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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上任僅5個月、於上月
以健康理由即時請辭的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
謝卓飛，在不足2個月後獲英國文化協會委任為藝術總
監，並於5月正式履新。就謝卓飛「閃電康復」並於短時
間內覓得新職，香港社會為之譁然。有西九管理局成員
及立法會議員懷疑謝卓飛於短時間內「成功就業」，反映
對方可能在未辭職時已在另覓工作，並刻意於半年試用
期滿前辭職，避免毀約要賠錢，故要求當局徹查並跟進
事件。

突膺英文協藝術總監
謝卓飛於上月15日向西九管理局提出因為健康理由而

希望辭職，隨即返回倫敦休息，並向管理局出示3張醫生
證明，其中證明謝卓飛不適合再返港繼續工作。管理局
在考慮謝卓飛情況及西九工作後，最終於1月7日同意他
即時離任。

不過，事隔僅2個月，英國文化協會突於本月24日在其
網頁宣布，已委任謝卓飛為該會藝術總監，負責全球的
藝術推廣工作，領導英國及海外藝術管理層及專家，推
動跨媒體的藝術創意項目的策略發展，並於5月上任。而
英國文化協會簡介謝卓飛履歷時，亦有提及他曾出任西
九管理局行政總裁。

西九管理局發言人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該局是看
到英國文化協會的網頁，才知道謝卓飛的新動向，並強
調謝卓飛在辭職時已提供醫生證明。被問及當局會否要
求謝卓飛解釋，發言人對此未有回應。

董事研有否違法律基礎
西九管理局薪酬委員會主席單仲偕對謝卓飛能在短時

間內「轉新工」感到十分詫異，但認為管理局接受謝卓
飛請辭的決定正確，「我們是根據醫生信證明，以及考
慮當時的工作觀察而決定」，而謝卓飛急速轉職不涉及合

理與否的問題，只是較大家預期來得快，「據我了解他
的情緒及身體情況，我估計他需要一段時間休養，可能
他返回熟悉的環境，健康有好轉」。

單仲偕相信，董事局在現階段難以要求謝卓飛向該局
解釋，因雙方僱傭關係已經結束，管理局已經「管不
到」，但董事會周內會與法律顧問研究對方有否違反法律
基礎，「由於管理局與謝卓飛是在雙方同意下決定解除
僱傭合約的，目前再無主屬關係，需要視乎合約有否列
明行政總裁離職指引及時間」。

疑未辭總裁職已搵定工
立法會監察西九小組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黨團

召集人葉國謙對事件感到詫異，認為政府應了解事件有
否涉及誠信問題。小組委員會成員陳淑莊亦指「難以接
受」，「有被騙的感覺」，聲言身為管理局主席的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有責任向市民交代「究竟是謝卓飛欺騙管

理局，還是管理局欺騙市民事件」。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謝卓飛在短時間內就覓得新

職，有理由相信對方在未辭職前已開始尋找工作。有不
願透露名字的西九管理局成員亦認為，管理局應該跟進
事件，因為「好明顯有人在做好前期工作後就想走人」。

有傳媒就此向英國文化協會查詢，包括何時開始招募
藝術總監一職，以及何時確定請謝卓飛，但英國文化協
會都不願透露，只表示通過適當和正確程序聘請對方。

「閃電康復」任新職 議員促追究謝卓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被喻為城
中「超級鑽石王老五」的李澤楷，與
梁洛施之間的一段情哄動全城。但李
澤楷過往的感情生活較為低調，外間
所知的歷任女友或緋聞女友，包括新
加坡華裔律師Margaret Chew、日籍新
聞主播真正加留奈、「盈科之花」林
慧儀(Karen)及中英混血兒羅愛欣
(Rachel)等，均為美貌出眾、大方得體
的知識型女性，凸顯「小小超」擇偶
條件絕非一般。

緋聞女友不斷 城中焦點
李澤楷對感情生活一向低調，但過

去不時被傳媒拍到與女性友人用膳或
出席活動。其中，較多報道的女友包
括「盈科之花」林慧儀。她從澳洲留
學返港後，出任電訊盈科市場經理，
據悉，她與李澤楷的感情始於公司的
仁義桌上，惟兩人一直保持低調，直
至1999年6月戀情才曝光，林慧儀為免
尷尬，之後決定請辭重返校園，惟戀
情只維持1年。至於梁洛施「添丁」
前，李澤楷則與中英混血兒羅愛欣拍
拖，有指他們的戀事在2005年底至

