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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見見學動學動授授獨獨計計
「台獨」 引路， 「港獨」 三小鬼拜見 「蔡英文密使」 斷正！ 「港獨」 組織

「學生動源」 鍾翰林、洪英棠及洪心弦於過去的五日竄台，頻密聽取 「獨鴛鴦
」 林保華、楊月清夫婦指令，昨最後一天重頭戲，《大公報》直擊楊月清帶同
三個 「獨青」 ，在 「總統府」 旁 「國史館」 與一名神秘男子會面長達一個半小
時。該男子在會面後手持一批 「獨書」 ，施施然步行到對面的 「總統府」 辦公
室，驅公務車揚長而去。操弄 「台獨」 、扯線 「港獨」 青年的幕後黑手，呼之
欲出。

調 查 報 道
大公報 調查組 陳達堅 海芯葆 栗時生（文）

調查組（圖） 李斯達（資料）

獨鴛鴦住2000呎豪宅

大灣區發展規劃
特首冀兩月內公布

A7 港澳高校專家
申國家項目開綠燈

A5

蔡密使
▲▲神秘男子在神秘男子在 「「國史館國史館」」秘密會見鍾翰林三人及楊月清秘密會見鍾翰林三人及楊月清 ▲▲神秘男子如老師般向四人訓話神秘男子如老師般向四人訓話

楊月清洪英棠神秘男

洪心弦鍾翰林

蔡政府國策顧問秘會三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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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男子手持一疊文神秘男子手持一疊文
件件，，其中一本是其中一本是《《看雜看雜
誌誌》》第第190190期期，，當中一當中一
篇文章提到篇文章提到「「五獨五獨」」論壇論壇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 「獨鴛鴦」林保
華、楊月清去年舉行 「五獨」論壇，贊助嘉賓機票，
今次又安排 「學生動源」鍾翰林、洪英棠、洪心弦三
人赴台。《大公報》發現， 「獨鴛鴦」資金雄厚，在
台北的住所屬於豪宅地段，難怪可以不斷接待 「港獨
小鮮肉」。

三學生旅費何來？
昨日 「獨鴛鴦」帶鍾翰林三人參觀完 「玫瑰古蹟

」，楊月清就返回其2000呎住所，由保安員推她上樓
。 「獨鴛鴦」住所位於萬華區，在台北屬豪宅地段。

鍾翰林三人此次的台北五日行程，機票、住宿、

交通及飲食花費不少。來回機票每人至少2100港元，
加上他們入住的旅館四晚住宿也要二千元，即使三人
同住一間房，再加上飲食、交通，每人平均花費亦至
少約四千元，對於沒有收入的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
開支。然而，鍾翰林卻沒有呻窮或抱怨，究竟錢從何
來？

今次台灣之行，鍾翰林與洪英棠、洪心弦幾乎形
影不離。從鍾翰林上載的照片可見，入住的估計是雙
人房。

按照網頁顯示，兩人房的間隔是以一道透明玻璃
分隔浴室和床位，毫無任何遮掩。到底兩男一女這幾
天如何共處，實在令人懷疑。

【大公報訊】記者栗時生、海
芯葆報道：楊月清昨日帶同 「港獨
」青年鍾翰林等人到台北市 「玫瑰
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密會」
，該處負責人正是蔡英文政府的 「
國策顧問」、 「台獨」分子蕭渥廷
。蕭渥廷與楊月清關係非常深厚，
昨日亦親自接待鍾翰林等人，向他
們灌輸 「獨」思想。

昨天四人與神秘男子秘密會面
後，楊月清與 「學生動源」三人一
同乘的士到 「玫瑰古蹟」。抵埗後
，四人坐在 「玫瑰古蹟」的戶外茶
座聊天。之後，鍾翰林三人就獲職
員安排參觀舞蹈室，蕭渥廷就在此
時現身。參觀完畢，有職員替楊月
清與鍾翰林等四人拍攝大合照。楊
月清又為鍾翰林等人打氣，鼓勵他
們多點到台灣 「交流」。

