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鄒市明強勢現身世界冠軍前哨戰 

曹星如、吳國權及 

兩場拳王錦標賽  

「金光決戰 2」焦點賽事：  

帕奎奧 VS 阿爾吉里  

世界次中量級拳王爭霸戰 

 

11 月 23 日（星期日） 

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 

 

 
 

 （澳門，2014 年 9 月 23 日） --  中國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運動員，蠅量級前五

強的不敗拳手鄒市明，本地奪冠呼聲最高的兩位拳手 - 戰無不勝的超蠅量級五強選手曹星

如和不敗的超次中量級拳手「澳門小子」吳國權，將與世界冠軍瓦瑟利•洛馬琴科

（VASYL LOMACHENKO）和傑西•瓦爾加斯（JESSIE VARGAS）參與「金光決戰

2」。當日的焦點賽事是曼尼‧帕奎奧（MANNY "Pacman" PACQUIAO）對戰克里斯·

阿爾吉里（CRHIS ALGIERI）的世界次中量級冠軍賽。菲律賓超蠅量級選手馬克‧傑爾

拉多（MARK GERALDO）以及埃爾文‧安卡哈斯 JERWIN ANCAJAS）也將在此盛事

中出戰。由 Top Rank®及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攜手與 MP Promotions、Joe DeGuardia's 

Star Boxing、Banner Promotions、Foreman Boys Promotions 及 Tecate 推廣的帕奎奧

對阿爾吉里之世界次中量級爭霸戰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在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綜藝館舉行，並由 HBO Pay-Per-View®在美國負責製作及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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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來自中國和泰國的鄒市明和坤比七一頌猜（Kwanpichit Onesongchaigym）將進

行 12 回合的 WBO 蠅量級的世界冠軍淘汰賽，勝者將成為現任 WBO 蠅量級世界冠軍

Juan Estrada 的強制挑戰者。WBO 世界排行第五及擁有 WBO 亞太區超蠅量級拳擊冠軍，

來自香港的曹星如（14-0，9KOs）與來自澳門的吳國權（5-0，2KOs）將分別與對手進

行 8 回合和 4 回合的比賽，同是將力爭不敗紀錄。烏克蘭拳手洛馬琴科（Lomachenko）

將第一次捍衛他的 WBO 羽量級金腰帶，與來自泰國的頭號及強制挑戰者拳手沖叻丹•比

裡亞賓裕（Chonlatarn Piriyapinyo）進行較量。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瓦爾加斯

（Vargas）將保衛他 WBA 輕次中量級金腰帶，並迎戰來自墨西哥的前世界冠軍安東尼

奧·德馬科（Antonio DeMarco）。WBO 世界排名第四以及 IBF 世界排名第九，來自菲

律賓巴倫西亞市的拳手傑爾拉多（Geraldo 31-4-3, 14KOs），與來自菲律賓 Cavity 市的

安卡哈斯（Ancajas 21-1-1, 13KOs）將在超蠅量級比賽中分別與對手進行 12 和 8 個回

合的對決。    

 

名人堂推廣人 Bob Arum 表示：「我們非常榮幸能透過付費頻道直播這三場重要的國際拳

擊賽事。拳擊是一項國際性的運動，而這幾場賽事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這是我第一次挑戰 12 回合的賽事。這將是我拳擊的專業技能面臨最嚴峻的考驗。」鄒

市明表示，「泰國的拳擊賽最為人津津樂道。我已經觀看了對手的一些比賽錄影片，他出

招很勇猛，固然勢不可擋。我非常欣賞他的力量和技巧。這次比賽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我

成敗的關鍵。更重要的是，贏得 11 月 23 日的比賽將有機會爭奪世界冠軍寶座。我會全

力以赴，將這次比賽當作最佳的熱身賽。」  

 

