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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滲中學 圖掌學生會
「學生動源」召集人瞞「獨」參選 教界憂「關注組」多校開花歪風重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周子優）大專院校最近連番遭

受「獨」害，近日甚至有禍延至中學的趨勢。天水圍區一所中學

正值學生會選舉，其中一個候選內閣主席竟是「港獨」中學生組

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而遭「港獨」勢力攻陷的中學生

議會成員更拍片為鍾拉票。「學生動源」早於去年已預告將會利

用學生會渠道宣揚「港獨」，但鍾在候選內閣的facebook專頁

企圖隱瞞其「獨」人身份，他在日前才發聲明，聲言參選與個人

政治立場無關云云。有教界人士擔心去年席捲中學的「本土關注

組」歪風將會重臨，並強調校方與教育局應密切關注情況。

來自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的候選
內閣「創始」，其內閣主席鍾翰

林為現任「港獨」中學生組織「學生
動源」召集人，該組織過往曾公開呼
籲全港中學生於校內成立所謂「本土
關注組」，在校內派發「港獨」宣傳
品，有單張甚至鼓吹「尊文尚武」，
引起社會狠批（見另稿）。
在事件爆發期間，「學生動源」曾
表明新學年將參選各自所屬的學生
會，聲言要「將『港獨』打入校園每
一個角落」，令人懷疑鍾翰林正圖謀
實現當初所言。

學生質疑鍾謀增政治籌碼
「創始」在其facebook專頁列出三
項宗旨，其一是「培養學生關心校
政，亦鼓勵學生關心社會，期望學
生能成為成熟的公民」。據悉，有
學生閱後對鍾翰林的政治背景感擔
心，甚至質疑有人參選是要為自己
增加政治籌碼，而並非以學生權益
為先。
鍾翰林近日在 facebook 發聲明回
應，稱其政治立場與「創始」無關，
但又揚言「願意與各位同學討論所有
社會議題，不設任何思想禁區」，其
政綱亦列明要爭取增設民主牆，培養
所謂「自由討論氣氛」，言行與早前
為死守「港獨」文宣而大鬧校園的中
大學生會如出一轍。
同時，「創始」更獲中學生議會的
民選議員「歐陽剛」拍片拉票。香港
文匯報翻查資料，「歐陽剛」原名歐
陽耀光，與鍾翰林同為「學生動源」
成員。當時其競選政綱表明要以中學

生身份，將「本土」立場帶進中學生
議會，去年當選後果真兌現「承
諾」，於會上鋪出所謂「港獨龍獅
旗」，又提出所謂「捍衛本土，學生
事務」動議，聲稱要建構所謂「香港
民族」思想，為「香港獨立」做準
備。根據資料鍾翰林當日也有現身會
議室內，足見兩人關係匪淺。

胡少偉促校方及早處理
中學生議會早前已遭「港獨」勢力

攻陷，如今連尋常中學亦受牽連。教
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強調事態必須關
注，校方應及早處理，避免校園政治
化日益嚴重，影響學生學習。若有人
有恃無恐地在校園派發「港獨」宣傳
品，政府在必要時應果斷執法，以免
讓極端思想有機會於校園扎根。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

指，據過往經驗，中學管理相對嚴
謹，所謂「港獨」主張較難打入校
園。惟他強調「較難擴散」不代表毋
須關注，因過往亦有一些年輕人，在
不知就裡的情況下遭人誤導而參與相
關活動，甚至在不知不覺間踏足法律
邊緣。目前為止「創始」以正常途徑
參選學生會，張民炳認為校方與教育
局應密切關注情況，於事態變壞前作
好準備。
觀塘區家教會聯會創會主席奚炳松

表示，「學生動源」去年在校園播
「獨」的舉動已引起不少家長反感，
鍾翰林今次企圖將「獨爪」伸向校內
學生，不禁令家長擔心將有思想未成
熟的學生受影響，強調家教會及校方
應介入了解。

激進派網招兵 教搏擊煽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
中」至今已3年，香港社會還未恢復安寧，
鼓吹「港獨」的激進派組織卻日漸猖獗，
未肯罷休，近日更以搏擊、跟蹤等訓練作
招徠，招募新成員加入。各界人士批評激
進派正為「恐怖活動」埋下伏筆，擔心將
來暴力的歪風無日無之。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近日

在 facebook發帖招攬新成員，帖文以
「你輸過，但你想不想贏？」為題，稱
3年前「佔中」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兵敗如山倒、一無所得」，並以煽情
的句子散播仇恨情緒，要支持者勿忘
「憤怒」、「失敗」，又提到「如果可
以再來一次，香港人能否改變結果？」

聲稱提供反跟蹤訓練
該組織要求參與者需要「無懼艱

辛」，及「願意付出時間推動『香港獨
立』」，更稱該組織會提供體能、搏
擊、跟蹤和反跟蹤訓練，及街頭宣傳和
論述培訓，聲言要不斷變強以「重掌」
香港，「獲得勝利。」
「香港民族陣綫」被指為「本土民主

