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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光荣和骄傲的名字，闪耀着辉煌历史与传
统的光辉！一个用金字在红白色的背景上写就
的名字：奥林匹亚科斯！希腊足球界的传奇之
队，一家与接续不断的成功和夺冠联系在一起
的俱乐部，以顶级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走进
了新的时代，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足球界传
播自己的名字和形象！

在接下来几页中，将展示这家希腊俱乐部最新
的动态及其历史，这无论对希腊还是外国来说
都是非常珍贵的！人们常说的“一半希腊人都
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这句俗话已经不足以
描述当前的情况，因为传奇之队的支持者队伍
一直在增长之中。奥林匹亚科斯队的忠实粉丝
如今已经超过希腊人口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
增加中！

在这个充满困苦、不确定和焦虑的世界，当其
他球队甚至连走都感到困难的时候，奥林匹亚
科斯却在其主席 Evangelos Marinakis先生的领
导下大步跨越发展。进步，资金稳定，社会责
任感以及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些

这些就是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关
注，它们每天都都使得必要的措施在这一方向
上得以落实。

在各级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有着长期
的愿景。它通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欧洲足坛
以及海外获得认同（请您注意今年奥林匹亚科
斯的国际冠军杯之旅）是传奇之队不断前进的
主要原因！奥林匹亚科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
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我们俱乐部！

奥林匹亚科斯的新纪元的到来事先并没有预
兆，然而它已经发生了！冠军头衔、荣耀、奖
杯、欢乐时刻与真挚的情感构成了勒皮雷的
奥林匹亚科斯的生动面孔。这一切都有其意
义，包括俱乐部的社会活动、我们对同胞的帮
助以及我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二年的密切
合作。奥林匹亚科斯是一家庞大的组织，日日
夜夜为了希腊足球和体育的整体进步而努力工
作。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传奇之队是一个真
正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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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科斯：
生而为赢的冠军！

传奇!



         比雷埃夫斯市位于阿提卡地区，拥有希腊以
及地中海东南部最大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
比雷埃夫斯州首府位于比雷埃夫斯，辖区面积为
10.9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7万。

         今天的比雷埃夫斯是希腊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和最大的贸易中心，拥有希腊最大的海港（依据
客船服务规模），用渡船将希腊首都和众多岛屿
以及欧洲其他港口连接起来。

          比雷埃夫斯港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受磨难，许
多优秀的建筑在公元前86年被焚毁，其时正直罗
马人占领该地区。不过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后期，
比雷埃夫斯在财政和商业上才稍有复兴，但在公
元前三世纪至四世纪时，由于哥特人的突袭，苦
难又回到比雷埃夫斯。而在拜占庭时期，比雷埃
夫斯的发展也极为有限，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统
治时期，比雷埃夫斯完全沉沦了。

          威尼斯人移走了比雷埃夫斯的许多史前
古物。比雷埃夫斯狮子如今只能在威尼斯被发现
的，而最初的时候该古狮子是在一处古墓中被首
次发现，比雷埃夫斯港就是以这个狮子的名字命
名的。1827年，比雷埃夫斯被从土耳其的占领下
解放出来，并从这一时期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港口工业开始发展。

比雷埃夫斯
“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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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比雷埃夫斯是
希腊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最大的
贸易中心，拥有希腊最大的海港
（依据客船服务规模），用渡船
将希腊首都和众多岛屿以及欧洲
其他港口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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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1922年被暴力驱逐出
自己的故土，他们在比雷埃夫斯找到了属于他们
自己的港湾。他们迁入比雷埃夫斯，而当地人则
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随后，这些希腊人便融入
了比雷埃夫斯人，他们努力推动港口的发展，成
就了今天的比雷埃夫斯。

           正如我们俱乐部主席曾多次指出的那样，奥
林匹亚科斯和比雷埃夫斯、船运以及比雷埃夫斯
朴素的人们血脉相连，他们的理想折射在带桂冠
的少年身上！如今，我们有了更多并且十分重要
的理由来说奥林匹亚科斯与比雷埃夫斯的合二为
一：奥林匹亚科斯主席Evangelos Marinakis先
生，在这座传奇城市最近的地方政府选举之后获
得了最高的选票，成功当选比雷埃夫斯市政委员
会成员；而我们俱乐部的副主席Giannis Moralis
先生则当选比雷埃夫斯市市长！奥林匹亚科斯的
骄傲的诞生地如今将由那些知道热爱比雷埃夫斯
意味着什么的人来掌舵，他们也是如此地热爱奥
林匹亚科斯！

            诚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比雷埃夫斯是奥
林匹亚科斯的出生地，然而诞生在这座伟大港口
的奥林匹亚科斯如今获得了全希腊人民的爱戴。



2010年6月，Evangelos Marinakis先生开始
增持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在与奥
林匹亚科斯当时担任的主席Socratis Kokka-
l is先生达成协议后，遂以67%的份额成为最大
股东。在Marinakis先生主持奥林匹亚科斯期
间，我们俱乐部赢得了2010/2011、 2011/12
、 2012/13和2013/2014赛季的联赛杯，同时
还荣获了2011/12和2012/13赛季的希腊杯冠
军。Marinakis先生同时自2010年8月起，担任
了一年的希腊超级联赛主席以及希腊足球协会副
主席。2014年5月，Marinakis先生以超过50%
的票数获选比雷埃夫斯市政会议第一委员，属
Yannis Moralis先生的“比雷埃夫斯必赢！”运
动的独立选票。

在商贸领域，Marinakis先生自2007年3月起便
担任国际航运公司Capital Product Partners 
L.P.的董事长，该公司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纳
斯达克代码：CPLP）。他在Capital Maritime 
& Trading Corp.公司合并之后，便一直担任该
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他还涉足其他的家
族运营企业，并且在能源、航运与不动产行业做
了大量投资。Marinakis先生曾在伦敦学习并获
得了“国际商务管理”专业学士学位以及“国际
关系”硕士学位、

