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工作室」滲校「販獨」方式

3.「本土工作室」租用攤位售賣「港獨」、「藏獨」、「台
獨」產品

註2：「nomad nomad」所在富德樓的單位由兆基創意書院
前校長馮美華負責放租

2.「nomad nomad」以每個攤位
兩日$680租金向申請檔主放租

註1：「nomad nomad」負責人是兆基創意書院舊生

首侵中學售獨品

趁創意書院市集擺檔 校方稱「不知情 不支持」

港台藏獨旗高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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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中學生
「港獨」組織「學生動源」一直積極鼓吹
「入校播『獨』計劃」，這次發生在兆基
創意書院校園的「販獨」事件，也得到
「學動」頭目的遙相呼應。在市集舉行
前，「學動」召集人鍾翰林就在社交網頁
上呼籲支持者去捧場，而在「販獨」當
晚，鍾翰林更在網上展示「本土工作室」
攤位的「展品」。據了解，「學動」的
「入校計劃」，不但得到「港獨」暴力組
織「本土民主前線」的支持，其實也獲得

「本土工作室」的暗助。

「獨派」共謀「校園播獨」
自去年4月成立以來，「學生動源」就
在「本民前」旗下網媒「channel-i.hk」
開設「播獨」節目，而「學動」幾名召集
人歐陽剛、王學言、鍾翰林等也多次在節
目中鼓吹「校園播獨大計」，並暗中協助
中學校園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
今年4月，「學動」頭目在節目中聲

言，會藉今年「七一」香港回歸20周年
前夕進行新一波「入校計劃」，而在四、
五月間，他們至少進行了五次「街站播
獨」行動，其中兩次更特別選擇在中學校
園集中的地區。

「獨品」疑來自「工作室」
去年11月，鍾翰林就曾表示，「學
動」的「入校計劃」得到了「本土工作
室」的協助。據了解，「學動」在街頭派
發的部分「港獨」宣傳品，極有可能來自
「本土工作室」。在這次兆基創意書院校
園舉行「生活節」市集前，鍾翰林也在其
社交網頁上為「本土工作室」攤位宣傳，
並呼籲支持者網購「宣獨」產品。
在市集舉行當天，鍾翰林除參加「學
動」在沙田的街站外，也趕赴位於九龍城
的兆基創意書院，為「本土工作室」攤位
捧場。看來，「學動」與「本土工作室」
的關係絕非簡單。

「本土工作室」暗助「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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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富德樓恍若「本土」大本營

「本土工作室」是於2015
年成立的團體，其骨幹是一
名陳姓男子，也是非法「佔

中」的積極參與者。資料顯示，陳男畢業於理大
副學士課程，主修設計，個人開設設計公司。

「本土工作室」成立後，他一直為不同「本
土」組織設計、印製海報等宣傳品，並推出
「HONG KONG IS NOT CHINA」等鼓吹「港
獨」的貼紙、旗幟及衣帽。據其網頁透露，不少
產品乃由台灣的組織設計及生產。
平時，「本土工作室」透過網頁銷售各類

「獨品」，同時在序言書室等不同店舖寄賣，策
略上則一向以較低調的方式推動「港獨」，例如
曾暗中幫助「學生動源」入校「播獨」，「學
動」召集人鍾翰林就曾公開多謝其援助。「本土
工作室」的印刷品亦一直被不同激進「本土」組
織廣為派發張貼。

利用校外團體滲透校園
是次在兆基創意書院內的市集擺檔，正是

「本土工作室」利用校外團體滲透入校園的策
略。「本土工作室」窺準活動性質相對自由，學
校沒有直接監察的漏洞，以宣傳理念為幌子，在
超過一百個參與者中渾水摸魚。
由於學校出租場地後，主要依賴租用者（即

