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

頭目、「學

生動源」創

始 人 鍾 翰

林，今年7月與女友何忻諾等3人干犯

香港國安法被警方拘捕，交出護照及

禁止離境。但鍾翰林其後繼續與兩名

同黨在社交平台「播獨」，警方國安

處計劃在鍾翰林等人昨到警署報到時

再度採取拘捕行動，但鍾翰林疑醞釀

另尋渠道棄保逃避刑責。據悉，鍾翰

林獲得一個居英港人組織「搭路」，

昨晨打算到中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

求「政治庇護」，他在美總領館對開

的咖啡店等候接頭人時，被警方國安

處探員拘捕。另外，鍾翰林的女友、

「學生動源」前成員何忻諾及另一名

「獨人」陳渭賢在到警署報到時，同

樣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遵守香港法律
團結建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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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學動」扮無辜
換殼續播「獨」洗腦

被捕日期：2020年10月27日

罪名：利用「創制獨立黨」和「學
生動源」fb繼續「播獨」，涉嫌
「煽動分裂國家」

最新情況：

「學動」屢赴日台勾「外獨」

自從2016年初「港獨」暴力組織「本土
民主前線」發動「旺暴」事件後，「港
獨」活動一度甚為囂張，當時還是中三
學生的鍾翰林與數名所謂「志同道
合」者創立了中學生「港獨」組織
「學生動源」，而當時僅年齡13歲

的何忻諾也因參與「港獨」活動與鍾相識，
鍾除將拉她進「學動」外，也「肥水不流別
人田」，迅速成為其男友。
視「港獨」暴力分子梁天琦、黃台仰
（均為「本民前」頭目）為偶像的鍾翰
林，過往一直依附「本民前」參與
「港獨」活動，並憑借「本民前」
的網媒播「獨」。2016年3月，
「香港民族黨」成立，鍾翰林
見狀也拉隊成立中學生「港
獨」組織「學生動源」。
知情者透露，當時在沙田
一間中學就讀中二的何
忻諾因參與活動與鍾
相識，鍾為方便在中
學校園播「獨」，於
是將她拉進「學
動」，更特別安排
何在「本民前」的
網媒出鏡，以顯示
其地位。
早在2018年2月某日

晚上，有網民發現，鍾翰林
在參與一個「港獨」活動後，與

女友出現在沙田公園，只見他們緊靠
在一起，狀甚親密。之後兩人更走到公園一個

陰暗處長凳繼續「談心」，此時，鍾翰林不斷輕撫女友的
面頰，女友爾後更直接坐在鍾的腿上，兩人差不多到深夜11點才依

依不舍離開。知情者直言，由於「創黨」分子近年相繼離開，鍾翰林在「學
動」已是說一不二，每每以大佬自居，出入都有「跟得女友」何忻諾陪伴，
「『學動』阿頭根本只係佢用來『溝女』的身份，其他成員都睇唔過眼，好多
人好快就走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鍾翰林
涉及罪行

被捕日期：2020年7月29日

罪名：在「創制獨立黨」fb「播
獨」涉嫌「組織分裂國家」及
「煽動分裂國家」

最新情況：

被捕日期：2019年5月14日

罪名：在立法會示威區搶去國旗並
將之毀壞，被控「刑事毁壞」

最新情況：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獨鴦」何忻諾
中二已學壞

鍾翰林（後排右二）
去年7月在日本與
「外獨」勾結。

資料圖片

鍾翰林去年6月帶
領黑衣人於金鐘海
富中心門外聚集。

資料圖片

鍾翰林的女友何忻諾
（右），近年多次在
不同平台煽動港

「獨」。
資料圖片

鍾翰林去年1月帶同
兩名「學動」成員赴台
密會「獨鴛鴦」林保華

和楊月清。
資料圖片

■■圖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圖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鍾翰林鍾翰林((左二左二))被警方被警方
帶走帶走。。 片段截圖片段截圖

