑志的
聯賽大戰。今季理文踢了4場分組
賽，2次與天水圍飛馬碰頭都錄得
大勝，另兩戰傑志也踢成0：0，而
且防線只失1球，是球會歷來防守最
佳的一段時間。即使今晚有機會派出
副選應戰，勝算仍高對手一線。上季
首席射手尼迪利完成隔離後仍未有上
陣機會，估計今晚有可能落場重拾比賽
狀態。
標準流浪今季有老將盧均宜及林嘉緯回

巢，只是球隊表現不似預期，4戰皆北已
被淘汰出局，後防更失了14球，面對此組
攻力最強的理文更難寄予厚望。根據
目前小組形勢，理文只要順利全取

3分，即可以5戰11分跳升榜首，並穩奪
出線席位，餘下一席由9分的傑志及7分的
天水圍飛馬爭奪。由於聯賽於本周末開
鑼，菁英盃完成今仗之後，會等到明年1
月才會進行最後一輪分組賽。

菁 英 盃 A 組 今 日 賽 程
旺角大球場 晚上8:00 標準流浪VS理文 $80、$30（特惠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香港半馬
拉松紀錄保持者紀嘉文近日捲入性侵醜聞，
他周日（15日）深夜在個人FB專頁撰文，
向「曾經被傷害的每一位以最誠懇的態度道
歉」，但只承認「沒有認真對待和處理感情
問題」，沒正面回應性侵指控。香港業餘田
徑總會及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亦已作出回
應。
36歲的紀嘉文是本地知名長跑運動員，坐

擁10,000米、15公里及半馬拉松3項香港紀
錄，自己亦有開班教跑步，疫情時期一度轉
行改兼職駕駛的士維生。上星期他的FB專
頁上載一篇文章截圖，行文疑似是一名女學
員投訴被「己堂主」騷擾。FB專頁在截圖
附上留言「貼堂」，似想為自己澄清，然而
卻惹來網民激烈反應，更有人列舉被騷擾事
例。一位自稱為前獨木舟運動員更留言，指
曾在車上被摸胸。之後再有更多「受害人」
出現，紀嘉文專頁事後已刪走此帖。
由於之後愈來愈多人在FB發聲，更涉及
性騷擾及人格指控。紀嘉文專頁在周日深夜
發文：「在過去幾天，我深切反省了自己過
去的行為，明白到自己曾經有做錯的地方，
我以往並沒有認真對待和處理感情問題，令
到對方受到傷害。 或許容許我在此鄭重地
向曾經被傷害的每一位以最誠懇的態度道
歉，對不起。 」他又表示：「知道這句遲
來的道歉未必能夠得到你們的原諒，但我希
望你們都能夠有新的生活。 我亦希望向我
的親人，朋友，學生道歉，作為教練應該以

身作則，我卻令你們失望，我深感慚愧。在
此，我再次向各位道歉，我承諾以後我會專
心做好我教練的工作，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和品德，不會令大家再一次失望。」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昨日發出聲明：「本會

就日前傳媒報道有人士報稱有運動員早前遭
到田徑教練性騷擾的事件，本會表示極度關
注事件。本會一直關注教練的品行及操守，
並對任何形式的性騷擾行為採取零容忍態
度。本會已訂立防止性騷擾政策及相關指
引，列明以防止有關事件發生及處理相關事
件的政策。本會將於收到有關投訴後盡快啟
動相關處理投訴之機制。本會呼籲運動員如
遇上類似事件切勿啞忍，可以向本會作出申
訴或尋求警方協助。」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希望事件

能令外間關注，並建議受害人求助：「就有
關跑手涉及多宗性暴力事
件，我們相信
受害人鼓起很
大的勇氣才敢
於發聲。我們
在此呼籲曾遇
上性侵的您可向
風雨蘭求助。」

涉及今次事件的球隊為原名「港
菁」的「景峰」。2017至 19球

季，夢想FC借用「港菁」會籍參加港
超，惟至2019年7月11日，夢想FC以
行政總裁梁智駒名義在FB專頁發出公
開信，表明因為「財政管理步步為
營」，未能符合足總董事局提出「季前
繳交港幣7位數字按金」的要求，遺憾
地宣布退賽。
夢想FC退出港超後將會籍歸還「港

菁」，幾個月後的新球季改以「景峰」
名義出戰港甲，仍由梁智駒擔任組軍大
旗手。在李志豪、梁子駿、郭建邦、蘇
來強及謝敏榮等前港腳助陣下，景峰在
球季停擺前以13戰25分排港甲積分榜
次席，僅次於13戰30分、後來獲足總
邀請升上港超的晉峰。
2020 至 21 年度港甲原定周日（22

日）開鑼，保留大部分主力的景峰（足
總網頁顯示為原名港菁），原定會在九
龍仔公園大戰高力北區，但就在開賽前
一星期，卻收到被國際足協禁止註冊球
員的噩耗。事緣前夢想FC的西班牙外
援祖亞昆，因舊東家欠薪問題要求國際
足協仲裁，至近日獲判勝訴，兼可獲近
80萬元賠償，球會也因而被罰。

