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A1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鍾翰林的女友何
忻 諾 昨 日 也 被 拘
捕。 資料圖片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起正式生效後，香港警方根據國安法成

立的執法部門國安處，昨日首度向分裂國家的「港獨」組織重

拳出擊，並拘捕「港獨」組織前「學生動源」頭目鍾翰林、發

言人何諾恆及鍾的女友何忻諾及另一名男同黨。他們公然挑戰

香港國安法，成立「創制獨立黨」，並於上周在facebook（fb）發表「創黨

宣言」主張「香港獨立」，涉嫌干犯「組織分裂國家」及「煽動分裂國家」

罪名被扣查，而干犯「組織分裂國家」的首要分子，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2020年6月30日 「學生動源」在fb宣布，該組織召集
人鍾翰林已根據該組織會章「停止香港地區一切事
務」，即日起遣散香港地區全體成員，但「所有組織事
務將會交由海外成員繼續運作」。這些海外成員會設立
所謂美國、澳洲及台灣分部，接管該組織一切事務，繼
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
前仍然會繼續前進云云

2020年 6月16日 限聚令仍為戶外聚集不得超過八
人，「學生動源」原擬發起「爭取『五大訴求』周年
遊行」，鍾翰林連日在網上煽動他人到銅鑼灣「犯
聚」、鼓吹「港獨」，更連開多個街站大肆宣傳，企
圖重燃黑暴及繼續播「獨」。 鍾翰林曾稱當日會「帶
頭行街」，但最終未露面

2020年6月7日 「學生動源」擬發起「6．7重燃之路
九龍區大遊行」，該遊行一早已被警方反對，此前鍾翰
林亦在尖沙咀多區域開設街站「播獨」

2019年12月 鍾翰林與浸大、嶺大、教大的「獨」派
學生會組成「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赴台，拜
訪台灣政府機關及政黨代表，乞求台方通過「難民法」
讓香港暴徒赴台尋求「政治庇護」。同月3日，鍾翰林
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一同召開記者會，
不滿台灣有關「難民法」的安排

2019年11月18日 鍾翰林聯同陳家駒赴台，乞求台灣
當局盡快通過「難民法」，庇護香港暴徒。同月27
日，鍾翰林在台北接受訪問時稱希望台灣當局盡快通過
「難民法」，庇護香港暴徒，讓他們留在台灣工作生
活。但一行人被台灣當局冷待

2019年6月28日 鍾翰林、陳家駒及五間香港院校等數
十人，在日本大阪難波站地面參與由「自由印太聯盟」
舉行的集會，舉起「Free Hong Kong（解放香
港）」、「特朗普總統，請解放香港」等標語，企圖在
大阪G20峰會期間，乞求國際社會干預香港。「自由印
太聯盟」（FIPA）是由一批「藏獨」、「疆獨」、「蒙
獨」、「台獨」、「港獨」組織成員及日本反華政客組
成的「五獨聯盟」。

2019年6月19日 鍾翰林、呂俊賢、陳家駒與「台獨」
政黨「時代力量」黨主席邱顯智，在台灣召開名為「民
主作夥，團結抗中；力撐香港，台灣加油」的記者會，
抹黑香港修例

2019年6月12日至21日 鍾翰林與陳家駒、楊逸朗等
數名「獨人」一同赴台灣，與「台獨」分子見面，在當
地參與多場「台獨」集會

2019年5月14日 鍾翰林在中區立法會道一號示威區
內，搶去一名示威者手持的旗杆上的國旗，導致該國旗
與旗杆分離及旗杆斷開。鍾翰林涉嫌刑事毁壞被捕

2019年3月25日 鍾翰林到台密會「學動」成員與林保
華、楊月清夫婦，擬為新「港獨」組織敲定最後細節

2019年1月11日 鍾翰林帶同「學生動源」成員洪英
棠、洪心弦等人秘密赴台北等地，與林保華、楊月清夫
婦等多名「獨人」會面，事後林楊兩人更發文高調支持
鍾翰林，更曾上台灣電視節目稱讚鍾翰林及其手下

2016年8月19日 鍾翰林在電台節目中稱，希望日後能
在各區中學設立探討「港獨」的關注組，目前已有17
間中學成立有關關注組，將支援他們製作單張，宣傳反
對普教中、支持繁體字和「香港獨立」，並組織中學生
聯署致函各大領事館，表明有中學生希望「香港獨
立」。他又稱，相對於台灣，相信更多國家會承認香港
「獨立」後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鍾翰林
反中亂港言行

鍾多次發起煽暴播「獨」遊行
今年6月，當全國人大常委

會在審議香港國安法期間，
「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多
次企圖發起黑暴遊行。今年6
月初，鍾翰林與「學生動源」

發言人何諾恆入紙申請6月7日遊行。為了拉抬
奄奄一息「港獨」勢力，鍾刻意將此次活動命
名為「重燃」。但最後警方以限聚令等原因拒
絕其申請。
「重燃」遊行企圖失敗，鍾翰林仍不死心，
又將播「獨」活動改做「重燃」街站，並聯同
另一個新興的學生「港獨」組織「學生思流」