「nomad nomad」）管理場地事宜，故此一旦
租用者把關不嚴甚至「放水」，「港獨」就可以
打正旗號進入校園。創意書院事後回應毫不知
情，也反映可能被有關組織「擺上枱」。而「本
土工作室」借此機會，變相循正規程序入校，無
疑令其在學校曝光率及知名度提升，亦能更直接
向師生，甚至家長「宣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即使是周末，校

內有不少學生在活動，甚至有小學生及家長在另
一層參觀。該事件暴露出即使教育局及學校表明
反對「港獨」，但此類組織仍可迂迴地借個別活
動或團體作掩護，將各種「獨立」旗幟掛入校
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1.「nomad nomad」與「香港素食會」向兆基創意書
院承租場地，合辦「唔剝削動物生活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
「nomad nomad」負責人在香港文匯
報記者多番追問下，始終堅拒回應與
「本土工作室」的關係，更聲言不會對
租客作「政治審查」。不過，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進一步調查下，發現「no-
mad nomad」的辦公地點灣仔富德
樓，與不少激進「本土」組織有頗多淵
源。如現已解散的「學民思潮」，在未
「發達」前就以二三千元月租13樓一
個單位。同一單位在2014年9月28日
「佔中」開始後，更成為其中一個「避
難所」，有「學民仔」會在此休息甚至

借宿。

「眾志」合作「研港前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到富德樓查看，發

現一個名為「本土研究社」團體在大廈
2樓有辦公室。巧合的是，由前「學
民」召集人黃之鋒等創立的「香港眾
志」目前正與「本土研究社」合作，進
行所謂「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早前就
有報道說，「本土研究社」負責人陳劍
青曾在該址「授課」，被教育局發警告
信指其違反《教育條例》。記者也在富
德樓其他地方觀察，發現升降機、走廊

等多處地方都貼有反政府、反警察等口
號的「貼紙」。
據悉，富德樓內有十數個單位由

「達微慈善基金」擁有。該基金以低廉
租金租予一些「文化團體」。基金委託
兆基創意書院前校長馮美華管理日常租
務。而在富德樓14樓的「藝鵠」董事
之一就是馮美華。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
察，「藝鵠」售賣包括「本土研究社」
出版的書籍，同時會統籌及協助不同藝
術活動。「nomad nomad」過去不少
活動就得到「藝鵠」贊助場地，及大廈
9樓的一家網媒幫助宣傳。

■「本土工作室」在校園的攤位開揚無遮擋，每位
入場人士必能看見「港獨」宣傳品。

■「學動」召集人鍾翰林光顧兆基創意書
院「本土工作室」攤位後在網上發帖支
持。 fb截圖

■「本土工作室」寄賣產品的序
言書室，早前公佈2016年銷售
榜熱門書包括《香港民族論》，現
在正推銷《香港獨立論》。

■「本土工作室」網上所銷售的部分「港獨」產品。

■兆基創意書院學生儲物櫃上甚多「香港獨立」貼紙與塗鴉。

■■「「本土工作室本土工作室」」攤位擺攤位擺
賣多種賣多種「「宣獨宣獨」」產品產品，，有有
年輕人前來光顧年輕人前來光顧。。

這個名為「唔剝削動物生活
節」的市集於本月14日、

15日在兆基創意書院校園內舉
行。香港文匯報記者所見，現場
約有百餘個攤位，但一個位處市
集角落、編號112的攤位卻令不
少參觀者感到詫異：該攤位前掛
着一幅用中英文書寫、藍底白字
「香港獨立」標語，而攤位兩邊
也懸掛着兩幅宣揚「港獨」及
「台獨」橫幅，還有一幅代表
「藏獨」的「雪山獅子旗」。
「咁都得？」
有參觀者邊看邊嘀咕：「點
解呢啲『港獨』嘅嘢都可以來
擺檔？佢同『唔剝削動物』嘅
市集主題有咩嘢關係？！」一
個在市集售賣手作香薰的檔主
也氣憤地說：「擺咁嘅嘢學校
都唔理咩？我個客仲以為係市
集擺檔嘅都支持『港獨』！」