梁智駒夥景峰班底過大埔
據悉夢想FC當年退出
之後，本已跟有合約在身
的球員達成解約協議，惟
祖亞昆後來反口，更向國
際足協投訴，因此累及球
會及球員。景峰無奈之下
只有散班，入信足總確認
退賽，並通知球員自行落
班。據悉梁智駒及景峰原
有班底將過戶到大埔，總
算將受影響程度減至最
低，成功化解一場危機，
只是本地球圈一而再、再
而三爆出負面消息，形象
肯定會進一步受到打擊。

捲性侵醜聞
紀嘉文：沒認真處理感情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
道）中國鄭州．交通銀行2020國際
乒聯總決賽，將於本周四（11月19
日）在河南鄭州奧體中心開賽。獎
盃、獎牌、紀念盃、吉祥物，把鄭
州地標和中原文明的潮流時尚和厚
重歷史充分結合在一起，給世人帶
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月季花是鄭州的市花。本次國際

乒聯總決賽的獎牌是以一朵綻放的
月季花為設計輪廓。整個獎牌圖形
內設計元素以線條勾勒出「鼎」的
圖案，代表中華文明文化，亦代表
中原。圖案下為黃河水波紋和祥雲
圖案，上為ITTF（國際乒乓球聯合
會）的LOGO，寓意賽事落地中
原，落地中國鄭州，ITTF的LO-
GO和「鼎」的造型，組成「中
國」的「中」字，既表達中國鼎盛
之意，又十分接地氣地與河南常用
語「中」相吻合。
本次國際乒聯總決賽的獎盃通體

金黃，以殷墟出土之商代青銅器樽
為設計藍本，採用銘文、小篆等字
體，將「豫、二七、黃河、中原」
等文字精雕在盃體上，「樽」顯出

中國悠久燦爛的青銅器文化。ITTF
的LOGO環繞盃體中部，寓意與中
原文化相互依託，相互環繞，相互
成就。
水晶打造、內嵌沙漏……本次國

際乒聯總決賽的紀念盃頗具新意，
可謂潮流時尚與厚重歷史完美融
合。紀念盃中注入中華文明「母親
河」黃河之水，充分展現出悠久的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
本次國際乒聯總決賽的吉祥物叫

「鄭鄭」，小小腦袋好像一個乒乓
球拍。開幕式上，「鄭鄭」也將通
過3D動畫的形式與現場觀眾見面，
以前沿科技+潮流時尚的方式和大家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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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作
為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今年重啟三大賽事的
年度收官之戰，中國．鄭州2020國際乒聯
總決賽將在河南鄭州奧體中心體育館19日
開賽，備受世界矚目，該賽事賽程揭曉，
時間表也全部揭曉。
2020國際乒聯總決賽由國際乒乓球聯合

會、中國乒乓球協會主辦，鄭州市人民政
府、河南省體育局承辦，共設男、女單打2
個項目，賽事總獎金100萬美元，是該項
賽事繼2019年後連續第二年在中國鄭州舉
辦，也是鄭州市、河南省第二次舉辦規格
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性乒乓球賽事。
本次比賽將從11月19持續到11月22

日，具體賽程為：11月19日、20日全天，
21日下午準決賽，22日下午決賽，共計30
場比賽。11月19日上午9點開打的女單16

強賽事，將拉開本次總決賽的戰幕。
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19個乒乓球協會

的32名運動員（男、女運動員各16名）參
加本次比賽，其中包括中國選手馬龍、樊
振東、許昕、林高遠；陳夢、孫穎莎、王
曼昱、王藝迪，以及德國名將奧恰洛夫，
日本名將張本智和、伊藤美誠等國內外知
名球星。香港選手杜凱琹位列女單比賽陣
容。

一連4天共30場比賽
ITTF總決賽賽程揭曉

理文菁英盃求挫流浪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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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休戰天津橫掃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天津女排於昨日出戰

對河南女排的中國女子排球超級聯賽分組賽事，結果
天津在主力朱婷缺陣下，仍以直落3局25：11、25：
11和 25：22擊敗對手。數據方面，天津女排的國家
隊球員李盈瑩和隊友王藝竹一樣取得全場最高的13
分；河南則只有翟嗣琪和王益群表現較佳，同樣取得
7分。

中國女子圍甲重慶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 重慶報道）2020「中信

置業盃」中國女子圍棋甲級聯賽重慶渝北站比賽於
16日晚間開幕。今年的中國女子圍棋甲級聯賽以
「尋根中國．遇見名城」為主題，吸引了10支圍棋
隊，超過40名的職業女棋手參與其中。中國女子圍
棋甲級聯賽誕生於 2013 年，迄今已連續舉行了 8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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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比
賽吉祥物
「鄭鄭」。

■■黃鎮廷黃鎮廷（（左左））杜凱琹在上年度總決賽杜凱琹在上年度總決賽
獲得銅牌獲得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紀嘉文捲紀嘉文捲
入 性 侵 醜入 性 侵 醜
聞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紀嘉文表示會
作反省。

紀嘉文
Facebook圖片

■理文（黃衫）只要贏波便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

▲祖亞昆（右）告上FIFA，令景峰最終
要退出。 新華社

▼▼現効力理文的亞哥斯達現効力理文的亞哥斯達
（（左左））亦曾是夢想球亦曾是夢想球
員員。。 新華社新華社

■■夢想夢想FCFC在在20192019年宣布退賽年宣布退賽。。 夢想夢想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