前綫」的子組識，人數不多，經常大搞
激進活動，曾在2016年5月聯同「北區
水貨客關注組」、「勇武前綫」及「學
生動源」等「獨」組織搞所謂「光復行
動」，結果失敗收場。
在涉及去年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缺

席聆訊正被通緝的18歲少女李倩怡逃
到台灣後，該組織更儼如其代理人，稱
該少女已獲台灣的「人權組織」收留，
還有「港獨地下組織」接濟云云；今年
7月1日，他們就派員在「七一遊行」
手持港英旗及「香港獨立」標語，及高
叫「港獨」口號，引發衝突。
鼓吹暴力的激進派用各種手段吸納年

輕入並非首例，「熱血公民」就曾多次
招募所謂「熱血少年軍」，稱活動由
「英軍」負責，為12歲至20歲的青少
年提供「恒常體能訓練」，聲言要培養
青少年「守衛」香港的觀念云云。

王國興：埋「恐怖活動」伏筆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對情況
感擔憂，認為激進派正為「恐怖活動」
埋下伏筆，「為下一波搗亂社會作準
備，行動準備升級。」在違法「佔中」
後，網上時出現製作炸彈、盾牌等教
學，現在有組織竟公然稱要教授搏擊等
技巧，相信是為了使用暴力，情況已嚴
重惡化。
他提醒警方應加強執法，又指政府必

須盡快檢控所有「佔中」的始作俑者，
否則將變相鼓勵更多激進行動。

周浩鼎：推港至危險境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直指，違法

「佔中」令部分人思想扭曲，變得激

進。有組織向年輕人提供搏擊訓練，明
顯是準備使用暴力，令人擔心將來暴力
的歪風無日無之，「鼓吹暴力是要把香
港推至危險的境地。」
雖然大多數年輕人保持理性，但部分

無辜的年輕人可能會被教唆，誤以為武
力可以達到或解決一些事情，他批評煽
動者的動機令人不齒。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表示，他

非常感恩，小時候在社區上得到社工的幫
助，於學業和成長中不致誤入歧途。他認
為，專業社工及社會服務工作者，每天也
默默地在社區不同角落，幫助有需要的朋

友，並改變他們
人生，讓他們活
得更加正面健
康，也令我們建
立一個更加關愛
共融的社會。
陳茂波昨日

發表名為「人
間天使」的網
誌，談及他上
周三到荃灣走
訪仁濟醫院的
中 醫 教 研 中
心，並探訪數
名成功戒毒的

青少年朋友及協助他們的社工，過程中
令他回想自己也是曾在複雜環境長大的
基層孩子，萬般滋味湧心頭。
他表示，一位架着眼鏡的斯文青年，

成功脫離毒品之後，與中心一班志同道
合的友儕合組樂隊，並且在專業歌唱學

校擔任兼職伴奏工作。

女孩投入藝術創作重拾自信
一位體形纖小的女孩，在畫紙和色彩中

找到讓心靈平靜的空間，社工鼓勵她參與
社區市集，跟街坊市民互動，推廣親手製
作的「小手作」。投入藝術創作也讓她拾
回自信，重新變得活潑開朗。
亦有一位充滿陽光氣息的男孩，提到以
前終日與毒品和壞朋友為伍，毒品令他身
體機能大大受損，不能穩定地工作，更要
他遠離自己最大的興趣——足球。
一次在開賽前一刻，他藉故「偷走」

和隊友不辭而別，為的是擔心自己成為
球隊的負累。後來他接受手術，身體漸
漸好轉，能再度在球場上馳騁，並考取
足球教練資格，更加代表香港參與「無
家者世界盃」，令自己無比自豪。

要成功改變 最大敵人是自己
陳茂波說，對於許多面對困難的青少

年朋友，要成功改變，最大的敵人往往
就是自己。
他續說，當天與他們分享時亦提到，

只要他們不放棄、不逃避，勇敢面對，
努力堅持，每踏出一小步，都是成功的
一步。他補充，在每位少年朋友的感言
當中，總是提到中心的社工們對他們的
深刻影響，社工們如何盡心盡力，不離
不棄，猶如至親家人般幫助他們重新出
發。
他認為，社工及社會服務工作者的付
出和貢獻，值得大力表揚。在探訪結束
前，這班少年朋友特意唱了一首他們自
己創作的歌，感謝身邊、途上幫助過和
鼓勵過他們的人。
陳茂波直言被這首歌的旋律和歌詞打