或者通过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或者以私
人名义实施，Marinakis先生做了大量的社会工
作。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
乐部于2013年10月宣布自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的合作项目，将努力为全世界5
万名儿童注射疫苗提供资助。在这一事项上，
奥林匹亚科斯已经承诺募集200万欧元，奥林匹
亚科斯的球衣上也将印上UNICEF的图标。他同
时还为以下项目提供经济援助：位于克里特岛
上的卡赞扎基斯博物馆的运作；通过非政府组
织“Greece Debt Free”从公众手中回购希腊
国家公债；资助联合国组织的巴基斯坦与海地
发展项目；日本大海啸之后的重建；环保组织“
大角星”（Arcturos）；“圣索菲亚”儿童医
院；利马索尔总医院的儿科诊所项目；儿童慈善
基金“Together for Children”、“Elpida”
、“Argo”和“Hatzikyriakos基金会”；每日
在比雷埃夫斯和尼基亚免费发放餐食，如此等
等。在此之外，他还承担了因为最近发生在凯法
利尼亚的强烈地震而被毁的利克苏里翁与阿尔戈
斯托利学校的重建费用。

奥林匹亚科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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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刻是非常罕见的，某些独特的个体因为被
生命中极度的热忱所激发，让他们寻求表达激情的
方式，并塑造它，给予它生命！那是1925年3月10
日，在莫利亚小酒馆，这样罕见的历史时刻出现
了。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卡拉奥利∙迪米特里乌大
街。正是在88年前的那一天，希腊最大的体育俱
乐部，奥林匹亚科斯的基石奠定了！

         这个小酒馆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划时代的。其
时比雷埃夫斯是一个繁忙的小镇，充满着梦想，尽
管受到过严重的创伤；当时，小镇里思想开明的社
团有着最卓越的领导人，他们包容了来自克里特、
马尼的经济移民，还有来自小亚细亚的难民，并从
这些移民中培养出最强大的、战后恢复力最强的、
在希腊社会中从未有过的富有激情的群体！那天，
在莫利亚小酒馆所发生的一切，只有在比雷埃夫斯
才有可能发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拥有
如此肥沃的土壤，能让如此新颖的思想开花结果！

           当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走出来
的时候，“和解”成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尤其是
希腊， 和解的讯息来得太及时了，因为希腊人把
他们社会自身的相互协调摆在了第一位！在全国思
想达成统一之前，   比雷埃夫斯和奥林匹亚科斯是
全国思想潮流的先锋！于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理念
一夜之间传遍希腊，点燃了希腊人民心中的希望，
团结和荣誉的思想让奥林匹亚科斯赢得了百万追随
者！

           奥林匹亚科斯创始人名单如下：瓦西里∙  安
德烈诺普罗斯、雅尼斯∙安德烈诺普罗斯、乔治∙安
德烈诺普罗斯、蒂诺斯∙安德烈诺普罗斯、迪米特
里∙安德罗尼科斯、迪米特里∙阿芙蒂斯、尼科斯∙卡
卢蒂斯、诺蒂斯∙坎佩洛斯、科斯塔斯∙克莱杜哈吉
斯、奥松∙科基诺斯、特里安塔菲洛斯∙克莱莫斯、
帕纳约蒂斯∙ 科斯塔拉斯、帕纳约蒂斯∙拉乌米基
斯、安德烈∙卢卡基斯、斯比洛斯∙ 卢卡基斯、雅尼
斯∙卢卡基斯、索多洛斯∙奥日罗夫、佛蒂斯∙普罗托
普萨尔蒂斯、雅尼斯∙斯密格达拉斯、尼科斯∙斯密
格达拉斯、伊里斯托斯∙祖迈尔基奥蒂斯、弗拉西
达斯∙特鲁普斯吉雅蒂斯、斯比洛斯∙普萨里达斯

           米哈里斯∙马努斯科斯是奥林匹亚科斯第一任
主席，诺蒂斯∙坎佩洛斯则是第一任副主席。
            当诺蒂斯∙坎佩洛斯提议把俱乐部命名为“
奥林匹亚科斯”，所有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当法律
顾问雅尼斯∙安德烈诺普罗斯提议把红白两色作为
球队的标志颜色，也受到一致认同。同样，桂冠少
年也被定为球队的徽标，并且从那天起，这个徽标
便与胜利、光荣和历史融为一体！

一个传奇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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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奥林匹亚科斯是希腊拥有最多奖项的俱
乐部，摇摇领先与竞争对手。我们达到了事业的
顶峰，并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不管是在希腊冠
军赛还是在希腊杯赛中。

奥林匹亚科斯已
经获得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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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的是我们足球队所获得的所有荣誉，这
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能阐释为什么奥林匹亚
科斯被称为“传奇”。

希腊冠军赛 (41)
1931, 1933, 1934, 1936, 1937, 1938, 1947, 1948, 
1951,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6, 
1967, 1973, 1974, 1975, 1980, 1981, 1982, 1983, 
1987,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2, 2013, 2014

希腊杯 (26)
1947, 1951, 1952, 1953, 1954,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3, 1965, 1968, 1971, 1973, 1975, 
1981, 1990, 1992, 1999, 2005, 2006, 2008, 2009, 
2012, 2013

双冠 (16)
1947, 1951, 1954, 1957, 1958, 1959, 1973, 1975, 
1981, 1999, 2005, 2006, 2008, 2009, 2012, 2013

希腊超级杯 (4)
1980, 1987, 1992, 2007

巴尔干杯 (1)
1963

我们奥林匹亚科斯是希腊拥
有最多奖项的俱乐部，摇摇
领先与竞争对手。



我们的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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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第五颗
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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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属于奥林匹亚科斯大家庭，那么他
总会找到高兴、自豪和微笑的理由。切实如
此：上一个赛季确实十分的特别。一项惊人的
成就为球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林匹亚科斯
夺得了2012-2013年联赛的冠军，在它荣耀的
红白球衣添上了第四颗星！

对于那些书写历史的人而言，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继续书写历史！我们的夺冠记录已经由
40次改写为41次。我们继续以一个个坚实的脚
印，朝着第42座冠军奖杯前进。在通往我们的
第五次夺冠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障碍无算。然
而作为希腊最大俱乐部的奥林匹亚科斯的成长
步伐是不会停下来的！

