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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邦

防守中場，雖已年屆 34 歲，活力並
不如前，但憑豐富經驗仍能在東方龍
獅爭贏正選。多年來個人榮譽不多，
不足以反映其重要性。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
場」，正當香港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男足金
牌功臣一個又一個退下來，當年的隊長歐

本地最佳門將，現年 30 歲，相信是港
超最高薪的本地華將，去年剛成家立室。
由於地位超然，所屬的東方龍獅為安全起
見，暫拒絕讓外人接觸及採訪。

陽耀冲透過社交平台證實，終於「實現加

歐陽耀冲

盟日本職業聯賽球會的夢想」，待一切落
實後，新東家便會正式宣布今次轉會的消
息。這將會是首次有土生土長的香港男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勇闖東瀛盼圓夢

待投日本職業球會

球員，在日本職業聯賽中亮相。

曾錦濤

勝任左、右閘，現年 31 歲，今季離開
効力 5 季的東方龍獅轉投理文，正想大展
拳腳之際卻遇球季停擺。

●陳肇麒及陳偉豪去年先後退役後
陳肇麒及陳偉豪去年先後退役後，
，香
港 2009 年東亞運金牌功臣只餘下 4 人仍
然在職業聯賽打拚。
然在職業聯賽打拚
。
資料圖片

尊重新東家 消息等官方宣布

不過為了尊重新球會，「歐冲」表示其去向要留待官方宣布。球會
亦已正式通知，待今周完成相關體檢後，便前往訓練基地報到及處理
餘下手續。根據蛛絲馬跡，「歐冲」日前跟操的球會為日本第8級聯賽
球隊、位於大阪的 FK Cobalt，與其相關的最高級別球會則為日本第 4
級聯賽的FC大阪及奈良。

●歐陽耀冲在經理
人團隊安排的附屬
球
會進行操練。
歐陽耀冲 IG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
球員外流並非新鮮事，女足代表甚至比
男足有更多機會，以女兒身執教男子職
業隊揚名天下的陳婉婷（別號
「牛丸」
）
相信，原因與外國女足球會入場門檻較
低，而且女子球員家庭負擔較輕有關。
香港球員能夠登陸日本聯賽，以往在
男足鮮有發生，有香港血統的林柱機，
2011年曾効力過千葉市原，已是比較接
近一次。2015 年，香港女足代表劉夢
瓊、陳詠詩及張煒琪試腳成功，獲日本
女子乙組聯賽球隊日本足球學院取錄，
成為首批登陸東瀛聯賽的香港人。不過
陳詠詩及張煒琪很快便返回香港，而劉
夢瓊轉投縣聯賽球隊Vonds市原後，便
一直留在日本，她於去年年底掛靴，並
宣布與日本男友成家立室。張煒琪離開
日本後，2017年加盟布里斯班獅吼，協
助球隊贏得澳甲冠軍，成為首位於海外
頂級聯賽登頂的香港女子球員。
此外，韋婉婷、賀允同、鍾貝琪及秦
正行近年都曾在阿爾巴尼亞及蘇格蘭等
地落班，吳卓蔚也獲台中藍鯨招手，反

阿仙奴衛冕英足盃失敗

美籃協邀60球員戰東奧 占士願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美國籃球協會已向 60 名球員發出
邀請，期望再組「夢幻隊」出戰
今年 7 月舉行的東京奧運男子籃
球比賽。據美聯社報道，受邀球
員包括勒邦占士、杜蘭特及史提
芬居里等超級球星。
原定去年夏天在東京舉行的第
32 屆夏季奧運會因新冠疫情被迫
推遲至今年 7 月，由於屆時 NBA
已結束，故理論上所有 NBA 球星
均可出戰這項 4 年一度的世界體
壇盛會。其中，洛杉磯湖人當家
●占士（白衫）昨日帶領湖 球星勒邦占士便表達了再次為國
人輕取公牛。
美聯社 參賽的願望，「很有可能，」他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修咸頓再做
「巨人殺手」
！繼英超擊敗利物浦後，修咸
頓於當地時間周六再於足總盃第4圈以1：
0淘汰阿仙奴，粉碎後者的衛冕夢想。聯賽
排名第11的阿仙奴於足總盃出局後，來季
要晉身歐洲賽的機會愈來愈渺茫。
阿仙奴今仗有奧巴美揚因私人原因缺
陣，主帥阿迪達亦收起多名主力，相反主
場出擊的修咸頓則精銳盡出，甫開賽已積
極搶攻對手，更於上半場藉阿仙奴守將加
比爾馬加希斯的烏龍球取得領先。換邊後
阿仙奴雖然先後換入湯馬士柏迪及拿卡錫
迪搶回不少攻勢，可惜面對修咸頓穩健的
防守未有太多起腳機會，最終阿仙奴以
0：1不敵修咸頓宣布衛冕失敗。
阿迪達賽後承認球隊今場出現很多失
誤，希望球員可以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阿仙奴於香港時間周三凌晨將於聯賽再
戰修咸頓，這名西班牙主帥表示未知奧
巴美揚能否趕及上陣，不過他對球隊可
以重返勝軌仍然充滿信心，更透露有意
羅致皇馬進攻中場馬田奧迪加特以解決
球隊創造力不足的問題。