「在第三次職業賽中奪得世界冠軍，我感到非常高興和振奮。」  洛馬琴科

（Lomachenko）說。「在對抗 Gary Russell 的世界冠軍賽中，我只是依計行事——以

柔制剛，讓他盡可能出拳，然後攻擊他的頭部。Gary Russell 的出拳非常快，而我必須從

容不迫的應對。我感覺當我擊中他幾次後，他就沒有力量了。這場比賽對我的國家來說是

一個巨大的勝利，我知道大家都非常享受這場比賽。」 



「我的對手安東尼奧•德馬科（Antonio DeMarco）在比賽中是一位非常頑強和強壯拳擊

手。」瓦爾加斯（Vargas）說，「我知道全世界的拳擊粉絲都熱切期待這場比賽。我們

的團隊能參與如此矚目的賽事，實是榮幸之至。我希望能把世界冠軍的金腰帶帶回拉斯維

加斯。」 

 

「再次奪得世界拳王金腰帶並把它帶回墨西哥是我繼續比賽的主要原因，這次對戰瓦爾加

斯的冠軍挑戰賽是達成此願望的最佳機會。」德馬科（DeMarco）說，「相信弗雷迪·羅

奇（Freddie Roach）教練已經為我能贏得比賽做好了充分的訓練，由於我們獨特的打法，

我相信這場對瓦爾加斯（Vargas）的比賽將會贏得眾多粉絲的喜愛。」 

 

來自中國貴州的拳擊手鄒市明(5-0, 1 KO)由名人堂教練弗雷迪·羅奇（Freddie Roach）

執教，自上次那令人難忘的職業拳賽勝利後再回歸拳擊場——與十強拳手路易士·德拉羅

薩（Luis De La Rosa）進行了 10 回合比賽並獲得了一致判決勝利，贏得了空缺的 WBO

國際蠅量級金腰帶 。7 月 19 日在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鄒市明對路易士·德拉羅薩（Luis De 

La Rosa）的比賽，是鄒市明第一次進行的十回合賽事，這個比賽給全世界傳遞了一個訊

息，那就是鄒市明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冠軍寶座的競爭者。鄒市明目前的世界排名分別為：

WBA 世界排名第四，WBO 世界排名第五和 WBC 世界排名第六。在 2013 年 4 月 6 日的

黃金拳賽中，鄒市明對戰伊里薩·巴倫祖拉（Eleazar Valenzuela），在四回合比賽中均以

絕對性的優勢獲得一致性判決，從而贏得了他的首場職業比賽。他繼續發揚了戰無不勝的

精神，分別於去年 7 月 27 日在黃金拳賽 II 以及 11 月 24 日的金光決戰中迎戰了赫蘇斯·

奧爾特加（Jesus Ortega）和胡安·托斯卡諾（Juan Toscano），均以六回合一致性判決

贏得了比賽。2014 年 2 月 22 日的「皇金爭霸戰」比賽中，在第七回合戰勝了尤科崧

（Yokthong Kokietgym）。他所有的職業比賽均在金光綜藝館舉行。作為中國最優秀的

奧林匹克運動員之一，鄒市明是全球最優秀的輕蠅量級業餘拳手，他分別於 2005 年，

2007 年和 2011 年獲得三屆世界業餘競標賽冠軍，還獲得 2008 年和 2012 年夏季奧林匹

克運動會金牌。在 2004 年的奧林匹克比賽中還獲得了銅牌。他的勝利使得中國首次登上

奧林匹克拳擊賽獎牌榜，並首次獲得世界業餘競標賽和奧林匹克拳擊賽金牌。 

 

https://twitter.com/FreddieRoach
https://twitter.com/FreddieRoach


前兩度奧運會冠軍烏克蘭新秀洛馬琴科（Lomachenko 2-1, 1 KO)，是他所在時期最優

秀的業餘拳擊運動員，在 6 月 21 日的一場羽量級拳王爭霸戰中，以有爭議的比數擊敗了

美國新秀 Gary Russell Jr，贏得了空缺的 WBO 羽量級金腰帶。第三場比賽已成為了世界

拳王，追平了泰國拳手 Saensak Muangsurin 的紀錄。Muangsurin 在 1975 年的輕次中

量級比賽中，同樣在第三場職業比賽就獲得了金腰帶。前美國奧運會選手 Gary Russell

被洛馬琴科的閃電攻擊徹底擊敗，整個比賽中被圍著打。從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時，洛馬琴

