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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獨派」組織元旦參與反對派的遊行活動。圈中人由左至右，鄭俠、鍾翰林、陳
家駒、梁頌恆舉着「獨旗」、「獨幡」出現在遊行隊伍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攝

陳家駒陳家駒

梁頌恆梁頌恆

「「港民陣港民陣」」一年來涉一年來涉「「獨獨」」活動活動
時間 事件

07/04/2018 反對派在立法會外舉行撐戴耀廷集會，「港民陣」高調在附

近聲援，並舉起「港獨」旗幟。

04/06/2018 一批「獨人」在尖沙咀碼頭搞「播獨」集會，陳卓南、鄭俠

到場嗌咪。

01/07/2018 「港民陣」聯同其他「獨派」組織參加遊行。

01/10/2018 梁頌恆首次以「港民陣」發言人身份參與活動，並與其他

「獨派」參與遊行。

11/11/2018 八個「獨派」組織以「光復行動」名義，在東涌暴力驅趕內

地遊客，大批「港民陣」成員參與。

1/1/2019 元旦遊行，「港民陣」與3個「獨派」勢力聯合參加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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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四股「港獨」勢力聯合搞「播獨」遊行，人數最多的屬近年甚為囂張的「香港民族

陣綫」（「港民陣」）。據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發現「港民陣」運作極為神秘，早前高調

宣佈出任發言人的前「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只是該組織一個擺設，甚少參與組織內部事務，

而頭目陳卓南則離港「遠走高飛」。至於該組織的整個運作，小至到物資使用，全由一名叫「阿

湯」的男子在幕後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港民陣港民陣」」幕後操盤手控制基地幕後操盤手控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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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梁頌恆稱「港民陣」位於荃
灣的倉庫遭爆竊，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發現，該組織至少有3個倉庫，
各倉庫的「揸fit人」均是阿湯，他在
3個倉庫輪流擺放物資，以防遭人「一
鋪清倉」。不過，作為「港民陣」資
深成員、幕後大佬的阿湯，雖然不時有
出現在「港民陣」活動場合，但從來沒
有站在台前。

荃灣倉遇竊不提「港民陣」
在元旦遊行前一晚，「港民陣」突

然宣稱，該組織在荃灣的倉庫遭人爆
竊。據悉，該倉庫的租客叫盧溢燊，
正正就是阿湯，但報稱地盤工人的阿
湯，在落口供時並未透露有關物資屬
「港民陣」所有，亦宣稱沒有財物被
盜，只表示自己收取兩名男女400元
酬勞後，讓他們在上述倉庫存放物
品，但警方追查時發現，阿湯所指的
男女留下的電話是「太空卡」號碼，
也一直未能找到阿湯所講的男女。
消息透露，「港民陣」頭目陳卓南

數月前離港後，把該組織交由好友阿
湯負責，但發生今次爆竊案，阿湯卻
隻字不提「港民陣」，似乎想隱瞞自
己和「港民陣」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

過去幾年，阿湯曾多次在「獨派」
活動場合出現。不過，阿湯的行事
作風與陳卓南明顯不同。陳卓南言
行高調出位，每次「獨派」活動時都
一定走在最前領軍，並多次在不同場
合「播獨」。而阿湯則躲在「幕
後」，在「港民陣」及「獨派」活動
時，他都負責物資調配，現場指揮等
工作，盡量避免走在第一線，就算出
現在「獨派」活動場合，即使是天
熱，阿湯都會戴上口罩及鴨舌帽，
避免被人認出。

站外圍戴口罩扮旁觀者
上月中，「港獨」組織「星火同

盟」連續多天在港九新界多處搞街
站，但其實街站上幾乎所有物資都由
阿湯提供並負責分派到各街站，而在
街站開始前一大早，阿湯都會先到位
於觀塘開源道的大眾工業大廈內的倉
庫拿取「宣獨」物資，再分發給一眾
「港民陣」手下運到現場。他自己有
時亦會親自到街站觀察和指揮，不
過，就算到場他亦刻意與街站保持距
離，表面上只是一個旁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元旦前後觀察阿

湯的行蹤，發現他最少控制3個倉庫
用來存放物資及安排「港民陣」成員

的聚會，除了聲稱被爆竊的荃灣倉庫
及觀塘倉庫外，還有一個位於沙田火
炭一幢工業大廈內，而早在2016年至
2017年，「港獨」組織「本民前」的
總部亦設在火炭一個工業大廈內。

物資存放各處 每周巡查
有「獨營」成員向香港文匯報透

露，由於「本民前」早已瓦解，
「青年新政」成員四散，「香港民
族黨」也被取締，而「港民陣」頭
目陳卓南也離港出走，所以說，阿
湯目前已控制了幾乎所有「獨人」
基地，而每次物資都存放不同地
方，他每星期亦到各倉庫視察或開
會。據悉，今次爆竊後報稱損失了
一堆「獨旗」，但對管理3個倉庫的
阿湯來說，沒有很大影響。
該成員並透露，阿湯因爆竊事件而

未有參與元旦遊行，而當日改由「資
深獨人」鄭俠的女友「肥花」（真名
周翠珊）與另一名男子負責供貨，當
日一早鄭俠與「肥花」分開行動，鄭
俠先到銅鑼灣準備，「肥花」則先到
觀塘把物資運到銅鑼灣，再分發給現
場的所有「獨人」。
整個過程「肥花」都推着一車「港