通过精心策划和审慎选择，希腊体育界的传奇之
队日益壮大！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因为我们的
目标是使奥林匹亚科斯队能够绝对自立、没有麻
烦，并且根基牢固，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它还要
成长为一支在全欧洲范围内成功的冠军之队。

所有这些的发生都得益于这个俱乐部的伟大，这
比任何其他原因都要重要。正如之前已经说过的
那样，我们的奥林匹亚科斯走上了通往第五颗星
的道路上。这条路将充满崎岖和坎坷，因为每个
人都希望挑战冠军！然而传奇之队是不会被击倒
的！我们的伟大目标是要延续我们捧杯的时间，
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直至我们捧得第五十座
冠军奖杯！

对于那些书写历史的人而言，目标只
有一个：那就是继续书写历史！我们
的夺冠记录已经由40次改写为41次。
我们继续以一个个坚实的脚印，朝着
第42座冠军奖杯前进。



            1981年2月8日，这一天作为最黑暗的一页
被载入了奥林匹亚科斯和希腊体育运动的历史。7
号门惨剧发生的这一天长久地给人们留下了特殊
的感受……

          那是争夺希腊冠军赛的第20个比赛日，奥林
匹亚科斯主场迎战阿埃克队。阿埃克队仅差两分
便能在积分榜上领先于奥林匹亚科斯。最后，奥
林匹亚科斯以6：0的绝对优势（最起码可以这么
说）赢得了比赛。嘎拉科斯的帽子戏法，加上库
苏拉基斯、奥尔凡诺斯和瓦姆瓦库拉斯，他们每
个人都引发了现场球迷们对“红白队”的疯狂欢
呼，这些球迷们拥挤在看台的过道上寸步不离！

          比赛刚刚结束，在裁判哨声响起时，人群从
看台上，也就是7号门涌出，他们往1号门主看台
涌去，要去为他们的明星们喝彩。而大家却不知
道，门是关起来的，…或者根据当事者的说法，门
没有完全打开，人们无法通过。整个事件的起因
就是有人摔倒了，…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而球迷
们还在不断地往门口挤，因为后面来的观众并不
知道前面发生的情况。
          结果是，21名观众被踩踏死亡，有的当场
死亡，有的则是在随后几天中因伤死亡。这在希
腊运动史上是无法言喻和史无前例的。那一天逝
去的生命将不会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帕纳约蒂
斯∙图马尼蒂斯（14岁）、科斯塔斯∙斯科拉乌尼斯
（16岁）、伊利亚斯∙帕纳古利斯（17岁）、叶拉
西莫斯∙ 阿米奇斯（阿埃克队球迷，18岁）、雅尼
∙卡内罗普洛斯（18岁）、斯比洛斯∙莱昂尼达基斯
（18岁）、雅尼∙斯皮里奥普洛斯（19岁）、尼克
斯∙菲洛斯（19岁）、雅尼∙迪亚里诺斯（20岁）、
瓦西里∙马哈斯（20岁）、艾芙斯特拉蒂奥斯∙卢珀
斯（20岁）、米哈利斯∙科斯托普洛斯（21岁）、
佐格拉菲亚∙哈伊拉迪杜（23岁）、斯比洛斯∙安德
里奥蒂斯（24岁）、科斯塔斯∙卡拉尼可拉斯（26
岁）、米哈利斯∙马尔库（27岁）、科斯塔斯∙比拉
斯（28岁）、安那斯塔西奥斯∙皮措里斯（30岁）
、安东尼斯∙库鲁帕基斯（34岁）、伊利斯朵斯∙哈
兹叶奥尔伊乌（34岁）、迪米特里四∙阿达莫普洛
斯（40岁）。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命运让这21名球迷参与了一场获胜的球
赛，而瞬即又成为了悲剧的牺牲者，…人们不会忘
记他们，不会停止对他们的思念。不管经过多少
年，7号门惨剧将会永远深深地镌刻在热爱奥林匹
亚科斯的人们的脑海里。球迷们也不会忘记受害
者们的家人，每当胜利的歌声响起“你引领我们
向前的道路，我的兄弟们”，这21个弟兄就从我
们的心灵深处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

7号门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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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们也不会忘记受害者们
的家人，每当胜利的歌声响
起“你引领我们向前的道
路，我的兄弟们”



 2013年10月，奥林匹亚科斯与UNICEF联起手
来，欲为希腊及其他国家的5万名儿童注射疫苗。
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为UNICEF的“百分百之战”
活动募集资金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保证世
界各地有此需求的儿童能够获得必须的疫苗。

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自其创立之时起，即以为同
胞们提供帮助为宗旨，尤其是近年来，在俱乐部
主席Marinakis先生的倡议之下，本俱乐部开始关
注儿童福利问题，正是他们承载着这个世界的未
来！自去年开始，UNICEF便将其标志印在了“红
白队”满载荣耀的球衣之上，奥林匹亚科斯亦尽
其所能为这一合作贡献力量！

标志性的事例有：我们的传奇之队参加2013-14
年度UNICEF的颁奖活动，为获奖的孩子们授奖，
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以绘画、诗歌以及歌曲的形式
表现出来。双方携手参加了2013-14年的Tele-
marathon活动，我们的队长马尼亚蒂斯出息了活
动开幕式，队员们则通过参加活动并提供俱乐部
纪念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支持！

在红色商店内，我们也为UNICEF产品专门设立
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角落！“奥林匹亚科斯成就生
命……孩子们的生命”通过短信的形式为疫苗基金
募集资金，而我们奥林匹亚科斯的球员们还——
在Telemarathon活动之后——参加了Radiomar-
athon的UNICEF长跑活动。同时，我们的俱乐部
推出了签名版纪念球衣，并将一切收入都捐给了
儿童疫苗基金，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帮助！