窄，但仍以19戰積43分成為首循環冠軍。主帥皮奧利
賽後則承認球隊今場表現未如理想，不過強調對麾下球
員仍然信心十足：「我們很清楚自身的實力，一場敗仗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信心，球隊會繼續改善在下場捲土重
來。」至於「二哥」國米面對烏甸尼斯亦只能踢成0：0
痛失兩分，錯過升上榜首的機會。
西甲方面，有主帥施丹因確診未能領軍的皇馬則大
勝一場；其中夏薩特打破近 3 個月的入球荒，加上賓
施馬梅開二度以及卡斯米路的入球，助皇馬作客以 ●文迪蘇傑（右）首度替A米上陣即遇敗仗。
4：1大破阿拉維斯。
美聯社

話
短
說

●修咸頓右閘獲加彼德斯（左）的傳中
最終引致加比爾「
最終引致加比爾
「擺烏龍
擺烏龍」。
」。 路透社

說，「不是0%機會，現在我只能
這樣講，因為我喜歡（美國男籃
總教練）普波維治。」占士職業
生涯曾為美國隊出戰過三屆奧
運，包括 2004 年雅典奧運會、
2008年北京奧運與2012年倫敦奧
運會，共奪2金1銅。
美聯社預計，美國籃協將在未
來幾個星期公布該 60 名球員的參
賽名單。美國男籃已確定成為參
賽奧運的8支球隊之一，餘下4個
奧運參賽名額，將由包括中國男
籃在內的 24 支隊伍通過資格賽產
生。預計國際籃聯將於 2 月初就
奧運籃球比賽進行抽籤。

澳網包機再有 3 人染新冠病毒

戴資穎再負馬琳 泰國賽居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澳洲網
球公開賽球手包機再有 3 人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據當地主管入境事務的官員透露，
該 3 人皆非球員，他們均感染了英國變種
病毒，目前他們正在酒店隔離。由於在三
架球員包機上連續發現有人確診，致使超
過 70 名球手及相關人士因須在下榻酒店隔
離兩周，而無法為 2 月 8 日至 21 日的賽事
進行賽前練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泰國羽毛球
公開賽第二站昨日煞科，中國台北「天
后」戴資穎以 19：21、17：21 連續兩周不
敵宿敵、西班牙的奧運冠軍馬琳，屈居亞
軍。不過，中國台北男雙組合王齊麟／
李洋
則以 21：13、21：18 力挫馬來西亞的謝定
峰／
蘇偉譯，連續兩周奪冠。男單方面，丹
麥名將安賽龍以 21：11、21：7 輕取隊友
維汀哈斯稱王。

而男足外流機會卻不多。曾帶領東方龍
獅奪冠而聲名大噪，本身亦為女足球員
的陳婉婷認為：「男足外流的入場門檻
始終較高，職業球員都會以合約條件為
先，女足則不然，很多外地球會都非職
業，球員再另外打工維持生計，但她們
一心只求有機會踢較高水平比賽，而且
新一代的家庭壓力不大，所以條件或許
不是首要考慮。」「牛丸」又稱：「我
跟『歐冲』並非太熟絡，都是靠社交網
站關注他的動向，相信他今次到日本也
是為了圓夢多於要倚靠收入養活自
己。」

●（左起
左起）
）劉夢瓊
劉夢瓊、
、陳詠詩及張煒琪於
2015 年曾外流日本
年曾外流日本，
，劉夢瓊掛靴後更
在當地落地生根。
在當地落地生根
。
資料圖片

