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24日，「香港民族黨」
向美國領事館請願。阿Ben手舉旗幡
和陳浩天遊行往領事館。

■2015年3月1日，阿Ben現身元朗
「反水貨客」遊行。

■2017年4月30日，「香港民族黨」
尖沙咀公開演講。阿Ben活動開始前
與陳浩天、周浩輝商討一輪。

■2017年6月4日，阿Ben（右一）
參加旺角「港獨」示威活動。事後與
鄭日、「星火同盟」成員等「飯聚」。

■2017年10月1日，反對派港島遊行。阿Ben護航「港獨」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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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Ben參與「港獨」
活動事件簿（部分）

■ 2017年11月3日 觀塘「獨派」天台燒烤會。
陳浩天、周竪峰、黃台仰在場

■ 2017年10月1日 港島遊行。鄭日、「香港
民族陣綫」成員在場

■ 2017年 9月 29日 佐敦酒樓「獨派」飯
局。陳國強、梁金成、劉子禮等在場

■ 2017年9月 中大校園「港獨」標語事件。
頻繁接觸學生會成員及參與會議

■ 2017年8月24日「香港民族黨」向美國領
事館請願。手持旗幡和陳浩天遊行往領事館

■ 2017年6月23日 親「香港民族黨」學生
團體舉行沙士紀念活動。陳浩天、梁頌恆、
游蕙禎在場

■ 2017年6月4日
-香港大學論壇。陳浩天演講
-旺角「港獨」示威及飯局。鄭日、「星火
同盟」成員等在場

■ 2017年5月17日「香港民族陣綫」觀塘街站

■ 2017年4月30日「香港民族黨」尖沙咀公
開演講。陳浩天在場

■ 2015年9月6日「光復上水」遊行。黃台
仰、「本土同盟」及「上水人上水事」成員
在場

■ 2015年8月1日「熱血公民」遮打花園集會
示威

■ 2015年7月26日「本民前」街站及遊行。梁
天琦、黃台仰在場

■ 2015年6月28日「本土力量」旺角趕大媽

■ 2015年5月30日「本土派」遊行

■ 2015年3月1日 元朗「反水貨客」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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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洋生 逢「獨」必撐
定期主持網台播「獨」涉違逗留條件

夜晤學生會 入屋即落簾

一般而言，獲准以學生身份來港的申請人須受下列逗留條件
規限：
a. 只可入讀指定的學校、大學或其他教育機構，以及修讀已

獲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的課程；以及
b. 不得：
-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或
-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
從事實習工作，須符合以下條件：
實習工作必須與學科／課程有關，而且須經學生就讀的院校

安排或批准。
■摘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網頁

學生簽證逗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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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房歎海鮮 埋單二萬元
「港獨」組織人前「係威

係勢」講理念，人後都是要
靠飲飲食食才能籠絡所謂支

持者。早在9月29日晚，在佐敦的莊士倫敦
廣場一間酒樓包廳內，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阿Ben和「撐獨」區議員陳國強疑似開「飯
局」。當晚廳房內筵開四席，桌上放有大量
包括洋酒、啤酒等酒水。飯局結束後眾人面
紅紅，腳步浮浮直接離開，而阿Ben與陳國
強則負責找數埋單。

飯局約40人 碰杯聲夾雜粗口
參加這場「港獨」飯局的有40多人。當晚7

時左右，包括梁金成在內多名經常在「港獨」
集會中出現的網台節目主持人，前後腳抵達倫
敦廣場後就立即坐升降機進入酒樓。其後阿
Ben單人匹馬，手執雨傘露面，他在進入倫敦
廣場前，先四處張望一番，似乎要確認無狀況
才赴會。至於陳國強隔幾分鐘後同樣從港鐵站
方向走來上樓。

飯局首批抵達者至齊人用近一小時。等候開
席期間，廳房內各人出出入入，不時要侍應拿
酒杯小食進去。當晚酒樓廳房外人數不算多，
所以廳房內幾十人大聲談笑，甚至開酒碰杯的
聲音在外面都隱約可聽，偶爾更傳出幾句粗