暑期期间，我们的活动频率依然频繁。本俱乐部的
赞助商布克兄弟组织了一场为期一天的慈善活动
献给了UNICEF，并将在该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的一
部分捐给了这一神圣事业。在芝加哥，借着奥林匹
亚科斯参加国际冠军杯（ICC）的东风，一场盛大
的拍卖会于国立希腊博物馆成功举行，其宗旨在于
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这一盛大慈善活动的影响
超越了国界的限制，我们的全体队员都参加了该活
动。在此之外，我们的“奥林匹亚科斯成就生命”
活动也顺利开展，其中出售的一些纪念T恤是由阿
弗莱和阿比戴尔捐献的！就在新赛季开始之前，我
们与毕尔包竞技在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友谊赛，为我们与UNICEF的持续合作再次
提供了一个募集资金的良机。

第一年的合作如今已成功地落下帷幕，我们今年
的目标依然是在希腊以及其他地方拯救更多的生
命！

奥林匹亚科斯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继续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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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合作如今已成功地
落下帷幕，我们今年的目标
依然是在希腊以及其他地方
拯救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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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秉持的向同胞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
援手之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的奥林匹亚科斯走
上了慈善之路。对于奥林匹亚科斯而言，正如
Marinakis先生已多次强调的那样，去努力缓和
人们所面临的难处并且表现出我们与其同在的意
愿可以说是一项特权！在这方面，我们的俱乐部
从来都未尝犹豫——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天！我们
伸出手，去帮助那些由于天灾而在普赛里莫斯岛
遭受洪水的同胞，与我们的笑容一道为他们送去
的不仅仅是援助，还有希望。当凯法利尼亚岛发
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在Mari-
nakis先生的倡议下，奥林匹亚科斯将部分承担
该岛受损学校的重建费用，捐出了50万欧元，为
的是使那里的学童能够尽早且安全地返回课堂。

然而我们做的不至于以上所列的这些。奥林匹亚
科斯及其管理团队每日都在为我们同胞的利益而
奋战，为的是使后者拥有幸福的现在以及更加美
好的未来。在拜访东正教普世牧首期间，奥林匹
亚科斯俱乐部主席向教宗巴尔多禄茂一世表达了
自己愈发热切的愿望：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进一
步地为教会的工作添砖加瓦！

在奥林匹亚科斯已经完成的工作当中，尤为突出
的一项毫无疑问是“球赛对抗贫困”这一盛大友
谊赛的成功举办。这是一场于2010年12月4日举

社会活动

与利物浦举行友谊赛，以此向斯蒂文•杰拉德致敬（2013年8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 为对抗贫困开展的比赛 （2010年12月）



行的友谊赛，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完成。齐达
内和罗纳尔多这对老友加上众多足球巨星齐聚卡
雷斯卡基斯体育场，共同参与了一场为希望而举
行的球赛，以此支持我们的同胞以及慈善活动！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球赛，完全是出于百分之百
的社会活动及人道主义的目的，其目标是为在海
地和巴基斯坦的受灾民众，当然还希腊有待援助
的同胞们，送去爱心。

这些活动远非我们的终点。在2011年日本发生
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灾难后，奥林匹亚科
斯主席亲手将10万欧元的支票交到了日本大使Hi-
roshi Tonta的手上，为灾区人民提供经济援助。
当然，奥林匹亚科斯一直都是非政府、非盈利组
织“Greece Debt Free”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在
于协助我们的国家面免受其难以负担的外债之困。

仍在进行中的慈善活动：

- 每日为比雷埃夫斯教堂提供普通定食
- 为基金会、和孤儿院和医院通过捐助与支持
- 向学生提供奖学金
- 向多所学校捐赠体育与学习器材

此外，必须提到的还有2013年夏天与利物浦的盛
大友谊赛。传奇之队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安菲尔德
球场，向利物浦队的偶像队长斯蒂文•杰拉德致
敬！本俱乐部主席捐出了10万英镑给斯蒂文•杰拉
德基金会，用以将这一传奇人物的盛名远播至世
界上其他在球场之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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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十二群岛和卡琳诺斯岛上的受灾民众

小格里高利多伦多会见奥林匹亚科斯足球队Η.Ο.Α.在“乔治•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举办“FAIR PLAY”活动

与利物浦举行友谊赛，以此向斯蒂文•杰拉德致敬（2013年8月）



“乔治•卡雷斯卡
基斯”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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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内经历过若干极为辉煌的时刻，光荣与胜利
交相辉映！2003年，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几十
年来作为奥林匹亚科斯主场的体育场再次经历了
一次整体翻修，之后成为了一座崭新、超现代、
设施完备的并专门用于足球赛事的体育场，拥有
32115个座位。自此之后，奥林匹亚科斯的主赛
场变得更加火爆，实力强劲。现在奥林匹亚科斯
拥有了希腊最先进、同时也是欧洲最现代化的球
场！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们在新乔治∙卡拉伊斯卡基
斯体育场的第一个十年中度过了难忘的时刻，它
的精彩还将继续！

         本队在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的更衣室在
2014年夏获得了彻底的整修，水准更上一层楼。
现在的它是一件超现代化的然而通往日一般舒适

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位于比雷埃夫斯卡拉奥利∙迪米特里乌和索菲亚诺普卢大街交界处，
邮政编码：18547，电话：+30 210-4800900, 传真: +30 210-4800930。

媒体工作区域

V’AMMOS吧 V’AMMOS餐厅

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原本是作为一个室内
赛车场建于1895年，当时，建造该赛车场是为了
1896年雅典奥运会。而它被作为足球场使用则是
始于上世纪20年代。

         该体育场在1960年进行了整体改造，并被
更名为“乔治∙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并沿用至
今。改用此名是为了纪念1821年希腊革命军总司
令乔治∙卡雷斯卡基斯将军（1782-1827），他于
新法利洛被土耳其人杀害，该地离今天的体育场
位置非常接近。体育场能容纳31032个座位。

        尽管其他球队也使用过这个体育场（埃特尼
科斯、普卢代夫蒂基），但体育场跟奥林匹亚科
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奥林匹亚科斯在这个体