2006年初展開，
兩人在電盈總部
電梯邂逅，男方
旋即對女方展開
熱烈追求，羅愛
欣更被外界形容
為「灰姑娘」。

至於擁有葡萄
牙 血 統 、 原 名
Luisa Isabella(梁樂
瑤)的梁洛施，一
直 被 外 界 認 為

「戀愛大過天」，
入行以來緋聞多
多。2005年梁洛

施拍攝電影《見鬼10》時，曾與男主角陳柏霖
傳出緋聞，其後與內地演員古宇相戀，梁洛施
曾直認這段感情，惜戀情之後無疾而終。

梁洛施情事多 居加息聞
至2006年梁洛施因與音樂人陳輝陽相戀，無

心工作兼私自失場，因而被所屬公司英皇娛樂
「雪藏」。直至與李澤楷育有3子，遷至加拿大
居住後，其緋聞才逐漸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佩麗、李慶全）對
於梁洛施和李澤楷分手，曾找梁洛施拍攝電影

《伊莎貝拉》的杜汶澤，在微博以「緣起緣滅，
世事無常」來形容事件。他表示對這結果不感
到愕然，因為人與人之間，不是一起，便是分
開。他說：「我(對事件)無意見，談戀愛就是這
樣，我相信每對戀人分開一定有原因。（你有
沒有致電梁洛施慰問？）我不太清楚件事，可
能遲些再打電話問候她吧。」

杜汶澤又指梁洛施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性，
相信她能把此事處理得很好。至於可希望梁洛
施復出拍戲？杜汶澤笑言沒有意見，一切由她
自己決定。

黃秋生尊重二人決定
梁洛施契爺黃秋生透過助手表示，不方便回

應別人的私事，他會尊重二人的決定。梁洛施
前同事泳兒和洪卓立昨晚出席活動時均對此事
感到驚訝，不過他們認為感情是兩個人的事，
毋須向人交待，並謂對方離開公司之後，已沒
有聯絡。另外，記者就此事聯絡李澤楷前女友
羅愛欣，電話接通但沒有人接聽，之後再致電
時，已轉到留言信箱。

杜汶澤不愕然
稱戀愛當隨緣

該份「分手聲明」昨午4時許發出，篇幅簡短，全長僅
142字。內容如下：「各位傳媒朋友：新的一年開

始，我祝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踏入2011年，我本人亦
走進人生的一個新階段。我和李澤楷先生分手了。我們曾
經擁有一段美好歲月。我們的孩子會共同撫養。他們健康

快樂地成長，是我倆的共同目標。藉此聲明，望能結束外
界對我們無休止的猜想，臆度。 梁洛施2011-2-26」

盧覓雪：無關「寂寞難耐」
梁洛施發言人盧覓雪被問及兩人分手原因，是否與日前

有周刊報道梁洛施「寂寞難耐」有關。盧覓雪昨接受電話
訪問時強調：「絕對無關，其實近期也有周刊說Isabella（梁
的洋名）獲准入宮，周刊喜歡作無限猜想，胡亂隨意寫都
無辦法。他們處理這段關係一向都光明磊落，雖然私人關
係不想公開多講，但生孩子都大方跟大家分享，如今分手
一樣跟大家講，不會偷偷摸摸刻意隱瞞。」

盧覓雪並代梁洛施澄清，指該周刊所拍到跟梁洛施於酒
店聊天的男士，其實是梁的小學同學，她說：「我實在不
忍周刊寫到她好像很不堪的女人，對她很不公平，要代她
澄清，那周刊拍到一起喝東西的男性是她的小學同學，李
澤楷先生都認識，曾一齊食過飯，不要再捕風捉影。」

暫不返港全心全意照顧孩子
問到兩人既然已育有3名兒子，理應不會輕言分手，原因

是甚麼？盧說：「這個我不可以代答，我都不知，無法給
予答案。」至於梁洛施會否由加拿大搬返香港定居？或重
返娛樂圈？盧回應：「搬不搬返香港及會否復出，目前不
是Isabella首要考慮的問題，她的孩子仍小，她先全心全意照
顧孩子，等他們長大些再說。」