游梁「港獨」標語攤檔高懸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近所見，
負責看檔的有3名青年男女，
而攤檔展銷的產品包括「獨
立」旗幟、貼紙、太陽帽、地
圖卡、T恤等，售價在幾十至
三百多元不等。不少「獨品」
過往也曾在反對派的遊行活動
中出現過，而高懸在攤位後方
的「宣獨」標語，竟與「青年
新政」梁頌恆、游蕙禎去年10
月在立法會宣誓時所展示的
「港獨」標語一模一樣。
據了解，112號攤位是由一
個叫「本土工作室」的團體
承租，當中不少售賣的產品
由台灣公司設計及生產，而
「本土工作室」則主要負責
製作印刷品。

「學動」頭目捧場賣力宣揚
市集期間，該攤檔的生意雖
然一般，但由於有關展示實在
「另類」，吸引了不少好奇者
到攤位前觀看及拍照，而中學
「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召
集人鍾翰林更在其面書貼出到
該攤位「捧場」的照片。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創意書院校園大
樓內隨意參觀時也發現，各層

走廊的儲物櫃外也貼有不少
「宣獨」貼紙。
據了解，是次「唔剝削動物

生活節 」活動是由一個名為
「nomad nomad」的組織與
「香港素食會」牽頭籌辦，他
們向創意書院租借場地後，再
以每攤位680港元的租金（兩
日）向攤檔轉租，以現場逾百
攤位計算，所收的租金總額可
達7萬元。

主辦團體關係千絲萬縷
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

「nomad nomad」早在 2015
年1月起就多次在創意書院舉
辦市集，其負責人是創意書院
的舊生。記者並發現，「no-
mad nomad」所在地址是灣仔
富德樓8樓，而負責該單位租
務的馮美華，更曾任創意書院
的校長。
創意書院校長謝國駿以電

郵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
時稱，校方支持推動文化創
意產業的市集，但不支持
「港獨」，並強調校方與
「nomad nomad」屬於租務
關係，「我們並不知悉該團
體允許涉及鼓吹『港獨』、
『藏獨』、『台獨』的旗幟
及產品在學校擺放。」
謝國駿沒有透露這次校方向主

辦團體收取多少租金，並指有關
攤位租金定價是主辦團體的內部
事務，學校沒有參與決定，「日
後我們和租客商討租務安排時，
會積極提醒租客必須留意在使用
學校場地的時候，不應該出現類
似產品或物件。」
「nomad nomad」一名不願

透露姓名的負責人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查詢時，拒絕回應是
否認識「本土工作室」負責
人，亦無正面回覆為何允許設
攤位宣傳「港獨」產品，僅稱
「只要是宣傳一些理念，就符
合參加市集要求」。她亦不願
回應日後如舉辦同類活動時，
是否會遵照校方要求拒絕「港
獨」產品，僅稱「會逐次活動
與校方溝通」。

調查報道
本港的中學校園首次出現公開售

賣「港獨」宣傳品事件。一個在

「佔中」後開始製作及散播「港獨」產

品的「本土」團體，本月中在九龍城「兆基創

意書院」（下稱「創意書院」）舉辦的市集設置攤檔，

展銷包括「港獨」、「台獨」及「藏獨」產品，一些

「港獨」組織頭目更到該攤位捧場。據其他參與該市集

的檔主指出，有關「播獨」攤位懸掛多款「獨」派旗

幟，非常高調，但作為提供場地的創意書院，在連續兩

日的市集期間，卻無任何人員對該等「播獨」攤位採取

干預或阻止行動，令到其他攤檔也被參觀者以為支持

「港獨」。對此，創意書院校長謝國駿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時解釋稱，校方並不知悉現場有展示和售賣

「港獨」產品，又強調校方不支持任何「港獨」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齊正之、張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