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拥有了希
腊最先进、同时也是欧洲最
现代化的球场

V’AMMOS大厅 新闻发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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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球迷们除了在体育场观看比赛，还能在体
育场周围散步。人们能在这里找到商店、健身
房、咖啡馆、旅馆，再加上奥林匹亚科斯博物馆
和俱乐部的官方商店——红色商店。如有需要，
人们还可以在比赛进行当中，在完全重建的餐厅
里享用午餐，并且从餐厅俯视球场！V’ammos
餐厅随时为奥林匹亚科斯的朋友们提供服务。

        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同时也是希腊国
家男子足球队的主场。

并且具有顶级装修的更衣室，更是本队球员在准
备踏入球场“横扫战场”之前的一座真真切切的
要塞。此外，我们也对体育场的其他的室内区域
进行了修整，如新闻室、印刷室以及接待室，以
美学和实用的角度进行了彻底整修。值得一提的
是，所有新闻发布室的设计和设施都已被升级至
最高水准！

         体育场设施完备，可提供40个大小不同的贵
宾包间，面积从29到60平方米不等。每个包间可
以容纳15至20人，还有一个总统包间，这些包间
都能通向一个别具一格的能容纳474人的大看台！
所有包间均配有齐全的设施。

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位于比雷埃夫斯卡拉奥利∙迪米特里乌和索菲亚诺普卢大街交界处，
邮政编码：18547，电话：+30 210-4800900, 传真: +30 210-4800930。



奥林匹亚科
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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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顶级的俱乐部，每一个象奥林匹
亚科斯这样优秀的球队，都必须十分尊重并且
关注自己的历史，更不用说有着如此辉煌和赢
得众多冠军头衔、充满着荣誉和成功的历史， 
…… 奥林匹亚科斯博物馆位于乔治∙卡拉伊斯卡
基斯体育馆内，在这里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球队
的历史！体验希腊最伟大的足球俱乐部，奥林
匹亚科斯的历史！

           位于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的奥
林匹亚科斯博物馆里陈列着奖杯、年代久远的
图片，这些图片记录着俱乐部从成立至今的历
史；还有曾效力于奥林匹亚科斯旗帜下的大多
数球员的照片；那些曾经经历过新、旧乔治∙卡
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被载入史册的物件，如
足球、球鞋、守门员手套，…当然还有球衣！

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意义、曾经被希腊最大足球
俱乐部穿过的球衣也陈列在博物馆中。

         参观者可以接触到与“红与白”相关的所
有的东西，回顾奥林匹亚科斯最辉煌的伟大时
刻，并且为自己所钟爱的球队而感到自豪，而
这支球队与成功、冠军和公平竞争紧密相连。
除此之外，奥林匹亚科斯博物馆还有许多展
品来自于俱乐部过去和现在参与的其他运动项
目，如划船、摔跤、篮球、拳击等，……

          另外，参观者还可以听演讲、参与研讨
会，召集临时性的展览，以及参与博物馆组织
的活动。博物馆的训练课程还可以满足学生们
的需求，把他们对足球和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历
史知识联系起来。

新的奥林匹亚科斯博物馆将于2015年内向前来
参观的运动员敞开大门。

奥林匹亚科斯博物管位于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
比雷埃夫斯，卡拉奥利∙迪米特里乌和索菲亚诺普卢大街, 邮政编码：18547, 电话： +30 210-4800921,  
传真: +30 210-4143114, 邮件: mouseio@olympiacos.org



           和我们足球队员一样，奥林匹亚科斯的技
术人员有他们自己的基地，如兰蒂斯训练中心，
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日常工作人员也有他们自
己的总部。位于比雷埃夫斯的办公地是奥林匹亚
科斯的核心所在，这里负责俱乐部的运营和足球
队的管理。

奥林匹亚科
斯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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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斯黛拉的阿莱克珊德拉广场，奥林
匹亚科斯还有一处“象家一样的”地方，落成于
2000年9月。这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楼
房，周围环境优美，设施完备。这幢楼里有一个
大厅，是球员们活动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     

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
比雷埃夫斯，阿莱克珊德拉广场, 邮政编码：18534, 电话: +30 210-4143000, 传真: +30 210-4143113



顶级俱乐部必然拥有自己的顶级商店。奥林匹亚
科斯官方商店给予所有奥林匹亚科斯“红白队”
风格的商品以优惠。

        作为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官方店铺的
红色商店坐落于乔治∙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占地
800平方米，它的设立不在于希望球迷在主场球
赛开始前光顾，而不过是在赛前为球迷们营造融
入比赛的心境！当然，红色商店存在的意义远远
不止这些，您可以每天来店里逛逛，为您自己或
为您钟爱的人买点东西，或者给您朋友中支持其
他俱乐部人增添点小乐趣。您会发现这里的礼物
种类非常丰富！在蒙纳斯缇拉吉，我们还有一家
最近新开的分店，是为那些没有时间随时去体育
场的球迷们专门打造的。

        在红色商店，您可以买到俱乐部的正版球
衣，可以在球衣上印上您最喜欢的球星的名字或

红色商店

35红色商店地址： 位于乔治∙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场的红色商店（1）
： 比雷埃夫斯，卡拉奥利∙迪米特里乌及索菲亚诺普卢大街, 邮政编
码：18547, 电话及传真：+30 210-4836860
邮件地址: info@redstore.gr

者您自己的名字！不过红色商店远不止这些，：
制服、球衣、夹克、T恤、短裤、鞋子，这里还
提供所有与奥林匹亚科斯有关的物件！

         奥林匹亚科斯官方商店经常性地是为我方支
持者提供折扣，提供的货品种类也不断地丰富、
升级，这就和我们的球队一样！传奇之队的朋友
们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商店买到本队的正是球衣，
上面绣着4颗星，标志着我们获得的辉煌成绩！
如果您愿意的话，还可以在线购买它，请浏览我
们红色商店的网页www.redstore.gr!