獨」旗遊走，緊緊跟隨鄭俠。

「香港民族陣綫」自新
頭目阿湯上場後，吸納大
量激進「獨人」。在其他
「港獨」組織相繼飄零
後，「港民陣」已搖身一

變成為了現時「港獨」最大組織。據香
港文匯報記者粗略統計，一年以來，由
「港民陣」發起或者該組織大規模參與
的「宣獨」活動，就至少有 6次（見
表）。據悉，鼓吹「勇武抗爭」的「港
民陣」為了部署未來的「抗爭」，近日
高調在網上招募新成員加入，揚言「要
為香港民族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
更要求香港人「變得堅強、無所畏
懼」，加入他們組織準備將來「流血」
抗爭，誓要掀起一場暴力流血革命。

宣傳提供訓練對抗警察
據了解，「港民陣」過往在網上平台

的公開招募宣傳中，宣稱會為成員提供
「體能及搏擊訓練」以及「跟蹤及反跟
蹤術訓練，以備將來抗爭活動中對抗香
港警察之用」，可見該組織十分崇尚暴

力。而該組織與專門幫助因暴力抗爭而
被捕入獄的抗爭者組織「星火同盟」關
係極為密切，組織之間有很多互動、多
個互相參與「撐場」的集會行動，其中
包括上月舉辦的聯合「播獨」街站。

成員製炸藥煽動「光復」
其實「港民陣」的暴力抗爭行為早已有

前科，該組織一直強調「香港擁有武力的
必要性」，組織中更有成員曾經因而入
獄。「港民陣」一名資深成員鄭偉成曾因
在西貢蠔涌的舊片廠中「製造炸藥及管有
炸藥」而被判罪成入獄，但他出獄後仍不
知悔改，與該組織中另一暴力同志林達
榮，同樣於「光復元朗」反水貨客示威期
間，被發現身上攜帶辣椒油噴劑當場被
捕，經審訊後亦被判「在公眾地方管有攻
擊性武器」罪成而入獄。
資料顯示，鄭偉成在向高院提出上訴

時辯稱自己有嗜辣喜好，涉案的辣椒油
噴劑是供作食用，要求推翻定罪，但法
官最後頒判詞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企圖
隱瞞是「港民陣」成員身份的阿湯，每
次出現在公開場合時都刻意保持低調。
他其實是一名資深「獨人」，不但是
「港民陣」創辦人之一，也是該組織目
前的「話事人」。有「獨營」成員透
露，阿湯與陳卓南及另一名核心成員羅
鏢非常友好，三人多年來合作無間。陳
卓南亦非常倚重阿湯，所有「港民陣」
的決策都會詢問阿湯意見，在決定離開
時也指名要阿湯接手。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查資料顯示，原來早在2017年時，
阿湯就與陳卓南經常一起出入「港民
陣」荃灣大本營，兩人亦會定期在此與
其他成員聚會。
隨着「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
政」、「香港民族黨」瓦解及被政府
取締，「港民陣」儼然已成為目前最
大的「港獨」組織，而該組織也陸續
接收了不少來自其他「獨營」的成員
及物資。至於阿湯本人也自然成為
「獨營」中的新大佬。資料顯示，阿

湯真名盧溢燊，今年27歲，現居荃
灣，中學時期就讀荃灣一家津貼中
學。據了解，阿湯中學時期成績平
平，中學畢業後升讀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青衣分校人力資源管理學高級文
憑，於2013年畢業。

個性孤僻鮮與他人接觸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發現

阿湯的日常生活似乎也與在港期間的
陳卓南一樣非常孤僻。他在一間建築
公司任職文員，基本上都是獨自一人
返工、放工，放工後亦是返回荃灣住
所，就連吃晚飯亦是獨自一人，除了
「港獨」同伴外，幾乎未有與其他人
接觸。阿湯每星期都會到所有藏
「獨」倉庫視察，但極為低調的他每
次外出時都會非常小心，一般都是戴
上鴨舌帽。可能是他疑神疑鬼慣了，
經常是每行數步便會左右張望，有時
更會停下腳步觀察是否被人跟蹤。
據了解，阿湯參與「港獨」組織多

年，在「獨圈」中地位甚高。去年11
月初，「港獨」網媒「本土新聞」在
上環舉辦的「港獨」分享會，由「港
獨理論家」練乙錚任嘉賓，邀請了現
時最活躍的「獨人」到場，包括「學
生獨立聯盟」陳家駒等；而「阿湯」
當日亦受到邀請出席，大會完結後，
阿湯亦與一眾「獨人」到附近餐廳繼
續商談「大計」。就算這樣，他也不
願除下鴨舌帽。

「獨營」老手 勢力坐大

■上月30日，阿湯獨自步入「港
民陣」設在荃灣一座大廈內的貨
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攝

■■20182018 年年 1010 月月 11日日，，一批穿黑衣的一批穿黑衣的
「「獨派獨派」」組織成員聚集在灣仔修頓球場組織成員聚集在灣仔修頓球場
準備參與遊行準備參與遊行。。阿湯阿湯（（圓圖圓圖））戴着招牌戴着招牌
黑口罩在黑衣人的外圍黑口罩在黑衣人的外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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