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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獨」也搞女人
陳浩天踏三船
「前度正印」
斥
「色中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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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齊正之、
、張得民

港文匯報記者曾連續多日觀察陳浩天的行
蹤，本月 16 日晚上，陳浩天與沙田「本土
派」區議員黎梓恩見面，之後，陳的「新歡」Kelly也加入飯聚。晚飯後，Kelly先行離去，而陳浩天
則到黎家過夜。次日清晨，陳返抵沙田水泉澳邨家
中時收到警方要他簽署的文件。
記者並發現，當晚陳浩天並沒有回家，而去了
Kelly 位於上水的住所「過夜」。及後多日，Kelly
都是回水泉澳邨陳家居住，相信兩人已經同居。

香

與小三遊台拖手
本月初，陳浩天在台灣參加「台獨」組織舉辦的
「論壇」，共商「獨計」。但被傳媒拍到他與一名
女子在台北街頭「甜蜜拍拖」。事件曝光後，有眼
利的網民發現，與陳浩天漫步台北街頭的女子叫
Kelly Tse，原來 Kelly 在「獨圈」也有一定知名
度，她曾是「本土派」作家盧斯達的女友，當時職
業報稱是「空姐」，並曾以嘉賓身份多次出席盧斯
達的網台節目。
在 2016 年「旺暴」後，Kelly 多次在社交媒體上
貼文大罵警察，但幾個月後，如同「無間道」的
她，突然與盧斯達分手並戲劇性地與一名警員拍
拖，同時也高調貼文貼相「show」恩愛，由於突然
變臉，引起不少「本土派」網民憤怒，紛紛貼文指
責，而 Kelly 亦不甘示弱展開隔空罵戰，宣稱自己
從不支持「港獨」和「本土」。
不過，事隔一年後，Kelly 又突然與警員男友分
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的「新仔」竟是與盧斯
達甚為老友的陳浩天，「老友」竟變成「襟兄
弟」，一時間引起「獨圈」中人譁然。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Kelly月初被傳媒揭發與
陳浩天遊台灣時，原來還是「小三」（第三者）。
有「獨派」中人向記者透露，陳浩天其實仍與一名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會的陳姓女生 Karen 拍拖，陳女
亦是「港獨」支持者，非常崇拜陳浩天，是校內活
躍分子，由於她外形頗為討好，在恒管校園內頗受
歡迎。據悉，兩人今年初才認識，而介紹他們認識
的是同樣就讀恒管的游蕙禎男友Matthew Lam。
雙陳結識後不久便開始拍拖，由於感情發展迅
速，陳女很快就搬進陳浩天水泉澳邨家中同居。
不過，已有愛侶的陳浩天仍不知足，自感「靚仔」
的他，仍藉搞「港獨」時「拈花惹草」，對一些「欣
賞」他的少女幾是來者不拒。據悉，Kelly在去年底與
警察男友分手後，今年初開始與陳浩天聯絡，兩人很
快就打得火熱。而陳浩天多次被撞見在中環接Kelly收
工，並送她回上水住所。至於Kelly雖知陳浩天已「名
草有主」，但亦甘願當「小三」。
在今年 4 月下旬一個深夜，香港文匯報記者更發
現陳浩天在沙田大會堂廣場「偷會」另一名女子，
兩人更在公園的草叢後「傾偈」逾一小時（見另
稿）。而從三女與陳浩天交往的時間上來看，當時
陳浩天明顯是「一腳踏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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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陳浩天與疑似
陳浩天與疑似Kelly
Kelly Tse的女子在
Tse 的女子在
台北街頭親密漫步。 大公報圖片
台北街頭親密漫步。

7月3日
■Kelly Tse 在臉書上貼出疑似在台
北一間酒店內的「床照」。當傳媒報道她跟
陳浩天漫步台北街頭後，此照片迅速被刪走。

7月20日
■ 晚上十時許
晚上十時許，
， Kelly Tse 獨自
返回陳浩天在水泉澳邨的家中。
返回陳浩天在水泉澳邨的家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午夜公園樹叢後 衣衫不整……
今年4月下旬一個深夜