       红色商店还经常迎来我们奥林匹亚科斯球星
的光顾，这样球员们可以和球迷互动，球星可以
跟球迷们合影、给他们签名，红色商店为所有光
临红色商店，近距离接触球星们的“本队”的崇
拜者带来愉悦。

位于蒙纳斯缇拉吉的红色商店（2）：
雅典，蒙纳斯缇纳吉，伊菲斯托大街11号
电话及传真：+30 210-3214889
邮件地址: info@redstore.gr



          圣雅尼∙兰蒂斯训练中心是奥林匹亚科斯
总部的训练基地，该基地属于俱乐部自有，建于
2004年，有着超现代化的设施，是我们球队和足
球学校共有的家园！

          这座训练中心由4个实际大小的足球场
组成，场地上覆盖着天然草皮，完全达到FIFA标
准。这些足球装备有着完善的排水和照明设施，
其中一个足球场建有能够容纳3000人的大看台。
还有一个小一些的球场，覆盖人工草皮，供奥林
匹亚科斯足球学校使用，使用的人数较少。

          训练中心有几幢楼房，其中一幢楼里设有
招待所，招待所一楼有一个接待大厅、一件起居
室，还有一间餐厅兼休息室，当然也有为球员们
提供的房间，供他们在赛前居住。招待所一共有
18个双人间和2个单人间，均配有娱乐和网络设
施。

圣约安尼斯•伦提斯
训练中心

37圣雅尼∙兰蒂斯训练中心地址： 圣雅尼∙兰蒂斯，莱嘎吉大街9-11号, 邮政编码：18233, 
电话：+30 210-3477765，传真:  +30 210-3418006

这座训练中心由4个实际大
小的足球场组成，场地上
覆盖着天然草皮，完全达
到FIFA标准



          另一栋楼则配备有更衣室，在2014-14
年对被重新装修。现今的更衣室变得更加精细、
舒适和宽大了，未变的是一如既往地红白两色风
格！在必要的情况下，这里可以同时接待两支球
队。更衣室的旁边是教练和医务人员办公室，以
及服装和运动器材储藏室。这栋楼的一楼是训练
中心工作人以及足球学校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我们的球员们还享有一个超高
水准的健身房、一个设施齐全的医疗室、理疗中
心、桑拿室、按摩椅和水疗设施。此外，训练中
心还配备有设施完善的会议室，用于会议、新闻
发布会和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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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0 210-3477765，传真:  +30 210-3418006



奥林匹亚科斯 U-17

          奥林匹亚科斯非常专注于对建立在希腊国
内外的足球专科学校和足球学校的管理和发展。

足球专科学校
专科学校非常注重突出以下目标：

------- 根据“公平竞争”以及俱乐部和体育运动
的价值观来培养年轻球员的行为和运动心态。
------- 给予年轻球员展示才能的机会，帮助他们
发展成为职业运动员，进入奥林匹亚科斯足球队
一队 。
------- 由职业教练员在高质量的足球环境中培养
足球运动员，根据不同的年龄，以创新的训练方
式提高运动员个体及整个球队的水平。
------ 帮助年轻运动员在技巧和体能两方面达到职
业足球运动所要求的高标准。
-------- 以综合的、高水平的医疗部门为运动员提
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 为运动员提供不间断的心理和与训练有关
的服务。

奥林匹亚科斯足球学
院与足球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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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专科学院球队名单及他们参加的所有赛事：

专科学
院球队

赛事

欧洲足联青年联盟超级联
赛20岁以下锦标赛
超级联赛17岁以下锦标赛
参加联赛           
超级联赛15岁以下锦标赛
1比雷埃夫斯足球俱乐部联
盟锦标赛、联赛 
比雷埃夫斯足球俱乐部联
盟锦标赛、联赛
参加联赛           
参加联赛           
参加联赛
参加联赛           
参加联赛           

20岁以下/19岁以
下球队             
17岁以下球队
16岁以下球队
15岁以下球队
14岁以下球队

13岁以下球队

12岁以下球队
11岁以下球队
10岁以下球队 
9岁以下球队     
8岁以下球队 

奥林匹亚科斯 U-15

奥林匹亚科斯 U-20

足球学校

该学院的目的之一是发展 竞
争”以及俱乐部和体育运动
的价值观来培养年轻球员的
行为和运动心态。



足球学校 
          除了足球专科学校 ，奥林匹亚科斯从 2000年
开始，在希腊全境 、塞浦路斯、澳大利亚、美国
和加拿大都建立起了众多的足球学校 ，达到 40
个 ，而且脚步从未停止。

         这种合作性质的足球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根
据 奥林匹亚科斯的理想和价值观，给年轻球员提
供正确的体育教育，用专科学校的操作模式培养
骨干球员，也正确引导和提高家长的认识水平 ，
因为 家长在塑造年轻球员的性格和作风上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

足球综合学校 

          从2011年起 ，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开
始在组织和操作方面把足球专科学校和众多的足
球学校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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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专科学校的密切合作中，我们做了以下
工作：

• 建立实验营地
• 进行足球联赛
• 建立运动营地
• 组织社会、文化和慈善活动 
• 为教练员组织专题研讨会
• 为教练员和家长组织青少年心理和营养专
             题讨论会
• 进行负荷测试 ，以测试运动员体能
• 高端回会议 ------与来自希腊全国和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召开研讨会 
• 组织运动员参观乔治 ∙卡拉伊斯卡基斯体育
             场 ，观看奥林匹亚科斯主场比赛
• 参观奥林匹亚科斯训练中心 ，与专科学校 
             队进行比赛 

宿舍的流派



我们的吉祥
物，狮子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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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的足球赛季即将开始，奥林匹亚科斯足
球队将再次与他们的吉祥物——著名的狮子利
奥一起踏上征程！

          狮子利奥的名字和希腊足球的传奇之师
密切相关，因为利奥初次登场是2013年8月7
日，在乔治∙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我方与安德
莱赫特的友谊赛上。那天，我们展示了自己全
新的球衣，并第一次展现了绣在球衣上的四颗
星，狮子也是在这里现身的。

奥林匹亚科斯足球俱乐部的新吉祥物当然不会

冷落我们钟爱的可爱吉祥物战栗之狮Thrile-
on！相反，利奥是战栗之狮演化的自然结果，
是新一代的吉祥物，可以说是其前辈的孩子。

           利奥是在2013年夏季集训营期间展示
给球迷们的，我们吉祥物狮子利奥的名字来源
于传奇的波尔图狮子，孩子们一见到它便很快
爱上了他！因此，狮子利奥将参与我方所有的
主场比赛，以及我们在红色商店举办的“红白
队”活动！传奇之师的吉祥物利奥穿的是7号
球衣，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选择了！

