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得

民）「學生動源」是一個成立

僅4個月的「港獨」組織，據本報記者了解，其召集

人至少有5人，包括剛宣佈辭任召集人的陳若飛。雖

然他們多是20歲以下的青少年，但其中多人早在幾年

前就已熱衷政治活動，與多個激進組織關係密切，其

中兩名發起人更是黃毓民的信徒。

「學動」五獨
與激進派關係密切 兩發起人是黃毓民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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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激進
「本土」組織公然在校園煽動「港
獨」，令教育界譁然。風采中學校長、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昨日指出，教
界中人要「積陰德」，應表明「港獨」
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非鼓吹學生
討論；香港社會可享有言論自由，但言
論自由與守法自律應相輔相成。
何漢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學校
在引導學生在校內思考「港獨」議題上
有一定的難度，教育局卻未有指引讓學

校依循，亦無明顯角色，「一方面指教
師處理有錯就要負責任，另一方面又指
教師有能力處理港獨議題」，質疑當局
的處理手法有如「局外人」，是任由教
師「自生自滅」。
他建議，當局應徵求律政司的意見，

發表通告明確指出「港獨」違法，不能
有組織或串連，更不容許所謂的「行
動」，「教育局應有擔當，表明如何平
衡思想自由及行動自律，局方要有說
法，而不是要教師獨力面對問題。」

獨家報道

羅太：校園不容鼓吹「港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分子密謀入

侵校園「播獨」，事態嚴重。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前教
育統籌局長羅范椒芬昨日強調，絕對不能容許在學校內
鼓吹「港獨」思想。她認為，「港獨」議題涉及複雜的
政治範疇，中小學生在資料不齊全情況下討論，可能會
有反效果。學校倘發覺有相關的問題感到難以應付，可
諮詢教育局尋求權威意見，又或邀請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等到學校與學生分享。

倡教育局發清晰指引
羅范椒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每個學生都需

要學習香港基本法，教師需按照學生的不同年齡層次採
取不同的教學方法，如小學生就像要謹記「法例不准殺
人」、「講大話唔係好事」等，謹記基本法說明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到初中，學生可以認識鴉片戰
爭歷史，了解香港被「割讓」的過程及回歸國家的歷
史；到更高年級，可讓學生知道基本法草擬過程，及
《中英聯合聲明》談判過程等史實。

籲校方邀人代談分享
被問及有主張「港獨」的學生在校內成立「本土關注

組」，羅范椒芬表示，「我唔覺得呢類組織可以在學校
名正言順成立，還參選學生會會長。」她建議校方專注
處理這類學生，「要同佢哋家長見吓面，了解家庭背景
究竟點樣影響緊佢」，還要追溯到教師培訓範疇。
她強調，學生必須清楚討論的底線，就是香港不能成

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不能脫離中華人民共和
國，這是「堅定不能移」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港獨」激
進本土組織「學生動源」除了在網上呼籲中學
生在校成立所謂的「本土關注組」參選學生
會，更設街站公開派發宣傳單張與「招募表
格」，公然「招兵買馬」。有中學校長及教師
坦言「紙張易擋，網上表格難防」，將加強提
醒學生小心保障個人私隱，免落入他人手中作
不法用途。
教育界立法會候選人、福建中學（小西灣）

校長蔡若蓮昨日指出，該「招募表格」目前有
機會透過街站派發或網上方式滲透，「老師一
般都會時刻留意，如有單張在校傳閱必會發
現，因此它以實物形式進校的機會不大。」至
於網上的表格才是問題所在，蔡若蓮表示，教

師們只能提醒學生小心保障個人私隱，別隨意
將個人資料交給他人或組織。她又呼籲家長留
意區內有否街站派發單張，家校合作杜絕
「獨」爪侵校。
中學教師、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該份

「招募表格」要求申請者填寫包括facebook及
Instagram等個人資料，更稱「需被加為好友
以作個人背景審查」，這代表申請者的朋友圈
將被該組織掌握，隨時被用作散播「港獨」思
想，更不能排除個人資料遭人惡意濫用，因此
他表明學校要教導學生保障私人資料，同時加
以制止這些表格侵校，「（學生動源）如同黑
社會招收會員一般，學校教師務必制止。」
教育界立法會候選人還有葉建源。

