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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愛 VS 新歡
姓名

麥肯齊(MacKenzie Bezos)

桑切斯(Lauren Sanchez)

年齡

48歲(1970年4月7日生)

49歲(1969年12月19日生)

■ 貝索斯在桑切斯丈夫介紹下結
識桑切斯，
識桑切斯
， 3 人曾於 2016 年一同
出席活動。
出席活動
。
網上圖片

主播

2005年與現任丈夫結婚，
婚 姻 及 1993年與貝索斯結婚，兩
此前離過一次婚，兩段婚
子女
人育有3子1女
姻共有3名子女
學歷

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畢業

南加州大學傳理系畢業

職業

小說家、慈善組織總監

前主播、直升機機師兼空
中拍攝專家

世紀離婚涉第三者
首富暗撻人妻主播
明，宣佈將與結婚 25 年的妻子麥肯齊離婚，轟動全
球，外界紛紛揣測二人離婚原因、身家分配，以至亞馬遜
股權分佈及運作會否受影響等。美國多份小報和八卦新聞
網站引述消息指，這場世紀離婚原因在於第三者介
入，明日便滿 55 歲的貝索斯被指於去年戀上 49
歲的前霍士電視台主播桑切斯，雙方背着
各自妻子和丈夫幽會 8 個月，貝索斯多次
向女方傳送情慾照片，日前的金球
獎慶功宴上兩人更毫不避

貝索斯和麥肯齊的聲明未有提及離婚原因，僅稱
為遇上對方感到幸運，日後再見亦是朋友，

貝索斯與麥肯齊是普林斯頓大學校
友，不過兩人畢業相差了 6 年，在校內
無緣見面，直至 1992 年麥肯齊畢業到

「即使當年我們知道將於 25 年後分開，我們還是會
選擇在一起。」

經主播夫介紹 拍片生情愫

■麥肯齊或分得巨
額財富。 網上圖片

紐約對沖基金 DE Shaw 求職，才遇上
當時擔任基金副總裁的貝索斯。兩人迅
即開展一段辦公室戀情，拍拖半年更火
速拉埋天窗。
麥肯齊接受時尚離誌《Vogue》訪問
時透露，她當年的辦公室就在貝索斯隔
壁，經常聽到對面傳來他獨特的笑聲，
令她逐漸被吸引，主動出擊。麥肯齊有
一次邀貝索斯午餐，兩人一拍即合，拍
拖 3 個月便訂婚，3 個月正式結婚。婚
後兩人齊齊告別紐約，移居西雅圖，亦
正是在當地貝索斯創立了自己的網上書
店，亦即後來的亞馬遜。
■綜合報道

可分5400億 勢成全球女首富
彭博通訊社統計數字顯示，貝索斯
的總資產高達 1,370 億美元(約 1.07 萬億
港元)，麥肯齊離婚後能否「分身家」
引起關注。英國《太陽報》和美國
TMZ 網站均引述消息指，貝索斯夫婦
未有簽訂婚前協議，根據兩人所居住的
華盛頓州規定，配偶離婚後將平分資
產，意味麥肯齊有機會分得 690 億美元
(約5,409億港元)，勢必超過歐萊雅集團
繼承人梅耶斯，成為新的世界女首富。
貝索斯的資產大多來自亞馬遜的股
份，亦在得州、華盛頓州、加州比華利
山和紐約曼哈頓等地擁有多項物業，是
全美國第 25 大地主。由於亞馬遜是在
貝索斯婚後創立，因此麥肯齊理論上將

可分得貝索斯所持亞馬遜股份的一半，
以及其他婚後所購置的物業資產。
不過有專門處理名人離婚案的律師
估計，貝索斯夫婦應該已就財產分配達
成共識，相信麥肯齊獲分的資產將少於
一半。另一名離婚律師也指，考慮到亞
馬遜的上市企業地位，貝索斯和麥肯齊
的離婚應該不會鬧上法庭，雙方很大機
會私下解決，因為一旦上法庭，可能會
被迫公佈一些影響股價的資訊。
若貝索斯需向麥肯齊分享大筆財
產，現時身家 925 億美元(約 7,251 億港
元)的微軟總裁蓋茨也可能重新登上全
球首富之位。
■綜合報道

身家估計多達 1,370 億美元(約 1.07 萬億港元)的貝
索斯與 48 歲的麥肯齊識於微時，貝索斯經營全球最
大電商平台，麥肯齊則是獲獎女作家，並成立自己的
反欺凌慈善團體，向來被視為科網界模範夫妻。兩人
育有 3 子 1 女，其中女兒是從中國收養，一家人去年
9月還曾在邁阿密慶祝銀婚紀念。
不過美國小報《國民問詢報》稱，貝索斯當時其實
已經與桑切斯搭上。據其他報道指，貝索斯與桑切斯
最初是經後者丈夫、荷里活著名經理人懷特塞爾認
識，擁有直升機駕駛牌的桑切斯後來獲邀到貝索斯個
人名下的太空公司「藍色起源」駕駛直升機，為貝索
斯拍攝空中片段，兩人經常相對下開始日久
生情。

小報爆情慾短訊
兩周偷歡 6 次

■桑切斯曾為霍士節目主持
桑切斯曾為霍士節目主持。
。
據傳搭上貝索斯的 49 歲前霍
士主播桑切斯一夜間成為全球
焦點，據報她結過兩次婚，與
第一任丈夫有一名兒子，與結
婚 13 年、正在辦離婚的現任丈
夫懷特塞爾亦育有兩名孩子。
桑切斯在 2016 年考獲直升機
牌，並成立自己的空中電影拍
攝公司，曾為電影《鄧寇
克大行動》擔任空中拍
攝顧問。
墨西哥裔的桑切
斯生於新墨西哥
州，在南加州大學修
讀傳理，畢業後即投