科（Lomachenko）就讓大家知道，他已經為各級比賽做好了最佳的準備。2013 年，在

他的首場職業 10 回合賽中，在第 4 回合就擊倒了 WBO 排名第七的羽量級選手 Jose Luis 

Ramirez (24-2-2, 15 KOs)。去年三月，在他的第二次職業賽中，他挑戰了 WBO 羽量級

冠軍 Orlando Salido，但由於超重，經一輪激烈判決後，最終無緣奪冠。洛馬琴科

（Lomachenko）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及 2012 年倫敦奧運會中分別贏得羽量級輕量級

金牌。  

比裡亞賓裕（Piriyapinyo 51-1, 33 KOs)在 2003 年開始他的職業賽，並在次年的第

五個職業賽中獲得了亞洲羽量級金腰帶。他唯一的遺憾是在 2012 年對戰傳奇拳手 WBA

羽量級衛冕冠軍 Chris John 時失去了金腰帶。其後他第二次獲得了世界賽冠軍頭銜，並

連續於兩年內連勝八回合，當中六場以擊倒對手勝出。 

 

來自內達華州拉斯維加斯的瓦爾加斯（Vargas 25-0,9 KOs）將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第一次

在美國本土之外進行比賽。4 月 12 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帕奎奧對布拉德利 2

（Pacquiao vs. Bradley 2）WBO 次中量級頭銜複賽中，瓦爾加斯對戰不敗的衛冕冠軍

Khabib Allakhverdiev，他獲得了一致性判決勝利，並奪得 WBA 輕次中量級金腰帶。這

是一個非常驚險和有競爭力的比賽，他在競標賽回合中咬緊牙關一步步把比賽推向勝利並

贏得金腰帶，足以證明瓦爾加斯（Vargas）的勇氣和毅力。他的戰績令人印象深刻，包

括戰勝了前世界冠軍 Steive Forbes 和 Vivian Harris，頂尖選手 Josesito Lopez、「幸運

小子」Omotoso、Ray Narh 以及 Lanardo Tyner。在 8 月 2 日的最後一場比賽中，瓦爾

加斯（Vargas）對戰不敗挑戰者 Anton Novikov，並以一致性判決，成功守衛住了他的金

腰帶。 

 



來自墨西哥的德馬科（DeMarco 31-3-1, 23KOs），在他的第二次比賽中就獲得了 WBC

輕量級冠軍頭銜，並在 2011 年對戰頂級拳手 Jorge Linares 的第 11 回合暫停時贏得了空

缺的冠軍頭銜。德馬科（DeMarco）一年內對戰了 Miguel Roman 和 John Molina——兩

次都是擊倒獲勝，並成功守住了他的金腰帶。隨著體重的增加，他贏得了三連勝，而其中

兩次是以擊倒獲勝。在 8 月 23 日的最後一戰中，德馬科（DeMarco）對戰 Landro Tyner，

他贏得了 10 回合一致判決。 

 

來自泰國的一頌差（Onesongchaigym 27-0-2,12KOs），於 2010 年開始了他的職業賽

生涯，次年對戰 Fredirex Rodriguez 的比賽中，在第 7 回合就擊倒對手，以此獲得 WBO

東方超蠅量級比賽的金腰帶。在成功的守住一次金腰帶以後，他繼而挑戰下一級組別，並

於 2012 年獲得了 WBO 東方蠅量級比賽的金腰帶，並在過去的兩年裡一直捍衛著金腰帶。

他最近的十次勝利中，六次都是通過擊倒對方而獲勝，其中，在 6 月 6 日的最後一次比

賽 中 ， 他在 第 七回合 中 以 技 術 性 擊倒 對 手 Oscar Raknafa 。 目前 ， 一頌 差

（Onesongchaigym）是 WBO 世界排名的第三。 

********************** 

 

擁有十年最佳拳手（Fighter of the Decade）頭銜、菲律賓知名國會議員、拳擊界唯一一

位曾奪得共八個不同級別的世界拳王金腰帶的拳王曼尼‧帕奎奧（MANNY “Pacman” 