口，令其他食客面露不悅。

緊張關房門 知聚會見不得光
據觀察，廳房內所用菜式豐富，包括酒樓招

牌菜索價數百的燒鵝，尚有名貴燉湯及海上鮮
等。連酒水雜費等，保守估計每席要五六千
元，合計要逾兩萬元。飯局三數小時之內，不
斷有侍應因為上菜收盤等打開房門，但房內有
人可能覺得有關聚會是見不得光，隨即緊張關
門以避免外人看見，有數次更要求全部侍應離
開房間，至於內裡談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則不
得而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窗口觀察到，阿
Ben坐在較大的主家席上，經常有人走來與他
碰杯交談，他和陳國強等人曾分別站在中間發
言。
直至晚上十點多，出席者陸續分批離開。不

少人離開酒樓及商場門口前都東張西望一輪。
當參加者走得七七八八之際，阿Ben與陳國強
就走近收銀處，疑似埋單找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自稱「澳龍」的阿Ben目前是中大一名研究
生，但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連日觀察，發現
他甚少去上堂。有中大研究生表示，平時研究
生雖然課堂比本科生少，但是往往需要研讀大
量書籍及資料，每日大部分時間都要在圖書館
或宿舍苦讀，而且定期要約見教授。但阿Ben
這種「逍遙讀書」方式，確實少見。譬如今年
9月中大校園發生懸掛「港獨」標語事件期
間，阿Ben似乎每日離開宿舍後只做兩件事：
吃飯；到廣場觀看「港獨」展示品及與學生會
成員「吹水」，有幾次，他在廣場見到辱罵內
地生的前會長周竪峰時，更不停地「咬耳朵」
密斟。

坐入帳篷與眾幹事長談
據觀察，在這20多天時間裡，阿Ben每天差

不多是在中午左右才離開宿舍，然後在校內餐
廳用膳，之後就會悠閒地散步往「港獨」標語

的文化廣場。只見他貌似隨意望兩眼，但過程
中會仔細閱讀並記錄民主牆上的「港獨」單
張，並逐一拍照，然後再遠近不同角度拍下文
化廣場情況。當這些事情做完了，他就走近學
生會「守衛」用的帳篷內，站着與幹事們交
談。至晚上，阿Ben又到文化廣場旁的餐廳吃
晚飯，每次多是獨自用膳，邊吃邊望廣場一帶
的情況。至晚上九十點後，當人潮散去，阿
Ben就直接坐入學生會帳篷內。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遠處望去，幹事一排過坐在一邊，面對着
阿Ben專心聽他侃侃而談，當時四周水盡鵝
飛，根本無人會注意到，一個外籍「學生」如
此熱心地和學生會幹事促膝長談。

拍攝張貼「獨」標語過程
有一晚十點幾，數名貌似學生趁文化廣場無

人，迅速將幾十張撐「港獨」海報覆蓋在反
「港獨」告示上，其間阿Ben又巧合地在這數

名神秘人身後，他指手畫腳之餘並舉機拍下過
程。除了廣場接觸，香港文匯報記者亦見過阿
Ben在學生會「傾莊」的夜會中進入學生會
室，但每次他進入會室後，本來無遮無掩的玻
璃外牆都會落簾，內裡情況外人無從得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據了解，來自澳洲，名叫GAR-
VEY Benjamin Patrick

（Ben）的男子表面上是中文大學的
研究生，但卻與各「獨派」組織及
「港獨」活躍分子相當稔熟。而早
在非法「佔中」以來，阿ben就頻
頻參加各類「獨派」活動，更多次
在活動中與「獨派」成員齊舉「港
獨」標語，並曾在定期網台「開
咪」做主持。但根據本港入境條例
有關規定，阿Ben曾固定在網台當
主持人，其行為已涉嫌違反學生簽
證的逗留條件(見下表)，據悉，阿
Ben的學生簽證將於明年1月到期。

