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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分布廣分割難
早已減持微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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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過萬億元身家

蓋茨梅琳達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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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全球著名富豪的蓋茨宣布與妻子
梅琳達離婚，外界最為關注兩人如何分
割估計高達1,460億美元（約1.1萬億港
元）的資產，分析指出，由於兩人共同
資產分布範圍極廣，意味分身家亦會更
複雜。

●離婚申請書由梅琳
達提出。
網上圖片

美最大農地地主

近年先後有多名科網企業創辦人離
婚，每次如何分身家都受到關注，最近
一 次 要 數 2019 年 亞 馬 遜 創 辦 人 貝 索
斯。不過相對而言，貝索斯分身家簡單
得多，因為他的資產大多數屬於亞馬遜
的股份，分身家時只要簡單地將股份切
割分給前妻便可。
蓋茨的資產分布則完全不同，他雖然
靠微軟發跡，但自 2000 年代起已經不
斷將持股轉到「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
金會」名下，去年更退出微軟董事會，
現時微軟持股估計只有約 1%，相關資
產佔其總身家相信不足 20%。蓋茨目前
最大資產是其名下投資公司 Cascade
Investment，並透過公司持有大量房地
產、能源及公營事業投資，更是美國最
大的個人農地地主。

●雙方在 twitter 賬戶發
表離婚聲明。 網上圖片

按例需對分 律師：但非強制
由於兩人是在華盛頓州入紙離婚，按照當地法
律，兩人在婚姻期內所得資產，都應由雙方對半
分割。不過當地律師解釋，對半分割並非強
制，法庭會視情況調整分配比例，加上兩人簽有
資產分配協議，意味外界可能永遠都不知道分身
家的結果。
蓋茨和梅琳達在離婚聲明表示，今後會繼續在
「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合作，三藩市離婚
律師馬澤伊認為，兩人怎樣「合作」才是關鍵。她
指出，即使在最和平的離婚中，當事人亦往往希望
盡量將基金會一分為二，以取得更大自主權，並減少
今後兩人互相來往。

基金會內部早分派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事實上近年「比
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內部早已一分為二，一批人專門
負責蓋茨感興趣的衞生科技範疇，另一批人則專注於推動梅
琳達較關注的性別平等。不過消息亦指出，兩人相對較務實，
傾向維持基金會現狀，避免分拆後損害基金會品牌價值和整體影
響力。
●綜合報道

●蓋茨突然宣
布離婚， 結束 27
年婚姻關係。
路透社

美國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前日

突然宣布與妻子梅琳達離婚，結束 27 年
婚姻關係，聲明形容離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

定，又稱今後會繼續致力於兩人聯名慈善基金會
的工作。美國傳媒公開兩人的離婚申請書，顯
●兩人過往甚少傳出不和
或婚變傳聞。
或婚變傳聞
。 網上圖片

示梅琳達是提出離婚的一方，原因是「婚姻
已無可挽救地破裂」，兩人已經分居一

●蓋茨夫婦育有兩女一子
蓋茨夫婦育有兩女一子。
。網上圖片

段時間，沒有婚前協議，梅琳達亦沒
有要求贍養費。不過文件顯示兩人已

蓋茨夫婦名下資產

簽訂資產分割協議，就如何分配估

豪宅

計值 1,460 億美元（約 1.1 萬億港
元）的身家達成共識。

蓋茨夫婦在華盛頓州和佛羅里達州等5個州擁有物業，其中位於華盛頓州麥地那的大
宅「Xanadu 2.0」，面積達6.6萬呎，共有20個房間、可容納150人的宴會廳及停放
30輛車的車庫，還有2,100呎私人圖書館，大宅可飽覽華盛頓湖景觀，價值1.25億美元

婚變無先兆 「經深思熟慮」
蓋茨與梅琳達的離婚事前可說完全沒有先兆可
言，兩人前日分別在個人 twitter 賬號發表一模一
樣的聲明，宣布離婚，「在經過深思熟慮和努力
挽救後，我們決定結束婚姻關係。過去 27 年間，
我們養育了 3 名傑出的子女，建立了一個基金會，
為全世界努力，讓所有人過着健康和有意義的生
活。」聲明稱，他們今後會繼續共同致力於「比
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但到了人
生的下一個階段，我們不再相信我們能以夫妻身
份 一 起 成 長 。 （ Ｗ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聲明沒有透露兩人確實的離婚原因，以及身家
分配等細節，僅懇求外界尊重他們和家人的空間
和私隱。

模範夫妻 屢晒恩愛
現年 65 歲的蓋茨與 56 歲的梅琳達在 1987 年相
識，當時梅琳達剛加入蓋茨創立的微軟不久，兩
人未幾相戀，1994 年在夏威夷結婚。兩人過去甚
少傳出不和或婚變傳聞，反而經常在社交媒體和
訪問中公開「晒恩愛」，例如去年情人節，蓋茨

便上載與梅琳達摟腰結伴出遊的合
照，盛讚妻子是「人生最佳伴侶」；
2019 年 Netflix 製 作 蓋 茨 傳 記 紀 錄
片，當時蓋茨亦形容兩人是「真正平
等的伴侶」，並表示如果這一刻就要
死，死前最後一句要說的話必定是
「感謝梅琳達」。

