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度甚為猖狂的「港獨」勢力在激進路線
退潮下遭到重挫，其支持者群內「哀鴻遍
野」，紛紛在網上質疑其頭目「去咗邊？」

據了解，「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頭目梁天琦、黃台
仰、梁頌恆、游蕙禎已四散搵食，既無力號召支持者，更自身
難保。「香港民族黨」自從赴台勾結「台獨」組織遭痛擊後，
處處碰壁下唯有靠街站製造存在感。

擺街站 售「獨」品 勾外力
面對社會各界抵制，各「獨派」組織為求生存，主要靠三招
「吊命」，分別是：擺街站宣傳和參加論壇以保持人氣；銷售
「港獨」產品以籌募資金；加強與海外分裂組織勾連以擴大影
響。
「本民前」的梁天琦及黃台仰，因涉旺角暴亂事件而被控
「煽暴罪」及「暴動罪」。二人在港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內」被「本土派」斥為無膽匪類，「外」被刑事檢控，如今
只能轉投外地反華組織。
黃台仰去年12月曾赴台灣參與「五獨」（「台獨」、「港
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分裂組織的串連活
動。3月下旬，黃台仰赴美，連同「在美進修」的梁天琦先後
參加了兩個反華組織的會議。
由於自知名聲太臭，黃台仰平時不敢在香港街頭公開露面，
只靠網台節目胡吹神侃。至於「本民前」的擺街站活動就只靠
一批「二打六」成員負責了。
「青症雙邪」游蕙禎梁頌恆兩人自被DQ後，早成反對派的

棄子，反對派早前幫「瀆誓四丑」（羅冠聰、劉小麗、梁國
雄、姚松炎）籌款，也沒預梁游一份。4月26日，警方更以涉
嫌非法集結拘捕游梁。此前游梁已遭立法會秘書處追討186萬
元的薪津，「青政」為他們搞的「上訴眾籌」目前也僅籌到目
標的一成多。
刑事民事官司纏身，游梁目前幾乎絕跡於本港公開場合。但
他們的「港獨」行徑被境外「獨派」組織看中，4月中，游梁
竄訪台灣，與「台獨」、「藏獨」組織成員會面，其間他們出
席了所謂「藏港台圓桌會議」，妄稱交流如何尋求「自決前
途」。在與「台獨」政黨「時代力量」的「立委」林昶佐會面
期間，三人更一同拉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的「港獨」橫幅。

「民族黨」陷財困頹敗盡顯
至於最努力「掠水」（籌款）的，一定是「香港民族黨」。
本月初，該組織企圖通過城大學生會的協助，在城大校園寄賣
宣揚「港獨」的產品，但最終在校方禁令和學生評議會的否決
下鎩羽而歸。據了解，「民族黨」正陷入財困，其一直租用的
屯門工廠單位似有「退租敗走」跡象。
有區內租務代理透露，有疑是民族黨成員的青年早前頻頻查
詢細單位租金，言談間暗示現時租金負擔重。
據悉，「民族黨」現時租用的工廠單位年租金近15萬，連燈
油火蠟等雜費，估計開支不少。由於該組織兩名頭目陳浩天及
周浩輝都是與家人同住公屋單位，他們也無固定職業。
有街坊透露周浩輝平日看似不用工作，「有時見佢好晏先出
門，好似未瞓醒，着住拖鞋喺樓下行來行去玩手機，十足十係
個『廢青』。」 ■記者張得民

「香港民族黨」
海外串連：
■ 2月9日致函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美國制華

論壇＆街站：
■ 4月15日在大圍及天水圍設街站
■ 3月26日，分別在小西灣及九龍灣設街站
■ 3月23日，陳浩天參加港大學生組織論壇
■ 3月19日，在屯門擺街站
■ 3月10日，周浩輝參加城大學生會「藏獨」論壇
■ 2月18日，在藍田擺街站
■ 1月19日，周浩輝參加中大學生會「本土論壇」
■ 1月15日，在鑽石山擺街站
■ 1月8日，分別在青衣、紅磡、香港仔及將軍澳擺街站