教界籲學生護私隱 網表勿亂填

據悉，這幾名召集人中，「政治資歷
最深」的應是身為「學生動源」發

起人兼召集人的謝財華（Anson）。

謝財華參加「普羅」課程
他的同學透露，Anson前年在香港道
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讀中六，當
時政改方案正在社會引起熱烈討論，謝
財華就在該校組織成立了一個學生組織
「政改關注組」，並以通識論壇形式在
校內主持「政改面面觀」活動。
其間，熱衷政治的謝財華參加過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開辦的「普羅政治學苑」
課程，而在今年2月的立法會新東補選
時，他也積極為被控「暴動」等罪名的
「本土民主前線」參選人梁天琦助選。

陳若飛愛持槍玩War Game
剛宣佈辭去召集人職務的陳若飛曾是
「學動」頭目。今年21歲的陳若飛是該
組織的積極分子，過往一直用「呀
非」、「張若非」為名，在「本民前」
旗下的網媒主持宣揚「港獨」節目，並
接受訪問。
據了解，陳若飛也是另一個激進組織的
成員，可能擔心外界知其底細，他從不用
真名，以「呀非」、「張若非」等名字開
設 面 書 （fb） ， 而 是 先 後 用 「Fei
Chan」、「FeiArkei Chan」的名稱註
冊。在面書中，上載有多張他在去年初參
加「War Game」活動時，蒙面持槍的相
片，以及近期「學動」在論壇及街頭的
「播獨」相片。

鍾翰林加入黃之鋒「衛隊」
被同學稱為「四眼仔」的鍾翰林，應

是最年輕的「學動」召集人。鍾翰林在

天水圍一家佛教中學就讀，新學年將升
中五。有認識鍾翰林的校友透露，別看
他年紀輕輕，但其實早在兩年前還在中
二時，他就以「學民思潮」成員身份參
加聯署反對政改方案。
由於他當時很崇拜「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更加入了網上專頁的「黃之
鋒親衛隊」，而在其fb中也貼有黃之鋒
接受訪問的相片。今年5月1日，他就
參與了「學動」成立後在上水舉辦的首
次活動「反水貨客」。鍾翰林與陳若飛
一樣，近期也經常在「本民前」旗下的
網媒主持宣揚「港獨」的節目。

「行動派」王學言最積極
至 於 人 稱 「 肥 王 」 的 王 學 言
（Tommy），目前在屯門一間基督教中
學讀書。據說，「肥王」在「學動」中
屬於行動派，經常可在該組織的「播
獨」街站中見其身影，而在反對派今年
七一遊行時，「肥王」亦最為積極。只
見他身穿寫有「學生動源」的T恤，在
街道旁不停揮舞象徵港英統治的「龍獅
旗」。

歐陽稱擅長兵法外交經濟
相對於其他召集人，歐陽（Au

Yeung Justin）也是該組織的發起人之
一，過往並不太高調，但由於陳若飛
「辭職」，而鍾翰林也不想對外曝光太
多，因此歐陽在近日以召集人的身份接
受訪問。但查看其fb，發現他在首頁上就
貼出自己的照片，並表明是「學生動源發
起人和召集人」，而在其fb資料的「專業
技能」一欄，他填有「兵法、經濟、歷
史、外交和軍事」，而「政治立場」則是
「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苑」。

「學生動源」公然擺
街站宣揚「港獨」訊

息，又設置網上表格，招攬巿民「入
會」，表格要求申請者提供大量私隱資
料。大律師馬恩國細閱該份所謂「成員招
募表格」後發現，該組織涉嫌觸犯《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可處第三級罰款，
最高可被罰10,000元。

根據「學生動源」facebook專頁指稱：
「本組織正在派發香港獨立宣傳單張並正
在招收成員，將港獨思潮散播全港各區、
散播校園。」馬恩國引用《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中的第一原則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當中表
明個人資料必須為了合法目的而收集，而
「學生動源」的「港獨」言論明顯已觸犯
香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難以符
合「為了合法目的而收集」的規定。

