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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度挫败红魔重整旗鼓?

Sponsored by :

-车路士 对 热刺

文 孟波











伦敦打比。排第4车路士近期
走势持续低迷，刚战联赛在争
议声中净吞曼联两蛋，近5战
只尝一胜，并且只是在英足杯
淘汰弱旅；加上正箭头受伤患
困扰及后顾欧联主场大战拜仁
慕尼黑，今场不值热捧。慕尼黑，今场不值热捧。



热刺近期表现亦一般，但斗
志坚强兼运气之助，联赛接
连打败曼城及阿士东维拉，
升至第5；今场在前锋荒下，
必先采取守势，反有利锋将
打反击，受让可取。



对赛

两队近4次联赛交手，
胜负各2。

两队近2次联赛交手，
全开「总入球」2球。



文孟波

屈福特今季状态飘忽不定,导致

他们在降级区排徊现时排第19

但是英超尾6“豪门”分数紧张,

排位随时洗牌。



文孟波

圣诞节前曾经勇破曼联但是

近态麻麻地的屈福特希望可

以再度挫败红魔重整旗鼓。



文孟波

适逢破屈福特球会记录签下的 

Ismaila Sarr 复出主攻右路、

配合Gerard Deulofeu 攻左路、

Troy Deeney 出击中路,屈福特

就是要靠这方程式脱离降级区

了,是旦少了他们一个,屈福特

就像折了翼的黄蜂,飞不起来。就像折了翼的黄蜂,飞不起来。

***曼联 vs 屈福特 22:00, 23/02



A车仔与热刺前4之战,也

是为了一席欧冠联的资

格之战。

文孟波



两队同病相怜,队中的首席

王牌都受伤免战,热刺的 

Harry Kane,孙兴民;车仔

的 Tammy Abraham 通通都

在养伤。

文孟波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球队板凳的

厚度了,车仔尚有被人遗忘的高

薪老将 Oliver Giroud；热刺

方面,莫帅似乎还未找到信得过

的人选.老谋深算的他,可不可

以再次点石成金,释放出他旗

下球员的小宇宙呢？下球员的小宇宙呢？

*** 车仔 vs 热刺 20:30, 22/02

文孟波



利记近2场表现可说是远

不到家,马马虎虎是是旦

旦踢一轮。

文孟波



孟波看来,他们觉得已经锁定了英

超冠军宝座,利记众将们的心思已

经飞去了想要创造一个前无古人,

后者难追,一个超级强队的英超记

录,这无疑变成了他们非一般的压

力。

文孟波



文孟波

主帅高普如何降压与引领他们

心裡素质是关键.若果利物浦

还未解决内忧这个问题,那由

“足球天才”莫耶斯领军的西

咸就可以乘虚而入,给利记来

一个当头棒喝！

*** 利物浦 vs 西咸 04:00, 25/02*** 利物浦 vs 西咸 04:00, 25/02



文孟波

今晚推介：

22/2/2020 2230 

雲達不來梅 對 多蒙特

孟波心水推介— 

雲達不萊梅 大(3.5)



文孟波

祝各位大俠2020年

盆滿缽滿,滿載而歸!



文孟波

2019/20 战绩：
10.8.19 西咸 0:5 曼城

孟波心水推介：西咸 +2 (输）

17.8.19 阿仙奴 2:1 般尼

孟波心水推介 : 阿仙奴 -1.50 （输）

24.8.19 热刺 0:1 纽卡素

孟波心水推介：热刺 -1.5 (输）孟波心水推介：热刺 -1.5 (输）

1/9/19 AC米兰 1:0 布雷西亚

孟波心水推介：AC米兰 -1 (和）

8/9/19 法国 4:1 阿尔巴尼亚

心水推介：阿尔巴尼亚 ＋2.5 (输）

15/9 21:00 般尼茅夫 3:1 爱华顿

心水推介— 爱华顿 -0.25(输）

22.9.19 车路士 1:2 利物浦  22.9.19 车路士 1:2 利物浦  

孟波心水推介 : 大(2.75) (赢）

28.9.19 車路士 2:0 白禮頓



2019/20 战绩：

28.9.19 车路士 2:0 白礼顿

孟波心水推介：车路士 -1 （赢）

6.10.19 西咸 1:2 水晶宫

孟波心水推介— 西咸 -0.5 (输）

13/10 意大利 2:0 希腊 

孟波心水推介—意大利 -1.75 （赢）孟波心水推介—意大利 -1.75 （赢）

20/10  多蒙特 1:0 慕孙加柏  

心水推介— 大 3.25 (输）

26/10 莱切 1:1 祖云达斯

心水推介— 祖云达斯 -1.25 (输）

2/11/19 利华古逊 1:2 慕逊加柏

心水推介—  利华古逊  -0.50 (输）

9/11/19 拜仁慕尼黑 4:0 多蒙特9/11/19 拜仁慕尼黑 4:0 多蒙特

心水推介— 拜仁慕尼黑 -1 (赢）

文孟波



文孟波

17/11/19 阿塞拜疆 0:2 威爾斯

心水推介— 威爾斯 -1 （贏）

23/11/19 水晶宮 1:2 利物浦

心水推介— 利物浦 -1 (和）

2/12/2019 馬德里競技 0:1 巴塞羅那

心水推介— 巴塞羅那 +0 （贏）

9/12/2019 慕遜加柏 2:1 拜仁慕尼黑9/12/2019 慕遜加柏 2:1 拜仁慕尼黑

心水推介— 拜仁慕尼黑 -1 (輸）

15/12/19 狼隊 1:2 熱刺

心水推介— 熱刺 -0.25 （赢）

21/12/19 西布朗 1:1 賓福特

心水推介— 西布朗 -0.25 (輸）

29/12/2019 諾域治 2:2 熱刺

心水推介：諾域治 大(3) （贏）心水推介：諾域治 大(3) （贏）

7/1/2020 拿坡里 1:3 國際米蘭

孟波心水推介— 國際米蘭 +0（贏）

12/1/2020 拉素 1:0 拿波里

孟波心水推介— 拉素 -0.50 （贏）

19/1/2020  牛加水 1:0 车仔

孟波心水推介—  牛加水 +1 (贏）

2019/20 战绩：



文孟波

 2019/20 战绩：

2/2/2020  曼聯 0:0 狼隊

孟波心水推介— 

曼聯 上半場大/小 大(1) （输）

8/2/2020 國際米蘭 4:2 AC 米蘭

孟波心水推介— 

國際米蘭 -0.50 （贏）國際米蘭 -0.50 （贏）

15/2/2020 贺芬咸 2:3 禾夫斯堡

孟波心水推介—贺芬咸 (0) (输）

祝大家好運，切記小賭怡情。



纽卡素上仗下半场大失水准，
终作客0比4受挫阿仙奴；但球
队早前作客曾打和狼队及爱华
顿，近况较对手好，今场有力
抢分而回，受让必取客胜。







炒作就像动物世界的

森林法则



专门攻击弱者

这种做法往往

能够百发百中







慕逊加柏上轮联赛「抖够」作客

大胜杜塞尔多夫4比1，火力十

足，继续保持联赛「4哥」位置。

贺芬咸录得各项赛事3连败，

包括上仗主场两度追和禾夫斯

堡，但最后仍以2比3落败，仍

排中上游。排中上游。



慕逊加柏近况胜一筹，但贺芬咸

今季在客场的胜率还稍高于主场，

所以不宜轻视；反而可信对赛，

敲「入球」大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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