賣物籌款：
■ 4月上旬借城大學生會辦事處寄賣「港獨」產品，遭校方禁止
■ 在網店售賣「港獨」衣飾
■ 企圖在維園年宵市場擺攤被禁

「本土民主前線」
海外串連：
■ 3月21-23日，黃台仰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出席反華組織「中

國公民社會研究院」主辦的「2017中國破局與民主新希望研
習營」

■ 3月31日，梁天琦與黃台仰在華盛頓出席「人權觀察」會議

論壇＆街站：
■ 4月16日，在觀塘設街站
■ 4月8-9日，在沙田設街站

賣物籌款：
■ 借臨時攤檔及網店賣「港獨」衣物

「青年新政」
海外串連：
■ 4月16日，梁頌恆赴台出席「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出席

者中有不少反華及「台獨」分子
■ 4月9日，梁頌恆與游蕙禎赴台出席海外「藏獨」組織舉辦的

「圖博/西藏－香港－台灣圓桌會議」

賣物籌款：
■ 在網店售賣「港獨」衣物
■ 企圖在維園年宵市場擺攤被禁

「學生動源」
論壇＆街站：
■ 4月23日，在荃灣擺街站
■ 4月22日，在大圍擺街站
■ 3月11日，在荃灣擺街站

賣物籌款：
■籌備網店售賣「港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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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路不通 三招「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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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蠢動 再滲校園
「學動」圖藉回歸20周年搞事 教界齊抗「獨」莫鬆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針對
「學生動源」又欲發動新一波「港獨入
校」行徑，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深
表蔑視更不以為然：「中學生的學習壓
力本身就大，『港獨』在校園根本無人
理會，也無市場。」教育評議會主席何
漢權則強調，辦學團體及學校應明確向
師生表明「港獨」違反基本法。
身為教聯會理事的鄧飛表示，過去有

頗多類似聲稱學生「港獨」組織，久不
久就會宣稱會有「行動」，「這次可能
想趁回歸20周年再搞事」。對於「學
動」表示欲借各種教育政策議題入校
「播獨」，鄧飛認為宣揚「港獨」應被
禁止。
他進一步解釋，不少學校政策仍在討

論階段，尚未定案及有落實日期，「如
果有心人要搗亂，任何政策都可被利
用。最緊要是教育局有具體指引，同時
前線教師緊守原則，那麽就不會被人借
題發揮。」
「有很多聲稱學生組織，其成員或幕

後主持未必是中學生。」本身是中學校
長的鄧飛指出，在校內，教學應遵從法
律及辦學團體規定，校外帶領學生參與
任何活動亦要避免刑事風險。「任何老
師，不論其個人立場如何，在校內校外
對學生的言行都要負責。」

辦學團體須表明「港獨」違法
何漢權則強調，「無論『港獨』組織

如何改變策略，萬變不離其『獨』！」
他指出，法庭陸續對旺角暴亂參與者定
罪判罰，這正是一個契機讓教育界教育
學生不能以暴力去追求所謂「理想」，
尤其是「港獨」言行。「打鐵還要自身
硬！無論『港獨』是否猖獗，社會及學
校都要做好『市民、國民、公民』三民
教育，全面長遠地建立正確的國家歷史
觀念及公民意識。辦學團體及學校應明
確向師生表明『港獨』違反基本法。」
他強調，教育界不必被「港獨」牽着

鼻子走，平時規劃好教育藍圖，例如為
中史科正名，培養正確觀念自然可以避
免學生被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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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寂大半年後，「學動」近期接連在荃
灣及大圍擺了3次街站。與以往不同，

這輪的街站不再是站在學校門口，而是設在人
流較多的天橋或路口。
據本報記者在場觀察，參與擺街站的只有4

人至5人。雖然通道上人來人往，卻幾乎無人
理會這批「中學雞」聲嘶力竭地「嗌咪」，有
時整整一小時都無人接單張，身穿「港獨」T
恤、「學動」召集人鍾翰林，也經常無聊地站
在一旁玩手機消磨時間。有目睹的網友在論壇
嘲諷「學動」成員似「毒男」，一味頭耷耷，
取笑「學動」擺街站喊話無人理睬他們。