狮子利奥的名字和
希腊足球的传奇之
师密切相关，



2014年的夏季在奥林匹亚科斯的历史上写下了一
幅由金色文字铸就的宏伟篇章！本队在这一时刻
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仅仅局限于希腊……以及欧
洲的足坛传奇！奥林匹亚科斯收到了参加享誉全
球足球界的著名锦标赛，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的
2014年国际冠军杯的邀请！这一赛事载着奥林匹
亚科斯的盛名远跃大洋，与来自欧洲以及世界各
地的顶级足球俱乐部同台竞技！

今年的锦标赛可谓豪门云集，曼联、曼城、利物
浦、AC米兰、国际米兰、罗马和皇马都来参加！
奥林匹亚科斯经抽签与利物浦、AC米兰和曼城分
在一组！

我们的奥林匹亚科斯队藉此机会在这意义非凡的

“传奇之旅”以及
2014年国际冠军杯
（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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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内分别造访了多伦多（加拿大），芝加哥
和明尼阿波利斯（美国），驻地新泽西，紧邻纽
约！第一场比赛在多伦多举行，对手是AC米兰。
在加拿大当地球队的主场BMO球场，我们的传奇
之队以3比0的比分横扫意大利人，一开始便展现
了本队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参与这场锦标赛！

告别多伦多之后，传奇之队踏上了前往芝加哥的
旅程，迎战利物浦！于是在声誉卓著、宏伟庄严
的战士球场，两个老友就此相遇！奥林匹亚科斯
与利物浦已经多次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良好关系，
战士球场为这一纪录又添上一笔。比赛在3万名
观众的热切目光下举行，英格兰人以1比0 的比分
胜利离场，然而奥林匹亚科斯的表现也给现场观
众再次留下了一段难以湮灭的记忆！



第三站同时也是最后一站是明尼阿波利斯的TCF 银
行体育场，奥林匹亚科斯在此与曼城一较高低。这
支英格兰联赛的冠军得主是奥林匹亚科斯获取前往
迈阿密参加决赛之权利的又一障碍，取决于本队在
这场比赛中获胜的结果，以及AC米兰在与利物浦
的比赛中获得一个不错的比分。最终我们的奥林匹
亚科斯在激烈的点球大战后，成功地以5比4的比
分击败了英格兰人，而之前常规赛的比分则是（2
比2）！然而这场胜利并不足够，因而利物浦得以
跻身决赛，与曼联争夺最后的胜利，最后也是“红
魔”赢取了奖杯。

总体说来，我们的传奇之队的表现令人满意。这是
一支时刻准备与任何对手展开较量的队伍，不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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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肩负何等盛名！组织者对于传奇之队在各个方面
的表现也十分满意，事实上，本次锦标赛的亮点已
经以……红白两色标出！锦标赛的VIP球员称号经
球迷评选也当仁不让地由本队的迪米特里斯•迪亚
曼塔科斯获得，他在与AC米兰以及曼城的比赛中
分别为踢进了一球和两球！本队球员安德雷斯•穆
泊查拉基斯还摘得了锦标赛最佳进球的荣誉称号（
同样是由球迷评选出来的，他在芝加哥与AC米兰
比赛中、在禁区外的大力射门击垮了对手！）

总而言之，奥林匹亚科斯从今年的锦标赛中获得了
许多经验，同时充分证明了作为欧洲精英球队之一
员的奥林匹亚科斯，依然在不断地实现对自己的超
越！

Ο Ολυμπιακός αποκόμισε τεράστιες 
εμπειρίες και απέδειξε ότι δίκαια 
συγκαταλέγεται στην ελίτ του
ευρωπαϊκού ποδοσφαίρου.



         奥林匹亚科斯作为一家大型国际级俱乐部，
在数字化时代同样站在时代之巅！奥林匹亚科斯无
处不在，您可以从本俱乐部令人惊艳的网站开始，
体验奥林匹亚科斯在社交网络上的无处不在！   
           
         您可以浏览奥林匹亚科斯的官方网站(www.
olympiacos.org)，查阅到所有以8种语言提供的
最新的关于“红白队”的新闻，并以数字方式参观
我们俱乐部的工作场所！球迷们还可以下载墙纸/
屏幕保护、俱乐部成员的签名、参与投票、查阅我
们俱乐部的比赛日程及比赛成绩。关于奥林匹亚科
斯的一切都得到及时更新！

          对俱乐部而言，声音和影像都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奥林匹亚科斯为“红与白”球迷梦制作
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关奥林匹亚科斯所有重要活
动的视频和现场直播！有关比赛、训练的精彩镜
头、球员们幕后台前的生活、接受采访、召集新闻
发布会等，一切有关俱乐部的事件，都通过奥林匹

数码奥林匹
亚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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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科斯网络电视向球迷们播放，俱乐部在You-
tube上设立了官方频道(youtube.com/olympi-
acosfc)！当然，我们还有奥林匹亚科斯网络电
台，通过这个电台，奥林匹亚科斯所有的重要比
赛都能够被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有传奇之师忠实的朋友们都可以紧跟着
奥林匹亚科斯的脚步，并与之互动，不管你们身
处何方！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在脸书 (facebook.
com/OlympiacosFC) 和推特(twitter.com/
olympiacos_org)上的官方网页迅速找到我们发
布的所有新闻，参与我们的比赛，您绝不会错
过任何一个跟传奇之师互动的机会！另外还有一
点，您还可以在Instagram (instagram.com/
olympiacosfc) 上浏览“红白队”-------奥林匹
亚科斯的精彩图片。

         奥林匹亚科斯在个社交媒体上展现的都是我
们持之以恒的心态！是冠军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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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科斯
足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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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水球 / 希腊优胜者杯 2013-2014

