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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陳冠希（左）暗指
借他搞宣傳
Cammi
陳冠希（左）與
的親密照曝露
Cammi
兩人關係

發聲明
Edison
1
暗斥 Ca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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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 冠 希 （Edison） 跟 十 六 歲 「 模 」
Cammi（謝芷蕙）的親密照曝光後，Edison 立即跟 Cammi 劃清界線，斷絕來往。但
最近有周刊指二人藕斷絲連，Edison 經常秘密叫 Cammi 往其淺水灣寓所短聚。在四月一日
發現 Cammi 於深夜乘的士到了那裡，並逗留四小時才離去。昨日 Edison 立即透過公司發出聲明
，強調很久沒有跟 Cammi 聯絡，不會就不實的報道作回應。

Cammi 不作回應聲明

■電話：25757181

Edison 昨日透過公司向傳媒發出一段英文的聲明，內文大致表示很久沒有跟這個人（指 Cammi）聯
絡了，他指雜誌的報道荒謬，絕非真實，所以他不會就此作出任何回應。Edison 亦坦言厭倦有人借他之
名作宣傳，他希望大家過得快樂，亦希望自己能在沒有任何故事或傳聞的情況下自由生活。
而 Edison 的公司亦稱雜誌在未查證相關事實之前，做出不實的報道已經嚴重影響危害公司藝人，現
將對此不實報道保留一切法律追訴權利，必要時將採取相關法律行動。而謝芷蕙的經理人亦發出聲明
，表示不會就此報道作出任何回應，亦不會就陳冠希先生的所有事情作出任何回應。Cammi 亦多謝
大家關心，希望事情會盡快過去，可以專心讀書及工作。

望過沒緋聞自由生活

■傳真：28345104

陳冠希聲明回應全文如下： 「
First off, I haven't seen or contacted this
person （Cammi） in many many months, nor do I wish to have contact
with her. The details in this magazine are absurd and have no truth so nor
do I wish to commentor respond to anyone's writings/reports in the
magazine as I have found them to be from unreliable sources. I am
tired of having people using me for promotion and for stardom,
please I wish everyone well,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ish
myself to be well and to be able to live my life
freely without stories and rumors that
potentially damage my own personal
well-being.」

貝安琪拍戲兼任瑜伽教練

▲

▲貝安琪拍戲之餘，擔任瑜伽私人
教練
馬詩慧（右）攜同兒子齊看首映

法拉（左
起）、鄭丹瑞
和敏之齊出席
活動
▲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

▲有周刊報道 Cammi 仍與陳冠希交往
陳冠希透過公司發聲明跟 Cammi 已
沒交往

西片《超級戰艦》前晚舉行首映禮，出席的有貝
安琪、馬詩慧與兒子等。貝安琪現在除了做幕前演出
外，亦當瑜伽私人教練，她表示早前推出的瑜伽
DVD 反應不錯，至今已推出初級、中級和高級班。
平時她亦有做私人教練，每堂約有三十個學生。不
過，她仍會以電影工作行先。貝安琪又謂最近都有
學 kick boxing，希望自我增值及對拍動作電影
有幫助。
馬詩慧前晚與兒子結伴到
場，老公王敏德因為工作在身
未能出席。她指兒子愛看科
幻片，最想做英雄人物，
小時候最喜歡扮超人、變
形俠醫等。那兒子是否
也具備英雄感？馬詩慧
笑指兒子只差未變身，但
平時常說要保護她，試過
她穿低胸裝出街被人望，
他立即將她的衫拉高。

▲

法拉只想投
資買樓收租
Jeana 穿上透視
裝出席首映禮

▲

Jeana 自恃身材
無視 Mag 露背
電影《起勢搖滾》首映禮前晚舉行，出席的有 Mr.
、Jeana、林德信、林欣彤（Mag）、詩雅、溫碧霞等
，Mag 難得穿上大露背裝，但仍不及低胸透視的 Jeana
搶鏡。Jeana 亦無視 Mag 這個對手，問到她為何不脫外
套時，她就得戚地笑說： 「都要看是否有對手。」問
到她是不是覺得無人能及她？她笑言都要留意一下。
她又解釋穿外套不是怕走光，她已做足安全措施，只
是想有些安全感，她為了這套衫，更特別買了新胸圍
來配襯。

法拉投資保守
望買樓收租
陳法拉、陳敏之與鄭丹瑞等人，昨日到電視城為無線新節目《智強
積金王》進行錄影，法拉的投資態度十分保守，寧願持大量現金也不冒
險投資，更自嘲沒橫財運，所以有穩定收入已心滿意足。至於敏之媽咪
因從事保險，所以成為她的投資經理，全權負責她的財務。
有感現時香港樓價高企，股票市場又不穩定，所以陳法拉寧願多持
現金也不想冒險投資，她說： 「銀行職員也建議我將現金用來投資，但
我對外幣又不熟悉，自己持美國護照又開不到人民幣戶口。（叫男友代
你開戶口？）不行，那是我的血汗錢，不可以放在別人那裡。」不過尚
未在港置業的法拉，坦言一直有留意樓市，她說： 「我睇樓都睇了很久
，主要想用來收租，將軍澳由最初三千多元一呎，現在升到六千多元，
看到都買不落手，香港樓價之高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敏之財務交母親管理