假借教育議題變招播「獨」
「學動」成立超過一年，公開宣稱走「港

獨」路線，主要活動是向中學校園及中學生
「滲獨」、「播獨」。過去大半年，該組織發
展每況愈下，從去年8月時宣稱已協調超過60
間中學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但兩個月
後，已經完全沒有學生願意加入，至今這些
「本土關注組」幾乎全部都名存實亡。本報記
者查閱fb有關專頁，發現相當大部分「本土關
注組」網頁內容已長期無人更新。
自游梁兩人被取消議員資格，以及多名涉及旺

角暴亂的被告遭檢控及判囚後，一度在社會上甚
為猖狂的「港獨」活動轉趨低調。「學動」也因
絕大部分「本土關注組」停頓而面臨瓦解。
據了解，由於走的走、散的散，目前「學
動」實際上僅剩下十餘個成員，而活躍者只有
四五人。就算每周在網台的節目也只由鍾翰

林、Jimmy獨撐。
「學動」雖然已是「苟延殘喘」，卻還想垂

死掙扎。據了解，由於獲得幕後黑手的指點，
包括歐陽耀光、鍾翰林、王學言等「學動」核
心成員仍企圖在未來兩個月發動新一輪入校播
「獨」活動。在汲取了過去「入校播『獨』」
失敗的「教訓」後，「學動」為爭取獲得學生
的認同，新一輪播「獨」活動會避免公開宣揚
「港獨」，而是從一系列教育議題入手，譬如
中史科改革、普教中、基本法教育、簡體字話
題等，企圖透過這些受爭議議題，鼓動學生對
學校及社會產生矛盾對抗。

不甘重挫街頭爭曝光
據悉，「學動」已在本月上旬開完「成員大

會」，計劃稍後以召開記者會或透過社交媒體
宣佈未來「行動計劃」。有知情者透露，在這
次「成員大會」上，有頭目不承認搞「港獨」
不得人心這一事實，只是推搪過去搞活動「太
兒戲」，令大批成員因失望而離開，從而連帶
原本依靠成員繳交月費的組織運作機制也失
效。故此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未來要繼續運作
及「入校」成功，除多開街站宣傳爭取曝光
外，也要開設網店售賣「播獨」產品，以增加
收入渠道。
話雖如此，「學動」無人無物，近日甚至要
在其網誌公開呼籲失聯成員歸隊，一系列「大
計」估計是「雷聲大雨點小」，在社會對「港
獨」人人喊打的情況下，「學動」的如意算盤
實難打響。

自「青症雙邪」游蕙禎梁

頌恆兩人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

格，以及多名參與去年初旺角

暴亂事件的激進分子先後被法

院判囚後，一度囂張的「港

獨」氣焰受到明顯遏制。不

過，本報偵察發現，經歷短暫

的「冬眠」之後，一些「獨

派」組織成員再次「蒲頭」

（露面）。其中，以中學生為

骨幹的「學生動源」早前連續

多日開設街站播「獨」。「學

動」正積極招募新成員，更準

備在未來兩個月發動新一波

「入校播『獨』」。有教育界

人士指出，在特區政府、校方

及教育界合力「拒獨」下，中

學校園的「獨風」已淡，這次

「獨派」組織企圖再到中學播

「獨」，是想趁回歸20周年

喜慶日子搞事，校方應提高警

惕 ， 抵 制 任 何 「 入 校 播

『獨』」的言行。

■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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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組織今年播「獨」事件簿

■■本月本月2323日日，「，「學生動源學生動源」」在荃灣設街站在荃灣設街站，，途人多不理途人多不理
睬睬，，召集人鍾翰林召集人鍾翰林（（左穿藍衣者左穿藍衣者））百無聊賴只顧玩手機百無聊賴只顧玩手機。。

■■本月本月2222日日，「，「學生動源學生動源」」在大圍設街站在大圍設街站，，召集人歐召集人歐
陽耀光陽耀光（（右一右一））及鍾翰林及鍾翰林（（右二右二））等現身街頭等現身街頭。。

■本月16日，「本民前」在觀塘
設街站。 fb截圖

■3月19日，「香港民族黨」在屯門設街
站。 fb截圖

■本月9日，游梁在台灣與「台獨」組織「立委」林
昶佐展示宣揚「港獨」的橫幅。 fb截圖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