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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新興「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學獨」）上周六於旺角西洋菜街

首次「舉旗」，其頭目陳家駒宣稱此舉是為了「聲援旺暴義士」，更會「以

死相搏」。香港文匯報記者獲得由陳家駒在「學獨」內部群組發出的一段錄

音，錄音中有人稱當晚會派人去九龍東某街坊福利會騙一批「愛國愛港」老

人家到旺角西洋菜街反「獨」，以製造人為衝突「引發第二次『魚蛋革命』

（旺角暴亂）。」據了解，由於當日有大批警察在「學獨」集會現場嚴密部

署，令這套「毒計」最終「胎死腹中」。而有關街坊會老伯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氣憤地表示，「港獨」組織竟然想出如此卑劣的招數欺騙老人，

「實在無恥和惡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誘老人上街挨打

內部錄音流出 圖呃正義長者 製造流血衝突

偵 查 報 道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對
於有「學獨」成員企圖欺騙牛頭角街
坊福利會老人到旺角的陰謀，街坊會
居民得悉消息後十分震怒，紛紛譴責
「學獨」的行為「無恥、惡劣」。有
老伯表示，「港獨」組織竟然想欺騙
老人家到場集會，從而引發流血衝
突，真是「離晒大譜」！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到訪位於

牛頭角上邨的「牛頭角街坊福利
會」，遇到正在街坊會閒聊的三名老
伯伯，當記者告訴他們有「港獨」組
織成員曾想在上周六到街坊會騙他們
去旺角西洋菜街的消息時，三人都非
常憤怒。七十多歲的陶老伯表示，我
一向都支持年輕人參與政治活動，只
要符合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就沒有問
題，「但佢哋竟然想欺騙我哋到場，
去製造社會對立，甚至流血衝突，呢

個係過晒底線，實在無恥！」而王老
伯也多番稱「離晒大譜」，「我都一
向支持多啲後生仔參與政治，但無諗
過竟然有人咁卑鄙，想引啲老人家去
集會現場，借老人家過橋去打人。」

「學獨」頭目疑區選不果懷恨
牛頭角區議員張姚彬表示，他也知

道「學獨」頭目陳家駒的名字，原因
在2015年初，陳家駒以「牛頭角民生
關注組」名義想在該區「試水溫」
（參選），但最後僅兩個月就轉往別
區。「作為區議員我完全不能接受呢
種做法，如果有居民認同他們，參與
他們的集會完全沒有問題，但有人藉
早前曾在這區活動過，而去欺騙街
坊，這種行為完全應該譴責。」
也有街坊透露，當年陳家駒在牛頭

角擺街站宣傳時，根本不是講如何關

注地區事務，而是不斷挑機，辱罵同
區的建制派參選人，由於陳家駒言行
極端，因此在他擺街站時，就有不少
牛頭角邨的老街坊當面指責他。「可
能佢一路都記得呢段恩怨，因此，呢
次有人想藉『港獨』集會呃老人家去
旺角挑機，不排除係想報當年敗走牛
頭角嘅仇恨！」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收到一名「學獨」前骨幹成員
的爆料，並附上有人在「學獨」群組中發出的兩

段錄音。據了解，兩段合共約20秒的錄音是上周五
（25日）在「學獨」群組中發出，而發出該段錄音的人
就是網名叫「貓靈」的「學獨」召集人陳家駒，但爆料
者並不能證實講話的人就是陳家駒本人。

錄音穢語稱「色誘」老伯上街
在錄音中，有人表示「聽日（26日）我會去牛頭角街
坊福利會，搵班六七十歲嘅阿伯去扮『保衛香港運
動』、『愛港之聲』，利用佢哋製造衝突，引發第二次
『魚蛋革命』。」而在另一段錄音中，有人更用粗言穢
語稱，因有一批婦女在旺角菜街唱歌，因此可以「色
誘」街坊會老伯。
這名爆料者並表示，過去幾個月他一直與陳家駒等人
招募『學獨』成員，「其實我早都頂唔順『貓靈』經常
指手劃（畫）腳、蝦蝦霸霸嘅行為。呢次佢竟然發出咁
嘅錄音，似乎想呃班老人家來製造衝突。雖然我唔知呢
段聲音係唔係陳家駒本人，但佢竟然認同呢種行為，我
實在不恥（齒）呢種咁低莊卑鄙嘅行為，因此決定退出
群組，離開『學獨』。」

命集會成員着藍衫仿「本民前」
香港文匯報日前報道，「學獨」組織成員上周初於社

交媒體及網上討論區大肆進行「洗版式」宣傳，聲言要
「睇住香港」，會於周六（26日）在旺角搞「集會」，
聲稱「是次集會將會係另一次大規模社會抗爭計劃」，
更揚言當日要「以死相搏」。
爆料人並透露，除了有人聲稱當日會「引誘一班愛國老

伯」到現場外，還在集會前通知群組成員要「著（着）藍
衫、戴口罩、帶現金」，並暗示可能會發生激烈衝突。
「阿頭（指陳家駒）處處模仿梁天琦，譬如要求成員着藍
衫出席，其實呢個顏色與『本民前』一樣。」

想藉梁天琦上位充「獨」大佬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日在集會現場所見，臨時搭建的
「大台」（演講台）不時播放梁天琦等「本民前」分子
在旺角暴亂期間的視頻畫面，明顯是有人想藉梁天琦上
位，做「獨」派大佬。而包括陳家駒在內，多名疑似
「學獨」成員也是一身藍衫、黑褲、黑鞋打扮，混跡在
人群中。
據了解，當日「學獨」的確有派人到牛頭角的街坊會