同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明文要
求某人收集個人資料時，必須以明確或暗喻
方式告知對方是「有責任提供該資料抑或是
可自願提供該資料」。馬恩國指出，當然不
能排除「學生動源」在派發表格時會以口頭
作此交代，但單從該份表格的書面內容而
言，似乎就欠缺了相關闡釋。

參與非法集會亦難脫身
問卷製作者有違法之嫌，那麼填問卷的

申請者又會否誤墮法網？馬恩國表示，單
單填寫問卷未必有問題，然而假如有人響
應號召參與集會，情況就變得複雜，「中
學生對法律未必有太大理解，跟隨朋友前
往某個地點聚集，隨時觸犯法律。」

他強調，學生假如「唔知頭，唔知路」被
臨時召集，參與未經警方批准之遊行集會，
人數一旦超過法例規限，即成非法集結，
「到時後悔要從人群中脫身亦非易事，隨時
無辜犯法」，奉勸學生三思。 ■姬文風

����&& 大律師：招募表涉違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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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促教局發指引

大起底

■■大批大批「「學生動源學生動源」」成員今年成員今年55月月11日在上日在上
水參與水參與「「反水貨客反水貨客」」行動行動。。這是該組織在這是該組織在
今年今年44月宣佈成立後首次公開活動月宣佈成立後首次公開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姬文風）
鼓吹「港獨」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源」近
期在全港多處街頭高調宣揚「港獨」，但路
過的市民均無興趣，幾乎沒有人停步；又在
臉書（fb）高調宣稱已在十多家中學成立了
「本土關注組」，特區政府以及教育界、法
律界等社會各界均對該組織欲在校園「播
獨」予以強烈譴責。不過，這個與「港獨」
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黨」關
係密切的中學生組織更在其fb專頁上設置
「成員招募表格」，招人入會，宣稱「九
月，本土思潮將會全面進校」。
據了解，「學生動源」目前有六十多名活

躍成員，不少成員長期跟隨「城邦派」等
「本土組織」活動，更參與激進反對派的
「政治培訓」，藉暑假期間在街頭「播
獨」，再加上目前正值立法會選戰熾烈，及
某些主張「港獨」者被裁定提名無效，「學
生動源」在其他「港獨」組織的暗中支持
下，本月以來已加快了「播獨」工作，不但
在網絡、在街頭、甚至在大眾媒體上都公開
宣稱港獨，更不諱言要將「港獨思潮」散播

到全港四百多間中學校園。

街站遇警察即撤走
記者日前在西環、深水埗等地看見「學生動

源」開設街站「播獨」，但路過的市民均沒有
興趣，幾乎沒有人停步。由於該組織開設的街
站並沒有事先申請，因此每當有巡邏的警察前
來查問時，這些街站均很快就撤走。
除了公開「播獨」外，「學生動源」近日

在網頁上設置「成員招募表格」，據悉，為
了防止有「不明人士混入」，該組織加強
「個人背景審查」，要求參加者填上一系列
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年齡、性別、電郵、
WhatsApp、就讀學校及年級等資料，同時
要提供不同的社交平台賬戶，以檢查其過往
的政治取向。
據了解，今年4月初才宣佈成立的「學生

動源」，開始時約有三十多名活躍成員，首
個公開「抗議活動」是5月1日的「光復上
水」，記者當時在現場觀察，十多名參與者
大部分身穿黑色T恤，並戴上口罩作掩飾，
但他們想打出「學生動源」的旗幟時，立即

被在場的警員禁止。
在「六四」及「七一」公眾集會期間，
「學生動源」也跟隨其他激進「本土派」組
織，在街頭宣揚「港播」。本月5日晚「香
港民族黨」在添馬公園舉行的「港獨大集
會」時，「學生動源」多名成員也有參與，
其網頁也貼出多張當晚的集會情況。

■「學生動源」在上周六曾在石塘咀開設
「播獨」街站。 網上圖片

街頭街頭「「播獨播獨」」無人問津無人問津

■在「學生
動 源 」 fb
上，有多張
該組織今年
七一遊行時
在街頭宣揚
「港獨」的
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