與「小小超」相戀後轉趨低調的梁洛施，現年22歲，是中
葡混血兒，在單親家庭長大，與母親相依為命。梁洛施於12
歲開始當模特兒，並簽約英皇娛樂當藝人，曾拍攝電影、
廣告及出唱片。有報道指，2007年梁洛施在上海拍攝荷里活
電影《盜墓迷城3》時，李澤楷到片場探望好友楊紫瓊，經
楊介紹認識梁洛施，兩人其後相戀。

「港版灰姑娘」續集惹遐想
2008年，梁洛施要求與英皇娛樂提早終止合約，遭英皇娛

樂入稟指她毀約，官司最終庭外和解。後來梁洛施到史丹
福大學進修英語，學習騎馬和舞蹈。2009年4月，梁洛施在
加拿大為李澤楷誕下長子，由孩子的爺爺李嘉誠命名為長
治。至去年中，梁洛施在美國再為李澤楷誕下一對孿生兒
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焯羚）

曾被喻為「港版灰姑娘」的前藝人

梁洛施，與「小小超」電訊盈科

主席李澤楷相戀逾4年，育有3名

兒子，正當近期有傳梁洛施有

望成為香港富商李嘉誠媳婦之

際，梁洛施昨午突然發聲

明，公開宣布兩人已分

手。但他們會共同撫養3名

兒子，希望外界停止對他

倆及3名兒子的「無休止」

猜想。梁洛施未有透露分

手原因，但稱跟李澤楷曾

擁有一段美好時光。梁

洛施發言人盧覓雪昨表

示，梁洛施現時要全心

全意照顧孩子，待兒子年

紀漸長後才考慮會否回港

居住及重返娛樂圈。電盈發

言人稱，只會回應關於企業

業務的提問，私事拒作回應。

相戀4年 稱曾擁美好時光 共同撫養3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小小超」李澤
楷與梁洛施正式公告分手的消息，全城除了關
心分手原因外，亦關心梁洛施與3名幼子日後可
否獲得生活保障。

須釐清是否事實婚姻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一對情侶縱然沒有正式

註冊，但法律上只要證實兩人的生活有婚姻之
實，例如共同生活、共同育有子女等，任何一
方都有權在分手後追討生活費，法官會按追討
一方曾作出的付出衡量金額，但如追討者一直
在外國生活，在同居地追討會比在港追討較有
利，較易提供證據證明雙方關係屬事實婚姻。

陸偉雄解釋，未正式註冊的情侶分手後，如
向某方追討金錢上損失，必須釐清雙方是否事
實婚姻，當然較本已有一紙婚書的夫婦來得複
雜，但縱使沒有正式結婚，法律上只要能確認
二人日常的生活以夫妻關係生活，任何一方就
有權提出追討，考慮點包括二人是否育有子
女、二人是否共同擁有資產等。

在同居地追討較有利
他續說，假如日後某方要追討，所育子女已

是二人夫妻關係最清晰的證據；至於金額多
寡，主要視乎追討一方為對方付出多少，舉例
某方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為對方生育，可以追

討的金額較高，另外雙方關係的時間愈長、付
出愈多，就愈有利於追討。

若雙方較多時間在外國同居，陸偉雄認為在
一般情況下，在同居地提出追討較有利，因為
舉證雙方屬事實婚姻比較容易。不過，陸偉雄
指出，外國流行情侶或夫婦間訂立協議書，早
早列明分手後不得作出追討，法官也會考慮這
因素；至於任何一方的緋聞，如屬傳聞，不會
影響法官決定，除非被追討一方能證明對方有
不能接受的行為或關係。

梁洛施自從為李澤楷誕下麟兒後，已傳聞她
收到兩幢位於三藩巿物業，更獲股票、首飾以
及5000萬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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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澤楷分手

■因與李澤楷同
居而被指為「港
版灰姑娘」的梁
洛施。資料圖片

■在與梁洛施
同居前，一直
被稱為「超級
鑽 石 王 老 五 」
的李澤楷。

資料圖片

■傳梁洛施正式「入宮」前，突然發聲明分手，令
人錯愕。圖為梁洛施拍攝的婚紗廣告。 資料圖片

■童話般恩愛場面，如今已成過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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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洛施、杜汶澤主演的《伊莎貝拉》劇
照。 資料圖片

■梁洛施稱暫不考慮返
港，會全心全意照顧孩
子。 資料圖片

■謝卓飛
辭去西九
行政總裁
職務轉任
英國文化
協會藝術
總監。
資料圖片

律師：同居無註冊可追生活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