香港精英運動員 發動愛心送暖行動

A米
「大」
敗照膺首循環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祖雲達斯早前接連失
分，米蘭雙雄今周本有望進一步拉開領先優勢，不過
AC米蘭及國際米蘭在當地時間周六雙雙錯失良機失分
而回，令「祖記」昨晚擊敗博洛尼亞後，反收窄差距。
目前高踞榜首的 AC 米蘭本周迎戰「黑馬」阿特蘭
大，雖然坐擁主場之利兼有伊巴謙莫域坐鎮，球隊整場
卻完全落於下風，上半場已被對方中堅基斯甸羅美路頂
入失守。換邊後阿特蘭大攻勢愈來愈盛，先有伊利錫親
身操刀射入12碼，其後再有杜雲沙柏達單刀建功，以
3：0大勝一場升上第4位。AC米蘭失分後榜首優勢收

進攻中場，曾外流葡萄牙 2 季，2018 年由
貴州智誠回流港超後，先後効力過夢想FC、
和富大埔及標準流浪，但都未受重用。

入場門檻較低
女足外流機會高

7 月便32 歲的歐陽耀冲，上月底毅然放下
今年香港一切，飛到外地試腳，惟他一直未有透

露目的地，只表示「去過葡萄牙及內地落班，亦都
去過英國、荷蘭及日本跟操⋯⋯相信這一次亦都應
該是我人生最後一次足球生涯的挑戰。」當時已有
猜測他身在日本，23 日晚上終於獲他證實：「不
經不覺已經離開香港接近一個月，得到經理人團隊
同意後，現在跟各位再更新一下近況。相信不少朋 ●歐陽耀冲之前曾
友已得知我今次外闖的目的地，是我自小夢想前往 外流到葡萄牙。
網上圖片
成為職業足球員的國家——日本！」
「在去年中，有幸獲得日本足協登錄中介人的賞識並開始探討加盟 J
league球會的可能性。在中介人及其團隊的努力下，最終實現加盟日本
職業聯賽球會的夢想。在這一段緊張又期待的時間，我完全感受到日
本人對職業足球的認真及對職業足球員的尊重。今次能達成到日本踢
波的夢想，我非常感激團隊的付出和努力。」
「最近一星期，我每日都在經理人團隊安排的附屬球會進行操練。
雖然附屬球會只是半職業球會，但他們的訓練強度絕不遜於職業球
隊。隊中每位球員都有着職業球員的操守，各位都對足球充滿熱情，
全心全意投入訓練當中。在此特別感激他們每一位，在他們的協助
下，讓我在短時間內將狀態提升至最佳水平。在此祝願他們在足球事
業上有美好的將來，並希望有一天在球場上再相遇！」

歐陽耀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聯同活動
主要贊助機構香港賽馬會、協辦機構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YWCA）、贊助機構李寧、屈臣
氏集團、香港單輪車協會，以及支持機構保良
局雨川小學攜手發動「愛心送暖行動」。
由精英運動員發起的愛心送暖行動，今年已
踏入第 16 個年頭，承接過往活動的成功，今
年再度舉辦。由於疫情關係，以往的啟動儀式
及義工探訪均取消，但亦無阻各位義工盡顯愛
心。香港精英運動員聯同義工隊一連 3 天於保
良局雨川小學包裝愛心禮物包，並經由基督教
女青年會的各區中心派發給居住於西環、西灣
河、何文田、黃大仙、牛頭角、深水埗、青
衣、北區、沙田、將軍澳、天水圍、屯門共12
區約 2,500 戶獨居人士及低收入家庭，為他們
送上愛心與温暖。
此外，7 位香港現役及退役精英運動員，包
括李麗珊及黃德森夫婦、馬文心、傅家俊、張
小倫、石偉雄、呂麗瑤以及保良局雨川小學的
家長及學生更親筆撰寫了鼓勵和慰問的心意
卡。
今年在愛心送暖行動的活動中，參加的義工
亦實踐了「簡單．義」的計劃，主要是透過簡
樸生活，減少浪費。而簡樸生活是行公義的一
種方式，亦可解作「很簡單」，即實踐並不困
難，鼓勵行動。至於「義」的意思，即「公
義」，並有「義工」的意思。「簡單．義」的
推行主要有賴義務工作的推動，支援貧乏人士
的需要，並透過親身進入弱勢家庭，以環保概
念及手法作出扶貧行動，弱勢家庭包括低收入
家庭、新來港家庭、劏房戶或露宿者家庭、獨
居長者及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童家庭。

●香港空手道運動員馬文心（左一）、單車運
動員李燕燕（右二）、足球運動員梁金輝（左
二）及蘇嘉諾（右一）齊心協助包裝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