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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旗」有基地 製賣一條龍
台「激進」設計 指定工廠生產「本土工作室」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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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對派近期不但加強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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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派發起的
反對派發起的「
「 七一遊行
七一遊行」
」
中，「
，「港獨
港獨」
」組織揮舞多支
組織揮舞多支「
「香
港獨立」
港獨立
」旗幟
旗幟，
，途中紅圈所示皆
為「本土工作室
本土工作室」
」出品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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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政治組織合作，也強化「港

獨」、「台獨」宣傳品的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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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反對派早前發起的「七一遊行」中，「獨派」
成員展示的一些旗幡都是由一個名為「本土工作室」
（Local Studio）提供的，其中一面黑藍底白字的
「香港獨立」旗更是首次在遊行場合出現。據悉，該
旗幟是在台灣設計生產，「本土工作室」則負責在港
銷售。香港文匯報記者接觸到一名「港獨」組織成
員，該青年透露，「本土工作室」除了與台灣「激進
工作室」合作設計及推銷「獨品」外，在香港還有一
間指定的工廠為其生產「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港文匯報記者在上月中旬接觸到這名「港獨」組織成
香員，惟該青年堅拒透露自己任何資料。他說，「本土工

作室」自從數月前被傳媒報道後，在其內部引起「少少麻
煩」，目前該「工作室」的工作是由設計師兼創辦人陳×灝獨
撐。

產品「種類豐富」「獨派」組織愛訂購
據悉，陳×灝在非法「佔中」期間就開始設計帶有強烈政治
傾向的產品。由於本港極少有這類公司或機構設計銷售「播
獨」產品，因此陳×灝在「獨派」圈中頗有名氣，加上「本土
工作室」產品「種類豐富」，不少「獨派」組織及成員都會向
他訂購。
「獨派」組織早前藉「七一遊行」場合展示的一幅藍黑底白
字的「香港獨立」旗，是由台灣一個主張「台獨」的「激進工
作室」與陳×灝合作推出。

「有人已買咗唔少相關物品」

在填寫信用卡及訂購者資料時私隱
被洩露的風險極高。
雖然「本土工作室」並無公開其負
責人，但根據傳媒報道及受訪的「港
獨」組織青年證實，畢業於理大設計
副學士的陳×灝就是「本土工作室」
負責人。陳×灝早年開設計公司並任
董事，但自從被傳媒曝光其身份後，
已退任董事職位，現時亦無擔任任何
註冊公司職位。

稱搞「獨」俾人拉「無謂出面」
「無牌無名幾好啊，始終搞『港獨』
會俾人拉。反正我哋圍內知老闆係邊
個，交完錢就收貨，大家少啲聯絡仲
好。我哋打前線，『本土工作室』提供

「本土工作室」除了經營網
店，更積極與台灣的「激進工作
室」聯合設計和生產鼓吹「港
獨」及「台獨」的產品，其產品
在各自網店都可直接購買或預訂
寄運。
陳×灝深知單靠網店，銷售
額和知名度都有局限，因此積極聯絡
不同實體商店寄賣產品。在香港，
「本土工作室」在 5 個地方寄賣其產
品，包括書店、藝術中心、餐廳等；
在台灣，有起碼 10 個場所為「本土
工作室」提供寄賣。上述十多個商
店、場所中，不少店東或負責人都是
支持「獨立」或「本土」的。
各個寄賣點會因應其面積等因素陳
列不同「港獨」產品，較常見的是明
信片，較敏感及顯眼的旗幟橫幅等則
較少公開展示，須詢問才取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物資，無謂出面啦。」該受訪的青年直 狂妄，產品又充滿「播獨」色彩，是
言是大家「分工合作」。香港文匯報記 否譁眾取寵幫網店刺激銷量？真是天
者問這名「港獨」組織青年，對於陳× 曉得。
灝搞「港獨」產品有錢賺，而他們這些
青年學生則「向前亂衝隨時被拉」有何
想法，該青年思考片刻後，最後只是苦
笑一句「是但啦」。
「本土工作室」最近在網上發佈一
系列「本土」資訊圖，不少網民指責
該資訊圖充滿種族歧視，製造社會對
立。陳×灝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聲言：
「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激進狂熱分
子……香港『獨立』是理所當然的
事。」7月3日「本土工作室」在網上
又稱「歡迎外國勢力說三道四」云 ▓「本土工作室」網店展示的「港獨」
、
云。陳×灝口稱「不激進」，但言論 「藏獨」
、
「反華」
等激進圖片。 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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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台獨」的台灣「激進工作室」與香港「本土
地工作室」聯合出品的「香港獨立」鴨舌帽。 fb截圖