動，並在網誌貼上歌詞。他更勉勵自己
要努力做好工作，不單是要照顧這些在
繁華都市背後容易被遺忘的青年，更要
為他們提供實現理想、發展抱負的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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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環境長大無入歧途 茂波感恩社工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多次發生在
公眾場合噓國歌、在社交平台網絡肆意篡改國歌歌
詞的事件，香港多間大學近日更出現「香港獨立」
的標語，以言論自由為借口鼓吹「港獨」思想，挑
戰法律底線，令人感受到加強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
歸屬感及國民身份的認同十分必要。為此，香港義
工聯盟與香港義工基金聯合製作了1萬張國歌光碟
(見圖)，贈送香港各界，包括各大傳媒機構、工商
社團、慈善機構、青年團體及香港各幼稚園、大中
小學及義工聯盟屬下的義工團隊和市民等，與全港
市民同祝回歸、共賀國慶。

義工聯盟製國歌光碟贈各界

「港獨」思潮去年
一度肆虐本港多所中
學，「學生動源」為

始作俑者。去年8月，「學生動源」在
「香港民族黨」的鼓動下，利用其中學
生的身份便利，開始在各中學協調成立
所謂「本土關注組」，透過在校園派傳
單、辦講座等「播毒」，煽動學生認同
甚至參與違法行為，高峰時期一度有20
多個所謂「關注組」相繼成立。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顯示，「學生動

源」於去年初成立，主張以「勇武抗
爭」改變社會，希望以「學生身份」令
港人關注「二次前途問題」，包括所謂
「港獨」。該組織主要成員都是千禧後
的中學生，多名成員曾在今年立法會新
東補選時就做過梁天琦的選舉「義
工」，與「本土民主前綫」和「香港民
族黨」關係密切。
據了解，「學生動源」在「獨派」組

織中主要負責向中學校園「播獨」，包
括利用網媒主持「播獨」節目，曾多次
在節目中聲稱自己是「香港人」，而非
「中國人」，又稱不會擁護基本法，揚
言「港獨」是香港唯一出路，主張用任
何方法抗爭。
鍾翰林為組織一名核心成員。「關注
組」事件爆發期間，他曾公開聲言「不
排除使用暴力及流血方法以促成『港
獨』」，又曾於「播獨」節目上直認一
向有跟「勇武前綫」、「香港民族陣
綫」等「港獨」及暴力組織成員定期聚
會，亦經常與一些大學「本土」組織成
員溝通「取經」，商討所謂「港獨大
計」，並不時於媒體上發表「偉論」。

口講「自給自足」離家自立即縮
去年8月，鍾翰林出席電台節目時侃侃而談闡

述其所謂「港獨願景」，聲言香港可「復興」農
業畜牧業和工業；興建海水化淡廠；發展風力發
電，以做到電力、水源、糧食等能「自給自
足」。
不過，被主持人問及想像離開家庭試試獨立生

活兩星期如何時，開口埋口聲言要「武力抗爭」
的鍾即時顯得退縮，聲言「會比較辛苦」，又稱
如能找到兼職、住劏房和吃杯麵，每月大約
6,000元至7,000元就可生活。不禁令人質疑要
「港孩獨立」也如此辛苦，更遑論「港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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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陣綫」在網上招攬成員。
網上截圖

■陳茂波探訪成功戒毒的青年及協助他們的社工。 網誌圖片

由鍾翰林擔任內閣主
席的佛教茂峰法師紀念
中學的候選內閣「創

始」，在其facebook專頁提出9項購物福
利，利誘學生投票支持，包括多間商店
的數碼配件、衣服及美髮產品等折扣優
惠。執業律師黃國恩表示，雖然以任何
形式的優惠換取選票可被視為「賄
選」，惟中學學生會的選舉不受《防止
賄賂條例》所規管，但強調涉及參選人
的誠信問題，學校有責任提醒學生選舉
廉潔的重要性。
「創始」日前在facebook專頁發帖聲
稱，「當本閣當選之後，同學就可以享有
以下葵涌廣場商舖嘅福利」，包括長洲地

道糯米糍可減1蚊、多間服裝店的八五折
至九折優惠、美髮產品的9折優惠等等，
利誘學生投票支持。
黃國恩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以任何形式的優惠換取選票可被視為
「賄選」，但中學學生會的選舉不受《防
止賄賂條例》所規管，廉署不會接受這類
投訴，但因涉及參選人的誠信問題，學生
可向學校投訴以取回公道。
他強調，學校有責任教育學生選舉廉

潔的重要性，必須公平、公正及不能有賄
選行為，否則，令人擔心學生將來若參加
區議會或立法會的選舉時涉及賄選行為，
可能觸犯刑法，令前途盡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創始」派福利誘投票涉「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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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翰林曾多次辦街站宣揚「港獨」。 資料圖片

■「創始」內閣主席鍾
翰林為現任「港獨」中
學生組織「學生動源」
召集人。 fb圖片

■鍾翰林日前在
facebook發聲明稱
參選與個人政治立
場無關。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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