◀◀警方拘捕警方拘捕「「獨鴦獨鴦」」何忻諾何忻諾。。

■■被捕被捕「「學動學動」」成成
員陳渭賢員陳渭賢。。

■■鍾翰林在美總領館對面聖約翰大廈地下一間鍾翰林在美總領館對面聖約翰大廈地下一間
咖啡店等候咖啡店等候「「接頭人接頭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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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以鍾翰林為首的「獨青幫」淪為青少年及學生的「洗
腦機器」，鍾翰林創立「港獨」組織「學生動源」一直宣揚「港獨」，並善於用不同
的名義滲透校園煽「獨」煽暴，今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鍾翰林聲稱
解散香港的「學生動源」並辭去召集人一職，又揚言「學動」往後一切動向及言論
均與他本人無關。但鍾翰林等原班「港獨」骨幹在社交平台改頭換面，成立其他
「港獨」組織及所謂的「海外分部」，用所謂「國際線」作名義上的「割席」，
試圖逃避刑責，但其實鍾翰林一直是操控不同「港獨」平台的幕後黑手。
2016年4月5日，時年15歲的鍾翰林以中學生身份，創辦「港獨」組織「學生
動源」，以中學生為「洗腦」對象，其綱領明目張膽宣稱「向香港中學生宣揚香
港獨立理念」、「香港獨立」及「勇武抗爭」等。同年5月1日，剛成立不足1月
的「學生動源」，與其他多個不同派別組織發起所謂「光復上水」行動。同
年6月初及7月8日，「學生動源」分別在銅鑼灣及屯門擺街站「播獨」。
近年，「學動」促使全港7間中學的學生成立「本土關注組」，令成
千上萬中學生被「洗腦」。去年的修例風波中，「學動」成員一直參
與非法集結及進行暴力衝擊，其間有大批學生犯法被捕，「學生動
源」乃其中一大禍首。

「分部」續乞美「分身」照亂港
今年6月30日晚上香港國安法生效前，鍾翰林宣布解散「學
生動源」香港本部，佯稱與香港的「學動」撇清關係，但同時
卻又稱將由「學生動源」海外成員，設立海外分部接管組織一
切事務。警方發現鍾翰林另成立「創制獨立黨」，今年7月
29日警方拘捕涉及「創制獨立黨」的鍾翰林等4人後，部
分人在「創制獨立黨」的「播獨」未有停止。
今年9月1日「學生動源美國分部」facebook面
世，鍾翰林也有份管理。「學生動源美國分部」在
境外活動頻頻，早前有成員更接受美國媒體訪
問，大肆宣揚「港獨」。其實，「學生動源」和
「學生動源美國分部」的fb專頁一直共享信
息，並同時上載鍾翰林等人被捕的消息，顯
示「學生動源」的「獨種」一直都存在。

「學生動源」鍾翰林自
組織成立後，多次到海外與
外國「獨」人勾結，是「五
獨」集會的常客。去年鍾翰林更
先後到海外播「獨」超過六次，與
陳浩天及陳家駒等同黨勾結外國勢
力，甚至更有傳言指鍾翰林去年曾赴台
申請「政治庇護」。
2019年1月，鍾翰林聯同「學生動源」兩

名核心成員洪英棠與洪心弦到台北，與海外
「疆獨」組織關係密切的林保華、楊月清夫
婦以及「台獨」分子王奕凱等人會面，並獲
贈「台獨」旗幟。同年6月9日，鍾翰林藉反

對派「大遊行」活動召集大批一身黑魔裝束的
「學動」成員到金鐘現場企圖搞事。但在次
日，他又與「香港獨立聯盟」頭目陳家駒、
「民權抗爭」頭目楊逸朗等「港獨」組織成員
秘密赴台，與多名「台獨」分子會面。回港後
不久即宣布與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頭目陳
浩天及陳家駒合作，組織聲稱是香港大專院校
的「獨」莊，到日本大阪與海外「五獨」組織
舉行多場反華活動。在大阪數日期間，鍾翰林
多次展示「港獨」旗幟，及與「港獨理論家」
練乙錚見面密斟。
至去年11月18日，鍾翰林再次與陳家駒赴
台，乞求台灣當局盡快通過所謂「難民法」，