兩－獨－合－流

綜合部分曾向「香港×品」訂貨的客戶提供的資料，與「港
獨」T 恤同類的衣服批發訂價約 80 元至 120 元，視乎數量而
定。其中，「本土工作室」設計的「HONG KONG IS NOT
CHINA」T 恤，網上訂價為$180，照估算利潤高達八成。而
梁頌恆、游蕙禎去年 10 月在立法會宣誓時展示的「HONG
KONG IS NOT CHINA」字樣條幅，也是來自「本土工作
室」，其網頁顯示售價為80港元。
該「港獨」組織青年指，陳×灝頗具生意頭腦，「佢會免費
將好多『港獨』貼紙畀大家用同派，熟絡咗賣其他嘢易好
多！」香港文匯報記者看見該款「港獨」貼紙網上售價 50 港
元一套，不過「學生動源」及多所大學學生會都曾免費派發。
在 6 月上旬，「本土工作室」在網頁上稱，6 月 12 日是「七
一」前訂購 T 恤最後限期，並聲稱最遲可在 6 月 25 日前發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香港×品」及陳×灝處所觀察，在 6 月下
旬期間曾有疑似「港獨」貨品收發，更有數名遮掩面容的男女
在上址取貨。該「港獨青年」表示「香港×品」和「本土工作
室」是長期合作關係，各種字樣都有齊備，「其實你直接同
『香港×品』訂都得，會平好多。畀貴咗當支持陳×灝啦。」
對於為什麼願意透露「內幕」，該「港獨」組織青年表示，
「港獨」組織內部派系眾多，明爭暗鬥，他深受其害，已有意
興闌珊之感，正考慮逐漸「淡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張
得民）「本土工作室」在網頁內介紹
其為「成立於 2015 年，以設計宣傳
香港社會議題、『獨立』意識的獨
立設計工作室」，惟網頁完全沒有
提供任何負責人姓名、電話、地
址，僅僅提供電郵地址及臉書（facebook）鏈接。購物後，付款方法只
能使用信用卡或者銀行轉賬，而銀
行轉賬的號碼是一個 CHAN ×××
HO 的個人戶口。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公司註冊處找不到「本土工作室」
的任何商業登記。法律界人士表
示，近年網店興起，像「本土工作
室」這種無牌、資料不全的商家，
無法提供足夠保障予消費者，顧客

聯－合－播－獨

「獨」T恤料利潤高達八成

「本土工作室」疑無牌 產品「播毒」風險高

逾十個寄賣點
兩「獨」合製「獨品」

該「港獨」組織成員表示，早在今年 5 月中旬，「本土工作
室」在某中學校園舉行賣物會而趁機銷售該款「獨立旗」，當
時正是被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揭發，「雖然出師不利，不過有人
已買咗唔少相關物品」。當時，該青年就透露，在「七一遊
行」場合會見到「本土工作室」的多幅「港獨」旗幡。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七一遊行」現場發現，「獨派」組織
「學生動源」及「香港民族陣綫」就曾分別展示該支由台灣生
產的「獨立旗」。
「大旗雖然夠搶，不過大家最多買一兩支，相對來說，
『HONG KONG IS NOT CHINA』T 恤更受歡迎。一人賣
一件，一百八十，好賺過旗㗎！」至於「本土工作室」是否所
有產品都在外地製造，該「港獨」組織青年表示不太清楚，但
透露了一間名為「香港×品」的工廠名稱，着記者自行查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公司註冊處核對了多個「香港×品」公
司，最終鎖定九龍灣寳隆中心一間以生產制服為主的服裝工
廠。資料顯示，該公司由一名叫 YUM WAI ×××的人任董
事，公司秘書則叫 WU HONG ×××。「香港×品」除了為
「本土工作室」製作 T 恤，客戶亦包括部分「本土」組織，甚
至也有政府部門屬會及公共機構來「幫襯」。

▓「七一遊行」中兩名疑似台灣女子
（背向鏡頭灰裙、黑褲）肩披「激進
工作室」大毛巾，遠觀警察防線前的
「港獨」示威分子。

兩
「工作室」
互通聲氣
產品
「湊巧」
現遊行？

在這次民陣「七一遊
行」隊伍中，有「港
獨」組織成員打着象徵
港英殖民統治的「米字
龍獅旗」混入人群，但
記者發現，有示威者展
示的「宣獨」物品是由
台港兩地的「播獨」設計公
司聯合製作。
7 月 1 日下午 3 時左右，一
批聲稱是「香港民族陣綫」
的蒙面分子，打着樣式不同
的「港獨」旗幡聚集在灣仔
鵝頸橋下，正準備參加遊
行。其間，有人不斷展示一
幅黑底白字、襯有香港地圖
並用中英文寫上「香港獨
立」的旗幟。
無獨有偶的是，正當「獨
派」成員推撞鐵馬欲強行衝破
警方封鎖線時，遊行隊伍內
「剛好」經過現場的兩名女子

突然停步觀看，其中一名女子
肩披一幅黑底白字、寫有「官
逼民反 CIVIL REVOLT」的
中英文字樣毛巾。
兩名女子以台腔普通話
交談並指指點點。香港文
匯報記者事後查證，其肩
上披戴的「官逼民反 CIVIL REVOLT」 正 是 台 灣
「激進工作室」銷售的產
品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入「本
土工作室」fb 專頁查閱，發
現其主頁就展示該款「香港
獨立」旗，網頁並聲稱，該
旗幟是由「本土工作室」與
台灣「激進工作室」聯合製
作。
記者再登入「激進工作
室」fb 專頁，發現該網站售
賣大量宣揚「台獨」及「港
獨」的產品，包括條幅、衣

褲、帽子，甚至底褲等等。
網頁並宣稱，一些「港
獨」產品是與香港的「本土
工作室聯合製作」。台港兩
間「工作室」在網上互通聲
氣，在灣仔遊行隊伍中又有
示威者分別使用兩者的產
品，種種「湊巧」難免令人
猜測背後聯繫。

「激進」稱已結盟
據了解，目前設在台北大
安區敦化路一棟商廈內的
「激進工作室」，於 2011 年
由台灣一個重金屬樂團成員
創立，目前的負責人叫陳威
仲，他與台灣深綠政團關係
密切。而「激進工作室」專
頁也宣稱，已與台港匿名者
組織（Anonymous）結盟，
並會進行「實質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