坐落在台北市中山北路黃金地
段的 「玫瑰古蹟」，建於日據時代
1920年，原為日本文官宿舍。1949
年舞蹈家蔡瑞月在現址成立蔡瑞月
舞蹈研究社。

楊月清夫婦近年經常在 「玫瑰
古蹟」的咖啡廳接待政界朋友，例
如 「台獨」大佬史明、 「台獨」青

年林飛帆等，她甚至在網誌上形容
該處是 「我家後花園」，記者又發
現 「玫瑰古蹟」內有感謝楊月清的
字句。

蕭渥廷是蔡瑞月的徒弟和媳婦
，現為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經常透過藝術活動宣揚 「台獨」理
念。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去
年舉辦 「五獨」論壇時，楊月清還精神
奕奕，今次卻要坐輪椅，究竟所為何事
呢？楊月清在facebook自爆，去年11月
九合一選舉，她投完票步出票站後，因
為心不在焉， 「一腳踩空，人就飛了出

去，整個趴倒在地上，用廣東話說就是
……扭（拗）柴和撲（仆）街……！」
大搞 「台獨」、 「港獨」的楊月清因為
摔倒而腳掌骨裂，她形容 「這是多麼不
祥的兆頭」，果然，民進黨在九合一選
舉 「輸到貼地」，可謂一語成讖。

▲ 「台獨」 分子蕭渥廷（左一）
，親自接待鍾翰林等人

▲楊月清在 「國史館」 外對鍾翰
林三人指手畫腳

大公報前日已預告，竄台 「學動」三成員鍾翰林
、洪英棠、洪心弦，會獲 「獨鴛鴦」安排在台北會見
神秘頭目。昨日上午11時許，鍾翰林三人拖着行李從
飯店步行至捷運西門站，轉乘到台北車站中華航空櫃
枱登記及寄送行李後，洪英棠自行離隊，鍾翰林、洪
心弦則乘的士離開。

約中午12時半，鍾翰林、洪心弦到達 「總統府」
旁的 「國史館」，會合早已在館外等候的楊月清和洪
英棠，一名身穿白色西裝、戴眼鏡的中年男子現身，
引領四人進入館內一間會議室。

神秘男座駕屬公務車
記者直擊 「神秘男」坐在會議室主家位，楊月清

對該男子全程表現恭敬， 「神秘男」像老師訓導學生
。平時不修邊幅的三廢青裝出正經表情，正襟危坐。
五人傾談一個半小時，下午二時許才散席。 「神秘男
」離開時手持一疊文件及雜誌，包括一個印有 「台灣
青年反共救國團」標記的資料夾，相信是楊月清交給
他的文件資料；另一本就是《看雜誌》第190期，該
期2018年6月5日出刊，當中有一篇文章引述林保華、
楊月清去年三月舉辦 「五獨」論壇的籌備情況。

會面結束後， 「神秘男」穿過軍警崗哨，逕自步
行到對面的 「總統府」停車場，駕一部奧迪私家車離
去。翻查資料，該輛房車於2009年出牌，屬 「外站移
入─新領」狀態，隸屬士林監理區，車主名字無法顯
示。有熟識台灣政治的當地記者表示，該車很可能是
官員公務車。

在台灣政府的組織架構， 「國史館」與 「中央研
究院」直屬 「總統府」，地位超然，任職人員全是蔡
英文的幕僚， 「國史館」與 「總統府」只是一街之隔
。 「中央研究院」的 「台獨」學者吳叡人、曾建元等
，亦與 「港獨」及 「自決」派人士關係極其密切。

三人密冚「國史館」行程
三名 「獨青」完成此行重點 「任務」後，緊隨行

動不便的楊月清到中山北路 「玫瑰古蹟」。到下午近
四時半，楊獨自返回離咖啡廳不遠的萬華區豪宅。

玩得不亦樂乎的鍾翰林，連日在ig貼出行程，享
受做新聞人物的感覺，連在桃園機場臨走還不忘打卡
，大晒印有 「香港共和國」的護照套和登機證。但鍾
翰林一行在其社交平台完全隱去在 「國史館」的行程
。不過， 「港獨」勾連「台獨」的陰謀卻是無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