聯名基金會勢受影響
不過梅琳達在 2019 年兩人結婚 25 周
年紀念時也說過，蓋茨每天工作 16 小
時，很難抽出時間陪家人，形容這段婚姻
有過「非常艱難」的日子。蓋茨與梅琳達的
25 歲大女兒珍妮弗則在父母宣布離婚後，在
Instagram 發出限時動態，形容這段時間「對我
們全家人來說極具挑戰」，「我這一刻還在學習
如何自我消化種種情緒，同時好好照顧家人的心
情。」
蓋茨與梅琳達原本是全球最富有的夫妻之一，
《福布斯》雜誌估計蓋茨身家達 1,300 億美元（約
1 萬億港元），彭博社則估計達 1,460 億美元，因
此兩人身家如何分配，以及「比爾與梅琳達．蓋
茨基金會」未來如何運作，都備受各界關注。基

（約9.7億港元）。
佛羅里達州牧場價值5,900萬美元（約4.58億港元），主要供長女珍妮弗練習馬術。
2014 年斥 1,800 萬美元（約 1.4 億港元）在加州購入豪宅，可飼養 50 匹馬；去年再花
4,300萬美元（約3.34億港元）購入聖迭戈附近一幢5,800呎豪宅。
農地
蓋茨夫婦是美國擁有最多私人農地的人，在18個州份合共擁地24.2萬畝。
名車
名下座駕包括保時捷、積架及法拉利，最昂貴是全球限量不足1,000輛的保時捷959，
估計價值200萬美元（約1,553萬港元）。
私人飛機
蓋茨相信擁有 5 架私人飛機，其中兩架 Gulfstream G650ER，每架價值
6,500萬美元（約5億港元），並有多架直升機。
藝術品
最著名藏品為意大利巨匠達文
西的《萊斯特手稿》，於
金會發聲明，表示蓋茨和梅
琳達將留任基金會共同主席及信託人，
繼續攜手打造基金會的策略及推動慈善事
業，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賴希指出，由於
基金會屬於「家庭基金」，兩人的離婚勢必對
基金會運作產生重大影響。
●綜合報道

曾因爭取署名吵大鑊 「女權衛士」不甘活在陰影
達得償所願。

撰書談提升女性地位
●蓋茨夫
婦在非洲
探訪患病
兒童。
網上圖片
外界對梅琳達的認識，一直是「微軟創辦人蓋
茨的太太」，不過多年來她其實一直尋求走出丈
夫的陰影，發展自己最注重的事業，例如關注女
性權利和性別平等等，更曾為了夫婦聯名基金會
的公開信署名問題，與蓋茨有過激烈爭執。路透
社便形容，如今兩人各走各路，或許正好讓梅琳

梅琳達 2019 年出版《提升的時刻》一書，提
到 2013 年曾向蓋茨提出，讓她參與撰寫「比爾
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年度信函，未料卻
變成一場爭執，蓋茨認為多年來信件都是以他
個人名義發出，行之有效，沒有必要改變，只
肯讓梅琳達以自己名義撰寫另一篇文章，與年
度信函共同發表。直至 2015 年，梅琳達才成功
爭取讓自己在年度信函中共同署名。
梅琳達形容，「他（蓋茨）需要學習如何做
到平等，我則要學習如何站出來、實現平
等」，又形容自己的性格向來害羞和內向。

1994 年拍賣會以 3,000 萬
美元（約2.33億港元）投
得，目前存放於西雅圖
大宅圖書館內。
●綜合報道

科企富豪頻離婚

貝索斯（亞馬遜行政總裁）
全球最大電子商貿企業亞馬遜的行政總裁貝索斯，2019 年
與妻子斯科特離婚，結束長達 25 年的婚姻。當時貝索斯身家達
在 2015 年梅琳達便自行創辦關注
1,372
億美元（約 1.06 萬億港元），斯科特獲分配 4%亞馬遜股
女性和家庭議題的投資公司 Pivot份，價值約 380 億美元（約 2,951 億港元），使她躍居全球女富豪
al Ventures， 而 《 提 升 的 時 刻 》
榜第3位。
一書亦正正是討論提升女性地
馬斯克（Tesla行政總裁）
位。她在書中序言寫道：
電動車巨企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曾經歷兩段失敗婚姻，其中與第二
「世界終於醒覺，如果全
任妻子、英國女演員 Talulah Riley 兩度結婚均離婚收場，第二次婚姻僅維
球有一半人被限制腳
持 18 個月。據悉馬斯克以現金和其他資產支付 1,600 萬美元（約 1.24 億港
步，便沒有任何人可
元）分手費。
以前進，數據非常
布林（Google創辦人）
清晰︰提升女性
Google共同創辦人布林2015年與妻子沃西基離婚，結束8年婚姻。布林當時身
地位可以改變
家估計為300億美元（約2,330億港元），兩人達成和解，但沒有公開分手費。
社會。」
埃利森（甲骨文創辦人）
●路透社
埃利森曾4度離婚，過去有過多次離婚協議，但都沒有影響他的公司股份。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