陳敏之也想買樓收租，目標是一千呎左右的單位，她說： 「但現在
樓價很貴，首期方面要再努力。」對於不少市民期望梁振英做特首後對
樓市有動作，敏之說： 「希望到時會跌少少啦！現在可以做定功課。」
至於股票方面，敏之自言認識不多，所以交由母親管理。提到強積金的回
報不佳，敏之就樂觀道： 「強積金是長線投資，總會有升跌，長遠計始終
會升的。」

Ella 自行傾談理想價簽 BMA
官恩娜（Ella）和趙增熹昨日到銅鑼灣為某時裝品牌
擔任新店開幕嘉賓，並壓軸行騷亮相，不過趙增熹卻顯得
十分不自然，事後他笑說是首度行騷，真的非常不習慣，
平 日 在 舞 台 上 彈 琴 就 多 ， 在 旁 的 Ella 便 笑 說 他 榮 升
「
Catwalk Model」，可以多一份工作。
談起有指 Ella 將以五百萬加盟 BMA，踢走謝安琪做一
姐之位，Ella 表示有看過報道，坦承跟經理人公司合約已滿，
不過想先專心完成新劇，約五月中才去計劃其他，問到是否有跟
BMA 談過，或以 BMA 作為首選？Ella 都一而再表示說： 「好多東西都
未落實還傾緊，但知道好多人都支持，（好多公司向你招手？）不方便
講那麼多，大家都不要問啦。」Ella 又稱不知道別人的情況，問到加盟
首要條件會否要做一姐？Ella 即一臉嘩然，未有正面回答之餘再轉移話
題，表示很高興可以繼續做這一行，因為知道機會是要好好把握，若錯
失就會影響甚大。

Alan 沒當女友是家人

最近被傳媒踢爆與富家女 Sally 拍拖的 Mr.主音
Alan，被問到有否請女友來捧場？他卻表示不知道
，又指見不到對方；後來好兄弟 Dash 踢爆表示見到
她。Alan 仍表示未必見到她，他自己有票也會先給
家人。問到他不當對方是家人嗎？他表示沒那麼快
，現時只是女友。當晚也未必會坐在一起，畢竟今
次是首次拍戲，大家之前都沒有膽看，只希望有不
錯的回響，令他們再有拍戲的機會。
林德信表示有邀請父親林子祥（阿 Lam）來捧
場，但當知道是公開場合後就表示要視乎時間，最
後都未見阿 Lam 出現。問到他遲些會否再跟父親一
齊欣賞？林德信表示不會了，他覺得看一次就夠。但前晚
哥哥、妹妹都有來捧場。另外，詩雅透露早前被數個初中
生跟蹤回家，保安人員竟主動開門給他們，她都覺得缺乏私
隱，希望稍後可以搬屋。

出道八年自認大個女

不過現時面對的都是新事物，畢竟自己出道八年至今都是同一公司，Ella
更承認由她自行傾談，她很有氣勢地說： 「我大個㗎啦，可以自己傾！」惟
記者隨即着她要小心行事，Ella 即時嚇怕說： 「唔係啩，那我真的要諗清楚
，（價錢你都比謝安琪高？）我不知其他人，（那你覺得自己值嗎？）不方
便講個價錢，不過是不錯，如果人家給我都無理由否定。」

▲ Ella 笑指初次行騷的趙增熹榮升
「Catwalk Model」

劉若英指拍戲無阻生 B
劉若英、徐若瑄、任賢齊、房祖名及鍾鎮濤等，昨日應邀到澳門出席金沙城中心
開幕禮。最近劉若英就裝修事件被法庭判決敗訴，要罰款數萬元，她表示那已是很久
的事，並會尊重法庭的判決，問到老公有否安慰她？她笑說這些私底下再說。對於有
消息指她秘密懷孕，她笑着否認： 「我今天穿高跟鞋，就證明還沒有 BB，我會努力
。」她又坦言正考慮再拍戲，那可會影響生 B 計劃？她認為沒問題，就算懷孕仍可以
拍戲的。問小齊會否傳授生仔秘訣給她？小齊笑言要私底下和她老公溝通。

祖名帶柯震東見識

▲

▲

▲ Mr.的 Alan（右二）直言沒當女友是其家人
林欣彤難得穿上露背裝出席活動

▲劉若英（左）和小齊一
起出席活動
祖名表示不介意為父親
包辦生日派對

徐若瑄被問到舊愛馮德倫被拍得與舒淇約會，她坦言沒留意該新聞，但說
兩人都是她的好朋友，如果他們真的相戀會祝福他們。房祖名早前為父親成龍
慶祝生日，他笑謂當晚很安全、順利，自己送了首映門券給父親，但就未必會
一起欣賞。對於成龍有感做主人家太累，故表示明年不再搞派對，祖名直言不
介意為父親一手包辦生日派對。祖名又被拍到帶柯震東夜蒲，他表示只是盡地
主之誼，帶對方往蘭桂坊見識。至於柯震東與蕭亞軒被拍到同場，祖名表示沒
看到該新聞，那可覺兩人合襯？他笑說： 「我覺得她和我比較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