「沒有最離譜，
只有更離譜。」陳
浩天除周旋於
Kelly 與 Karen 兩個女友外，原來還有
一個「神秘女友」。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今年 4 月下旬某日晚上 10 時左
右，陳浩天與沙田區議員黎梓恩吃飯
後，再到便利店買了一大袋酒精飲品，
並獨自一人走到沙田大會堂廣場空地的
台階，不久後便有一名年輕「四眼妹」
趕來與他見面。
只見兩人席地坐在台階上把酒言
歡，並越坐越埋。直至深夜 11 時許，
陳浩天突然站起來四周張望了一下，
後指着公園內一處樹叢暗角位，「四

&

■陳浩天之後再與該女子躲入附近
■陳浩天（左）與一名女子在沙田大會堂廣場
「傾 公園草叢中
「傾偈」
，出來時衣衫不
偈」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眼妹」最初表現得不太願意，但最終
在陳浩天的哀求下，半推半就地跟隨
陳浩天走入樹叢後面，直到一個小時
後，兩人才站起，步出樹叢。
此時，陳浩天已是衣衫不整，不斷
整理衣服，而該女子則匆匆走進公園
廁所，約 10 分鐘後才出來。令人奇怪
的是，此時雖然已是午夜時分，但陳
浩天卻並沒有送「四眼妹」回家，而
在急步離開，似乎要趕回家交人。
至於該「四眼妹」則是獨自一人乘
坐往天水圍方向的巴士離去。陳浩天
此舉，似乎與對 Kelly 的「管接管送」
待遇相差很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登堂入室升「正印」
直至7月初，當傳媒曝出陳浩天與Kelly台北密會
後，一直蒙在鼓裡的「正印」
女友Karen Chan此時才驚覺
男友原是個「情場騙子」。有
恒管學生透露，曾對陳浩天甚
為癡心的Karen連續多日以淚
洗面，多次找「好姊妹」訴
苦，更大罵陳浩天是「色中餓
鬼、非常花心」。
據了解，當 Karen 月初與
陳浩天分手並搬離陳家後，
Kelly 的 身 份 即 時 「 三 級
跳」，由「小三」晉身「正
印」更是「登堂入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過
去幾天，Kelly 每晚都在陳
浩天於沙田水泉澳邨的家中 ■ 陳浩天的前度
「正
居住，明顯已成為陳家的新 印」女友（右）外形頗
女主人。
為討好。 網上圖片

連日搬救兵 鬼祟換衫褲
陳浩天自本月 17 日上午收到警方交給他的文件
後，連日早出晚歸，四處奔波搵「救兵」，其中
包括法律界人士。可能是為逃避外界的追蹤，上
周四（19 日）晚上，陳浩天雖然照常去深水埗主
持網台節目，但離開時卻非常鬼祟，不但更換了
衣褲，更找來一班好友作掩護，並乘坐小型客貨
車飛速離開。
可能擔心自己的「港獨」之路就快玩完，陳浩
天連日忙於搵「救兵」，精神壓力甚大。本月 19
日晚上，他在 3 名男子的陪同下，到前立法會議
員黃毓民位於深水埗某大廈的「普羅政治學苑」
主持網台節目。當節目在 9 時開始後，陳浩天的
臉色一直顯得非常凝重，而說話時也經常神不守
舍。不過，他亦藉機盡情發洩，除不停大罵特區
政府外，連聲稱會支持的「泛民」也不放過，多
次指責梁家傑、楊岳橋等人所稱支持他的言論

「無用」，似乎所有不支持「港獨」的反對派
「同道中人」都是他的敵人。
在節目完結前，黃毓民也返回「普羅政治學
苑」，似乎是特別趕來與陳浩天見面。

主持節目後 四漢保護離開

7月19日晚

直至晚上 10 時 15 分，陳浩天突然在 4 名男子的 ■陳浩天（右）在主持網台節目時上身穿的是白色恤衫。 視頻截圖
簇擁下從大廈急步走出，只見陳浩天已將主持節目
7月19日晚
時所穿的白色恤衫換下，改穿一件紫紅色的T恤，
■陳浩天在主持完
而原本穿的米色長褲也改成深色長褲。至於簇擁他
節目後，改穿紫紅
一起離開的包括曾在 2015 年參選區議會的前「熱
色 T 恤及深色長
血公民」成員李政熙，綽號「法國佬」的張珈衍等
褲。在幾名大漢的
人。5人隨後衝上「法國佬」駕駛的小型客貨車急
保護下離開。
速離開。他們先到附近一間甜品店食糖水為陳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壓驚」，約 1 小時後，再將他送回水泉澳邨住
張得民 攝
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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