男子水球 / 希腊冠军杯 2013-2014 女子水球 / 希腊冠军杯 2013-2014

比雷埃夫斯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俱乐部建立于1925
年3月10日，是希腊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
性体育俱乐部之一。比雷埃夫斯奥林匹亚科斯球
迷俱乐部目前成功地活跃于以下运动项目当中：
男子排球、女子排球、男子水球、女子水球、有
用、田径、拳击、跆拳道、帆船、乒乓球、赛
艇、摔跤、皮划艇、网球以及击剑。

奥林匹亚科斯足球队和篮球队即脱胎于这家俱乐
部，并在希腊国内和国际赛事之后取得了优异的
记录，可谓是作为冠军而生的！奥林匹亚科斯是
诸多冠军的诞生之所，是我国在各个体育项目中
的中流砥柱。俱乐部与奥林匹亚科斯旗下的全欧

的以及世界的冠军得主们一道，他们当仁不让地
将本俱乐部的光辉形象传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奥林匹亚科斯在自己涉足的运动项目之后开设了
学校，数以千计的孩子们在这里学到了各项运动
的最佳技巧。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在纯粹的体育
领域上的进步与运动习练者在社会和学校中的进
步齐头并进。奥林匹亚科斯培养的是明日的冠军
以及社会的优秀公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
推出并为那些在学校表现优异的学员颁发奖项的
原因！

本俱乐部是希腊第一家大规模推广会员计划的俱

女子排球 / 希腊冠军杯 2013-2014

男子排球 / 希腊优胜者杯 2013-2014



乐部，从而在各个运动项目中争取到了许多支持
者。目前，奥林匹亚科斯是希腊最大的俱乐部，
自此项目推广11年以来，我们的俱乐部会员——
根据最新统计——已经到达9万8千多人。奥林匹
亚科斯粉丝的目标是——这也是俱乐部每天努力
之所图——是积极参与决策并最大限度地增强俱
乐部的力量。

在2013-14年度中，奥林匹亚科斯还推出了“粉
丝卡”项目，针对的是那些无法负担会员注册的
粉丝们。第一年的结果令人振奋，超过5万人购买
了自己的“粉丝卡”，归功于他们在财务上的贡
献，本俱乐部于这一阶段获得的冠军数目创造了
新的历史记录。

2013-14年度，奥林匹亚科斯荣获了男子及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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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以及男子水球锦标赛的冠军，除了女子水球之
外，我们的队伍还将另外一座欧洲冠军的奖杯捧回
家来（Len Trophy）。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希腊
获得了田径、游泳（使冠军数目达到了55个）以
及乒乓球的冠军。

奥林匹亚科斯在2014-15年度的目标是确立自己的
各项目在欧洲的地位。我们的俱乐部是希腊唯一一
家在超过一个项目中取得过欧洲冠军，并且已经在
欧洲培植了深厚根据的体育俱乐部。在排球项目之
后，奥林匹亚科斯活了1996年欧洲杯以及2005年
Top Teams Cup冠军；在水球项目之后，赢得了
2002年冠军杯和欧洲超级杯，以及2014年的女子
Len Trophy。奥林匹亚科斯还为自己在摔跤项目
上赢得的欧洲杯冠军，以及在1997年、2012年和
2013年三度夺冠的欧洲篮球联赛而倍感自豪。

女子水球 / 欧洲冠军杯 （LEN TROPHY） 2014 男子乒乓球 / 希腊冠军杯 2013-2014

男子排球 / 希腊冠军杯 2013-2014

VolleYball (Volley)
MEN
Greek Championships (27): 1968, 1969, 1974, 
1976, 1978, 1979, 1980, 1981, 1983,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8, 1999, 2000, 2001, 2003,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Greek Cups (15): 1981, 1983,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7, 1998, 1999, 2001, 
2009, 2011, 2013, 2014
Greek Super Cups (2): 2000, 2010
Greek League Cup (1): 2013
European Cup Winners Cups (2): 1996, 2005 
(Top Teams Cup)
2 European Cup Winners Cups : 1996, 2005
WOMEN
Greek Championships (2): 2013, 2014
Greek Cups (4): 2011, 2012, 2013, 2014

 WaterPolo
MEN
Greek Championships (28): 1927, 
1933, 1934, 1936, 1947, 1949, 1951, 
1952, 1969, 1971, 1992, 1993, 1995, 
1996,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Greek Cups (16): 1992, 1993, 1997, 
1998, 2001, 2002,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Greek Super Cup (2): 1997, 1998
European Championship (1): 2002
European Super Cup (1): 2002
1 European Championship
WOMEN
Greek Championships (5): 1995, 1998, 
2009, 2011, 2014
European Cup Winners Cup (1): 2014 
(Len Trophy)
1 European Cup Winners Cup 
(Len Trophy)

SWimmiNg
Greek Championships (Open) (55):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7, 1960, 1961, 1962, 1967,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Greek Open Sea Championship (1): 
2010

traCK & Field
MEN
Greek Outdoor Track & Field Championships 
(9) :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Greek Indoors Track & Field Championships 
(4): 2010, 2011, 2012, 2013
Trail Running Championships (12): 1965, 
1966, 1967, 1984, 2003,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3
Intra-club Championship (1): 2000
WOMEN
Greek Outdoors Track & Field Championship 
(1): 2010

table teNNiS
MEN
Greek Championships (11): 1971, 
1972, 1973, 1974, 1976, 1977, 
1978, 1980, 2004, 2005, 2014
Greek Cups (6): 1971, 1972, 2003, 
2004, 2005, 2008
WOMEN
Greek Championships (18): 1961, 
1962, 1964, 196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1, 1982, 1983, 
2000, 2001, 2002, 2005, 2006, 
2007, 2009
Greek Cups (11): 1965, 1966, 
1983, 1984, 1985, 1986,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WreStliNg
Greek Greco-roman Wrestling Champi-
onships (2): 1976, 2006
Men European Federation Cup (Cela 
Cup) (1): 2006

boXiNg
MEN
Greek Championships (2): 
1970, 1985
WOMEN
Greek Championship (1): 
2012

diViNg
Greek Championships (2): 1970, 
1971 

SailiNg
Greek Team Scoring Champion-
ship (1): 1954

gYmNaStiCS
Greek Champion (1): 
1971 (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