在全港多地設立街站。

多番串聯「獨」派謀亂
6月7日下午，鍾翰林與何諾恆與兩名「思
流」成員在尖沙咀碼頭開街站，高調宣布要在
當月中發起「港島大遊行」。在6月10日下
午，鍾翰林突然出現在元朗體育路，他先到
「香港眾志」及「思流」的聯合街站撐場，街
站未完結，鍾翰林便與一名「思流」成員到附
近一間餐廳，二人刻意選了一個角落位置密談
一個多小時。
6月16日，鍾明知其申請的「港島大遊行」不獲

警方批准，但他仍在facebook表示當日下午會到銅
鑼灣一家書店，聲稱「同路人可以找他」。但有網
民到場後發現鍾翰林與一名女子在書店內扮作「打
書釘」，其間與三四名不明人物交談。
對於9月立法會選舉，鍾翰林也積極為同黨

拉票，包括經常幫「學生動源」擺「港獨」街
站的元朗區議員王百羽、屯門區議員張可森及
李家偉、有「港獨」背景的劉頴匡及鄒家成
等，一直到「初選」當日（7月11日）亦一直
在社交媒體為同黨催票，企圖藉選舉為壯大
「港獨」勢力鋪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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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
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
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
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
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
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
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
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
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
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
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一條 任何人煽動、協
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
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
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
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六
條，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
有一項發生在香港特區
內的，就認為是在香港
特區內犯罪；第三十七
條，香港特區永久性居
民或者在香港特區成立
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
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
區以外實施該法規定的
犯罪的，亦適用於該法。

■被捕的何諾恆也是
前「學生動源」核心
成員。 資料圖片

■李桂華首次以香港警方國安處高級警
司身份召開記者會。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警方國安處昨日拘捕「港獨」組織前「學生動源」
頭目鍾翰林等四名同黨。圖為鍾翰林早前參加反對派遊行
時大肆煽動「港獨」。 資料圖片

被捕三男一女，包括鍾翰林（19歲），報稱專
業教育學院一年級學生，其女友何忻諾（17

歲），是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中五學生，以及男
子何諾恆（21歲），報稱學生，同時是「學生動
源」發言人，另一男子姓陳（16歲），報稱學
生，也是「學動」成員。

成立新黨派「無底線抗爭」
警方情報顯示，自去年6月至今，由鍾翰林為
召集人的「港獨」組織 「學生動源」一直鼓吹
「香港獨立」，其組織成員一直參與非法集結及
進行暴力衝擊。鍾本來密謀在今年4月成立新「港
獨」組織「香港獨立前綫」，但其後又改名為
「創制獨立黨」，並在5月4日設立facebook專頁
及貼出該黨標誌及標語。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鍾翰林為掩人耳目，於6
月30日宣布「學生動源」遣散香港地區成員，並
成立所謂「美國分部」，鍾翰林也宣布辭任召集
人及退出組織，但實則換湯不換藥繼續「播
獨」，更於本月21日在fb貼出「創制獨立黨」的
「創黨宣言」 ，狂言以「香港獨立」為最終目
標，以及抗爭模式不設任何底線，並煽動香港其
他「獨派」加入行動。
警方國安處對有關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展開
調查，相信鍾翰林實為「創制獨立黨」主腦，而
他聲言以建立「香港共和國」為目的，干犯分裂
國家罪。鍾同時與女友何忻諾及骨幹成員何諾
恆，更於「創制獨立黨」facebook 發布煽動「香
港獨立」等分裂國家的訊息。
國安處人員昨日展開拘捕行動，以「組織分裂國

家」及「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拘捕鍾翰林等四人。
據悉，鍾翰林涉去年在立法會外刑毀國旗，獲法庭
保釋，原本昨日到警署報到，但之前已被國安處探
員拘捕。傍晚6時許，他被探員押解返回其元朗馬
田村住所搜查，帶走電腦和數袋文件等證物。
與鍾有密切聯繫的攬炒派區議員與其失去聯絡

後，即四處打探鍾的下落，元朗區議員王百羽晚
上更到鍾的住所玩直播，探員向王表明：「警察
總部國安處做嘢。」王等人未敢阻撓。據悉，探
員在沙田沙角邨拘捕何諾恆，在大圍新村拘捕何
忻諾。據街坊稱，何忻諾常到馬田村與鍾幽會。

煽他人入夥有「港獨路線圖」
首次以香港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身份舉行記者

會的李桂華表示，最近留意到有團夥在社交平台
宣布成立一個主張「香港獨立」的組織，他們的
行動綱領一是要建立「香港共和國」；二是不設
底線的鬥爭以爭取「香港獨立」；三是要團結香
港所有「獨立派」進行行動。他們亦通過宣言去
煽動其他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並有說明如何達到
「香港獨立」。
李桂華指出，今次是警方國安處獨立進行的行

動，被捕者干犯的罪行是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發
生，他們涉及的罪行也是近日發生，即使是有人
在香港以外地方做出干犯香港國安法的行為，警
方根據香港國安法也有管轄權去調查，警方稍後
會與律政司商討後，才決定下一步法律程序。
李桂華指出，香港國安法雖實施不是很長時

間，但其就罪行定義和定罪是非常清晰，促有關
人等切勿以身試法。

警國安處首亮劍
登門拘捕四獨青獨青

鍾翰林等前鍾翰林等前「「學動學動」」四梟成擒四梟成擒 涉涉「「煽動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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