桑切斯去年秋季與懷特塞
爾分居，跟貝索斯更為火
熱，兩人去年 10 月曾在邁阿密結伴夜
蒲。《國民問詢報》更稱，貝索斯多次向女方
傳送情慾短訊和自拍照，又以私人飛機接載桑
切斯到愛巢鬼混，甚至曾在短短 14 天內齊齊背
妻背夫偷歡 6 次，其中最離譜一次是貝索斯乘出
席兒子在麻省理工的家長日之機，與桑切斯在一
家人入住的波士頓酒店內鬼混。

「我想聞你的氣味 我想把你吸進去」
《國民問詢報》昨日進一步公開兩段情慾短訊
的內容，其中一段短訊於去年4月發出，即貝索
斯宣佈離婚的9個月前，當中貝索斯寫道：「我
愛你，活潑的女孩。我會給你看我的身體、我
的嘴唇和我的雙眼，很快。」另一段 5 月 13 日
的短訊更露骨：「我想聞你的氣味，我想把你
吸進去，我想緊緊抱着你……想吻你的唇……
我愛你，我愛着你。」
不過接近雙方當事人的消息人士均力圖澄清
這段並非婚外情。《紐約郵報》引述消息稱，
桑切斯與懷特塞爾的感情早已生變，桑切斯並
向對方表明自己正與貝索斯交往。無獨有偶，
接近貝索斯的消息人士亦聲稱，貝索斯和麥肯
齊去年已經分開，男方之後才和桑切斯戀上，
麥肯齊亦知道兩人拍拖，「桑切斯在金球獎上
與貝索斯一起，因為兩人正在交往。」
至於為何前日才正式公佈離婚，有報道指
因為貝索斯得知《國民問詢報》要公開他和桑
切斯的關係，所以搶先一步，亦有報道指因為
兩人離婚涉及亞馬遜股權結構變動，所以打算
在申報文件曝光前先行公開消息。
■綜合報道

■桑切斯身材火爆
桑切斯身材火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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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或需改同股不同權

女方主動 6 個月閃婚

■兩人在金球獎慶功宴出雙入
對，貝索斯還戴着婚戒。

嫌地出雙入對。

■麥肯齊與貝索斯
育有 3 子 1 女。
網上圖片
與貝索斯結婚 25 年的麥肯齊本身就
是一名才女，她至今出過兩本小說，首
本 小 說 《The Testing of Luther Albright》即獲得美國圖書獎，2014 年她
更創立反欺凌機構並自任總監，致力減
少校園和網上欺凌行為。
麥肯齊首本小說於 2005 年出版，直
至 2013 年才出版另一本《Traps》。她
當時表示，由於需時間照顧子女，故遲
遲未能出版新作，又指 2013 年為了專
心寫書，特別在夫婦的家附近租用一間
公寓。
麥 肯 齊 於 2014 年 成 立 反 欺 凌 組 織
「旁觀者革命」，出任總監一職，她指
出，成立該組織的主要目的，是向社會
傳播友愛及勇氣。「旁觀者革命」網站
顯示，組織致力向被欺凌者提供幫助，
並會與女星莉莉歌蓮絲(Lily Collins)等
名人合作拍攝宣傳短片。貝索斯和麥肯
齊去年承諾向慈善基金捐助 20 億美元
( 約 157 億 港 元)， 支 援 流 離 失 所 的 家
庭，以及不發達地區的幼稚園。

亞馬遜創辦人兼全球首富貝索斯前日突然發表聲

空中拍攝女強人
新歡兩段婚姻

網上圖片

創反欺凌組織
髮妻小說得獎

斯婚外情。
報》大爆貝索
■《國民問詢

網上圖片
身電視界，由幕後做到幕前，
2005 年擔任霍士真人騷《舞一
叮》主持，並於2011年至2017
年間擔任洛杉磯霍士早晨節目
《Good Day L.A.》 主 播 。 除
了擔任主播外，桑切斯亦經常
在電視劇或電影中客串，《明
日之後》、《賤熊 2》和《搏
擊會》等電影都可見她的身
影。
熱愛直升機的桑切斯 2016 年
考獲直升機駕駛執照，並創立
高空拍攝公司 Black Ops Aviation，是首家由女性創立的同
類型公司。
■綜合報道

根據亞馬遜去年股東會的文件，貝
索斯持有公司 16.3%股份，是最大股
東，分析指由於亞馬遜是貝索斯和麥
肯齊婚後才創立，屬於婚後夫妻共同
財富，一旦需要分身家，半數股份很
可能需要轉到麥肯齊名下，隨時可能
對亞馬遜未來管治甚至股東利益產生
深遠影響。
喬治梅森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尼蘭表
示，大部分企業高層離婚個案，當事
人大多在婚前已經事業有成，並累積
一定財富，分身家時未必需要動用股
份等資產。即使真的要分身家，當事
人亦可以透過將物業或其他資產分給
另一半，避免將持股拆分。
但尼蘭指出，貝索斯的個案完全不
同，因為他絕大部分財富均與亞馬遜
有關，因此難以避免要讓亞馬遜的股
份轉手。專家指出，像貝索斯的個案
非常罕見，在記憶中類似的個案只有
一宗，就是傳媒大亨梅鐸 1999 年與
結婚 30 多年的第二任妻子離婚，不
過據報當時雙方簽了婚前協議。
尼蘭估計，若麥肯齊獲得亞馬遜部
分股份，將導致公司被迫改變架構，
如提出「同股不同權」機制，確保貝
索斯保留足夠投票權。西雅圖律師施
塔克估計，亞馬遜部分保守派股東將
提出協議，確保貝索斯地位，並要求
麥肯齊放棄索取股份或投票權。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