PACQUIAO 56-4-3）迎戰來自紐約的不敗 WBO 輕次中量級冠軍克里斯·阿爾吉里

（CHRIS ALGIERI 20-0），全力捍衛其 WBO 次中量級冠軍頭銜。克里斯·阿爾吉里

（CHRIS ALGIERI）是一位擁有醫療管理學士學位及臨床營養學碩士學位的拳手。這場

比賽將作為四場付費電視中最重要的一場。  

 

有關最新之賽事回合資訊，請瀏覽 www.toprank.com 或  www.hbo.com/boxing，

Facebook 專 頁 facebook.com/trboxing 、 facebook.com/trboxeo 或 

facebook.com/hboboxing，以及關注  Twitter twitter.com/trboxing、 twitter.com/trboxeo 

或 twitter.com/hboboxing。輸入主題標籤 # PacAlgieri 加入 Twitter 有關對話。 

 

http://www.toprank.com/fighters/manny-pacquiao
https://twitter.com/ChrisAlgi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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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決戰 2」門票現正透過各大金光票務™售票處*公開發售。此匯聚多項回合的賽事

將於 2014 年 11 月 23 日早上 8 時於金光綜藝館展開。票價分別為港幣/澳門幣 24,080 元

（鑽石區﹞、20,080 元﹝白金區﹞、12,880 元﹝紅寶石區﹞、9,880 元﹝金 區﹞、 

6,480 元﹝銀區﹞、3,880（A 區）、1,880（B 區）及 880（C 區）。觀眾可另加港幣 / 

澳門幣 88 元購買包括金光飛航往返港澳雙程船票的套票。門票可透過網頁

www.cotaiticketing.com、致電 +853 2882 8818（澳門）/ +852 6333 6660（香港）/ 

4001 206 618（中國）/ +63 2 395 3370（菲律賓）/ +1 855 234 4410（美國）、香港快

達票（將額外收取每張門票的顧客服務費）網頁 www.HKTicketing.com 或致電 +852 

3128 8288，以及透過澳門廣星傳訊網頁 www.macauticket.com、致電 +853 2855 5555，

或 親 臨 澳 門 廣 星 傳 訊 門 市 （ 門 市 據 點 資 料 請 瀏 覽

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訂購。 

 

欲 知 更 多 有 關 訊 息 ， 請 登 錄 www.venetianmacao.com/macau-

entertainment/clash-in-cotai-ii.html。 

 

註：賽事回合及時間可能會被更改 

 

 
#          #          #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旗下度假村的娛樂設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擁有一個清晰願景，將澳門打造成亞洲頂級娛樂目的地。 

 

設有15,000個座位的金光綜藝館是亞洲區內唯一一個根據售票情況被演唱會行業雜誌Pollstar評選為全球首

100個最佳活動舉行場地之一。這個南華地區最頂尖的娛樂目的地專門舉辦全球及地區性最盛大的音樂、體

育和頒獎典禮活動。名人巨星亦經常揀選此地作為其亞洲巡迴表演的首站。 

 

設有 1,800 個座位的多功能威尼斯人劇場為大中華區內最豪華的娛樂表演場地之一。設有身穿禮服的劇場

接待員、香檳服務、特色餐飲，以及其他獨一無二的頂級設施，威尼斯人劇場提供親切、奢華及專屬的場

地體驗。威尼斯人劇場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致力為澳門呈獻最頂尖的中式及國際娛樂表演，帶給觀眾

不一樣的豪華劇場體驗。 

 

                                            
*
 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及酒店正門大堂售票處、澳門四季酒店–百利宮™售票處、澳門金沙

®
一樓售票處、金

沙城中心–喜來登酒店正門及假日酒店正門售票處  

http://www.cotaiticketing.com/
http://www.hkticketing.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http://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http://www.venetianmacao.com/macau-entertainment/clash-in-cotai-ii.html
http://www.venetianmacao.com/macau-entertainment/clash-in-cotai-ii.html