聲稱是為了方便香港
的罪犯潛逃到台灣。但
有「獨人」向香港文匯報
透露，二人其實是希望借
「台獨」分子搭路，準備隨
時走佬。而在12月初，本身
並非大專學生的鍾翰林聯同所
謂「香港大專學界代表團」到
台灣，與「台獨」政黨「時代力量」
主席徐永明見面並高調舉行記者
會，要求台灣當局通過「難民法」，
協助香港黑暴分子潛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企圖「着草」的鍾翰林(19歲)，報稱無業，
他不僅是「港獨」組織「學生動源」的

主腦，更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公然違法，
和部分「學動」成員成立另一個「港
獨」組織「創制獨立黨」，並在今年7
月21日發表所謂「成立宣言」，散布
武力爭取「港獨」言論，揚言其組織
綱領是建立「香港共和國」，以及以
「不設底線」方式、團結香港所有
「獨立派」展開行動。
今年7月29日，警方國安處
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拘捕
「學生動源」4人，包括鍾
翰林、何忻諾(17歲)、何
諾恆(20歲)及陳渭賢(21
歲)，他們被扣查48小
時獲警方保釋候查。警
方並首次引用香港國
安法限制4人離境，
他們須交出旅遊證
件，自保釋當日起
計6個月內不得離
開香港，每月均需
向警方報到。

據警方國

安處調查顯示，鍾翰林是「學生動源」的前召
集人，也是「學生動源」、「學生動源美國分
部」及「創制獨立黨」三個facebook專頁的管
理員，鍾翰林和女友及陳渭賢在保釋期間「獨
心不死」，與境外同夥勾結續「播獨」，自今年
8月開始，繼續以「學生動源美國分部」及
「創制獨立黨」專頁發布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
帖文，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

鬼祟等接應 一直與外力聯絡
鍾翰林等4人原本昨日到警署報到，其中鍾

翰林的女友何忻諾，以及陳渭賢，昨午2時許
分別在田心警署及屯門警署報到時，被國安處
人員以涉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拘捕。至於另
一被告何諾恆暫未被捕，繼續獲准保釋。
另一方面，鍾翰林昨晨一早出門，並隻身

前往中區花園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據悉，
有中間人為鍾翰林搭路到美領事館尋求「政
治庇護」，並安排接頭人早上接應鍾進入領
事館，但鍾翰林因提早到達，故在美總領館
對面聖約翰大廈地下一間咖啡店等候，其間
一直與中間人保持聯絡，並心急不停隔着咖
啡店玻璃門向美領事館方向張望。警方國安
處人員掌握其行蹤，至早上8時許，探員以
「煽動分裂國家」罪將其拘捕。

涉事居英「獨」組織屢煽干政
據香港《南華早報》曝

光的一段車

cam短片顯示，鍾翰林被3名國安
處人員押解離開聖約翰大廈，向
美利大廈方向走去。鍾翰林被
押到中區警署扣查，其女友
何忻諾則被押回大圍新村
住所搜查，至下午5時許被
押警署。「學生動源」在facebook專頁
指，有「星火同盟」的律師協助3人。
居英港人組織「Friends of Hong

Kong」向本港的媒體稱，該組織早前
接到鍾求助，指他原定昨日向警方報
到，但擔心「冇可能返出嚟」，加上鍾
翰林沒有護照及被禁離境，該組織協助他
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
惟鍾翰林昨晨因美總領館未開門，便到聖
約翰大廈一間咖啡店坐下，惟大約8時10
分，鍾翰林表示正被人跟蹤，無法擺脫，4
分鐘後便失去聯絡。
據了解，該組織一直游說英國政客干涉香

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曾多次在英國舉行集
會，有成員高舉英國國旗及展示「港
獨」黑暴去年7月闖入立法
會揮英國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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