與各路「獨」頭目關係匪淺
阿Ben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本土民土前線」召集
人黃台仰、中大前學生會會長周
竪峰關係匪淺。11月3日晚，「本
土新聞」社長劉子禮（Joel Lau）
等人打着籌款名義，在觀塘工業
中心第四期天台處搞了一場「燒
烤晚會」。當晚阿Ben較其他參加
者遲到，但現場有人發現，阿Ben
是從大廈的走火樓梯獨自鬼祟走
上天台。他一到場，眾人立即走
去向阿Ben打招呼，而他就顯得很
熟悉地在四周打點，並逕自拿起
一罐啤酒狂飲。之前分散的參加
者紛紛圍住他，時而大聲講笑，
時而低頭密斟。
當晚陳浩天亦在稍後時間抵達，
一來就先去燒食物，似乎非常肚
餓，而阿Ben亦專門走去找他，在
欄杆邊單獨對談近10分鐘。頗令
記者意外的是，9月份在中大「捍
衛」「港獨」標語，並放言「辱
華」的周竪峰在十點左右亦現
身。周竪峰全程吃喝大笑，狀甚
興奮，與在場「獨派」人物頗熟
絡。此情此景難免令人對9月的中
大校園「港獨」標語事件有無限
聯想，至於較少露面的黃台仰則
似出席「畀面派對」，雖短暫出
現在燒烤場，但見到阿Ben也興致
勃勃地與他站在一旁「傾密
偈」。直至午夜時分，這場「獨
派」聚會才曲終人散，而阿Ben則
是最後離開現場的一批人。

行徑極不符合大學生身份
據悉，阿Ben每月會定期與「香

港民族黨」成員、撐「獨」區議員
陳國強、「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
集人梁金成（金金）、「港獨」支
持者鄭日（網名）等一大班「獨
派」人物「飯聚」。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數年來

經常出現在「港獨」活動場合，從
表面看來，阿Ben幾乎不需要忙上
堂和寫論文，其行徑不符合大學生
身份，令人起疑。而早在今年9月
中文大學文化廣場發生「港獨」標
語事件期間，香港文匯報記者幾乎
每日都看到阿Ben 在廣場一帶出
現，並不時與在場的中大學生會成
員低聲私語。
早前在澳洲國立大學完成博士課

程的阿 Ben，在網上自稱「澳
龍」。香港文匯報記者得悉，阿
Ben多年前曾在北京讀書及工作，
後來到香港的本地及國際媒體工
作。而目前已39歲的他是用學生簽
證在中大就讀「國際亞洲研究課
程」，並住在中大國際生舍堂。據
了解，阿Ben數年前在港的工作簽
證到期後，就申請學生簽證在中大
讀書，其簽證將於 2018年 1月到
期。此外，阿Ben曾在某網台定期
主持一個英文節目，內容多圍繞報
道及評論「港獨」情況。

兩年前已投身「反水貨客」
據觀察，阿Ben似乎對「港獨」

活動情有獨鍾，早在2015年初，當
「獨派」組織以「反水貨客」為名
進行所謂「光復行動」時，阿Ben
就經常出現在人群中。而在今年，
記者就發現阿Ben不下10次出現在
「港獨」活動的人群中。
據悉，阿Ben與「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的關係尤其密切。過
去多場「獨派」活動中，接近一半
都有「香港民族黨」的參與。今年8
月24日，「香港民族黨」遊行去美
國領事館遞交請願信，當時阿Ben
手舉「香港民族黨」旗幡。有熟悉
阿Ben 的人指出，他的「亞洲研
究」根本就是研究「港獨」。

包括「香港民族陣綫」、「學生動

源」等「港獨」組織成員不甘寂寞，昨

日又到校園外播「獨」。香港文匯報記

者長期追蹤發現，一批屬於不同組織的「港獨」分子私下非

常活躍，不時舉行「聚餐」活動，而聚會的其中一個搞手疑

是在港中大讀書的「外籍學生」阿Ben。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阿Ben（左一）長期參與網台節目主持工作。 FB截圖

■2017年9月29日，佐敦一間酒樓「獨派」
飯局。阿Ben、陳國強、金金等主持大局。

■2017年9月，中大校園「港獨」標語事件。
阿Ben(右)深夜接觸學生會成員及參與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