設有 650 個座位的金沙劇場定期舉行國際著名歌手、表演家或藝人的高水準演出。無論是傳統中國舞蹈員

或是現代化的表演、歌唱團或是當代樂隊，金沙劇場提供包羅萬有的中西式娛樂節目選擇。 

 

擁有無可匹敵的多元化娛樂項目選擇，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正為澳門迎來一個娛樂新世代。 

 

如欲查閱最新的娛樂表演及活動日程，請瀏覽網頁 www.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hk.html。 

 
關於澳門威尼斯人

®
 

於 2007 年開幕的澳門威尼斯人
®
是澳門首間大型綜合度假村，以意大利威尼斯水鄉風貌為建築藍本。澳門

威尼斯人設有 3,000 間豪華套房、120 萬平方呎 (11 萬 1,000 平方米) 的會議展覽設施和擁有 15,000 個座

位的金光綜藝館，適合舉辦各類世界性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澳門威尼斯人亦設有 1,800 個座位的豪華威

尼斯人劇場，以舉辦最頂尖的國際及中式娛樂節目，還有超過 30 家著名餐廳食府、泰福馬瀧日間醫院及水

療、樂趣無窮的室內遊樂場歷險 Q 立方，以及威尼斯人購物中心內的 300 多間商鋪。室外另設有多個泳池、

池畔休閒小屋和一個小型哥爾夫球場。 

 

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訊，請瀏覽網頁 www.venetianmacao.com/index-hk.html。 

 
關於金光大道度假區 – 澳門的綜合度假城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是澳門最大規模的綜合度假村發展商、業權人及營運商。名為金光大道度假區的龐大綜

合度假城項目坐落於相連著氹仔與路環的填海地帶，於路氹中心點提供一站式、包羅萬有的精彩體驗。金

光大道度假區已把路氹發展成為一個綜合度假城，是一個國際旅客首選的商務及娛樂休閒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區全天候提供多姿多采的旅遊項目選擇，為旅客提供約 9,000 間豪華及價格適中的酒店客房

及套房等住宿選擇。金光大道度假區亦同時提供國際巨星現場表演節目、超過 600 間國際品牌的豪華免稅

購物商店、總面積達 130 萬平方呎 (12 萬平方米) 的會議展覽場地，以供舉行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會議展覽。

此外，刺激的博彩娛樂、海陸空的交通運輸配套，以及包括國際佳餚餐廳、酒吧及酒廊的超過 100 個餐飲

選擇皆匯聚於此。金光大道度假區已成為旅客不容錯過的目的地，並為大家帶來難忘的體驗及無可媲美的

娛樂享受。 

 

金光大道度假區由澳門威尼斯人
®
、設有澳門四季酒店的澳門百利宮™，以及設有全球最大的康萊德酒店、

喜來登酒店及假日酒店的金沙城中心所組成，是一切皆盡在咫尺的亞洲終極旅遊目的地。 

 

金光大道度假區....澳門由此起。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訊，請瀏覽網頁 www.cotaistrip.com/index-hk.html。  

 

 

傳媒查詢： 

 

TOP RANK 

Lee Samuels:  702-378-1083 / Lee@toprank.com 

Ricardo Jimenez:  909-615 -3436 / Ricardoej@aol.com  

Fred Sternburg/Pacquiao:  303-548-0707 / TooFred@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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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BOXING 

http://www.venetianmacao.com/entertainment-hk.html
http://www.venetianmacao.com/index-hk.html
http://www.cotaistrip.com/index-hk.html
mailto:Lee@toprank.com
mailto:Ricardoej@aol.com
mailto:TooFred@aol.com
mailto:Keenan@emcevents.com


Dottie Raven:   718-823-2000 / pr@starboxing.com  

Bernie Bahrmasel: 773-592-2986 / berniebahrmasel@yahoo.com 

 

BANNER PROMOTIONS 

Marc Abrams: 856-287-7611 / marc@banner-promotions.com  

 

HBO PAY-PER-VIEW 

Patrick Byrne:  212-512-1361 / Patrick.Byrne@hbo.com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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