附近作準備，但陳家駒等人下午到旺角西洋菜街部署集
會場地時，發現警方已嚴密佈防，因此唯有臨時放棄
「毒計」。
據悉，陳家駒在2015年曾成立「傘後」組織「牛頭

角民生關注組」，一度企圖在該區參選區議會，由於他
不斷在街頭大罵建制派參選人，惹來「牛頭角街坊福利
會」許多成員的不滿，紛紛在街頭怒斥其言行。陳家駒
最後雖然轉往他區參選，但一直對此事懷恨在心。如今
竟企圖利用老街坊去作流血衝突，行為實在卑鄙。

「學獨」召集人陳家駒在公開場合
表面上一臉正氣，但私底下亦是一名
「溝女高手」。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陳家駒上周六（26日）在旺角西
洋菜街搞活動時，一直有一名20多
歲的女子在陳家駒身旁打點，至昨日
凌晨，記者更發現陳家駒與該女子手
拖手漫步屯門。不過，記者翻查陳家
駒的fb，只見陳家駒展示多張與一名
疑是他女朋友的親密合照，但相片中
的女子，明顯與拖手漫步屯門的女子
並非同一人。
在上周六活動上，有一名年輕女子

與陳家駒一起到達旺角現場，陳分配

好各人工作後，便到處自拍留念，該
女子則一直跟在陳家駒身旁，而活動
結束後，她亦跟着陳家駒一起食飯。

鬼祟拖手女不似「正印」
而在次日（27日）傍晚，陳家駒又

與該少女到金鐘參加「星火同盟」集
會，只見兩人不時舉機拍照，但並沒
有親暱行為。在集會後，兩人乘港鐵
到旺角吃晚飯，約10點多再轉到旺
角道一間酒吧繼續談心，不久，有另
一名男子加入，直至昨日凌晨一時
許，3人一起離開酒吧，而後加入的
男子隨即在街頭與他們分手，此時，

陳家駒與該女子乘小巴回屯門。當車
抵三聖邨附近，兩人迅速落車，並一
起漫步。其間，陳家駒不時四周觀
望，確認附近沒有人後，兩人即手挽
手而且越行越埋，十分親暱，在漫步
半小時左右，陳才依依不捨送少女回
家，再轉身離開。

翻看陳家駒的fb，發現他貼出多張
與一名叫「Jennifer Feliz Chow」年
輕女子的親密合照，但從其相貌來
看，該女子與陳家駒拖手漫步屯門的
少女明顯不同。或許，他又找到一個
「親密戰友」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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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得民）陳家駒搞的「學
生獨立聯盟」近期不斷
「博出位」，上周六在旺
角搞「大型集會」，但
參加者實際只有數十
人。雖近期不停搞活動
宣傳，但在社交媒體上
「like」「學獨」專頁的
網民，遠遠不及其他組
織，為了盡快上位，陳家
駒已拉攏陳浩天、梁頌恆
等「獨」派組織頭目，準
備在6月4日(下周一)晚在
銅鑼灣搞集會活動。
本周日（27 日）傍
晚，為反對派成員籌款
的「星火同盟」在金鐘
舉辦活動，記者現場所
見，幾乎所有「港獨」
組織頭目都有出席，包
括「香港民族黨」陳浩
天、「青年新政」梁頌
恆、「香港民族陣線」
陳卓南、「學生動源」
鍾翰林等。而陳家駒也
鬼鬼祟祟到場觀看，並
不時在台下一角拍照。

宣稱招十「死士」
不知是巧合還是故

意，此時，陳浩天從陳家
駒面前走過，並站在他
不遠處駐足觀看，但陳
家駒裝作與陳浩天不認
識，依然繼續拍照並不
時與隨同的女伴閒聊。

幾分鐘後，當他發現陳浩天離開時便立
即追上去搭話，其後梁頌恆亦加入，三
人咬耳仔密斟似乎在商討詭計。
知情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學

獨」計劃6月4日在銅鑼灣再舉行一
次「港獨」集會，有人更宣稱已部署
了10名「死士」，適當時機便會「採
取行動」，而當日陳家駒與陳浩天、
梁頌恆密斟，是想拉攏他們一起舉行
集會。
據悉，陳家駒早在「學獨」成立初
期已不停拉攏其他「獨」派，但只有
「中大港獨研究學會」願意結盟。
「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早前曾在
fb 宣稱遭到「學獨」成員攻擊，對
「學獨」感到非常失望，陳家駒立即
留言「補鑊」，與相關成員割席。
這次「三獨」密斟，是陳家駒想盡

快拉攏其他「獨」派頭目支持自己，
以盡快上位。

「
三
獨
」
密
斟
下
周
一
搞
事

暴旺

街坊會老人怒斥「學獨」卑劣

煽「獨」不誤溝女 疑一腳踏兩船

學獨學獨謀二次
■■「「學獨學獨」」頭目陳家駒率成員上周六頭目陳家駒率成員上周六
於旺角西洋菜街集會煽於旺角西洋菜街集會煽「「獨獨」。」。

■■在反對派在反對派2727日金鐘集會日金鐘集會
上上，，陳家駒陳家駒((左左))與陳浩天與陳浩天
((中中))密斟密斟，，右為梁頌恆右為梁頌恆。。

■■陳家駒與女伴參陳家駒與女伴參
與周日金鐘集會與周日金鐘集會。。

■■昨日凌晨二時昨日凌晨二時，，陳家駒送陳家駒送
女伴回家女伴回家，，兩人親暱拖手兩人親暱拖手。。 ■■陳家駒陳家駒fbfb上與女友的合照上與女友的合照。。

■陶老伯 ■王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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