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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口號做網課頭像 香島生被罰停課

兩黃師組織乞美制裁 或違國安法
核心成員居公民黨要職 暗推黑暴滲校園

近日有一份所謂 「報告」 在教育界流傳，內容涉及去年
黑暴及政府處理問題教師，撰文組織竟把政府有關做法抹黑
為 「政治打壓」 ，甚至宣稱將 「報告」 送往美國，要求制裁
香港。大公報記者調查發現，這份 「報告」 是激進教育團體
「進步教師同盟」 和 「全民教育局」 在今年三月聯手炮製。
這兩個組織和美國政府及反對派關係甚深。身兼兩組織核心
成員的孔令暉（Simon Hung）在公民黨位居要職，是該黨新
界西支部副主席，令人質疑他是公民黨在教育界的 「扯線公
仔」 ，不少行動均為政治部署。法律專家表示，有關組織要
求美方介入香港事務，甚至採取其他敵對行動，隨時干犯國
安法，國安委應介入調查。

▲香島中學一名中四生以 「港獨」 口號作
為網課個人頭像，被校方罰停課一周

報道查
調大公報記者 唐 川

學界斥報告抹黑 製造混亂

進師盟與攬炒派沆瀣一氣
過去社會只集中焦點在教協如何將政

治帶入校園，事實上，近年反對派深入教
育界，設立很多小型激進組織， 「進步教
師同盟」 便是其中之一。

「 進 步 教 師 同 盟 」 （ 英 語 ：
Progressive Teachers' Alliance），簡稱
「進師盟」 ，成立於2014年。該組織一直

得到激進人士全力支持，例如成立不久，
「進師盟」 成員便參加2014年香港教育專

業人員協會（教協）監事會的換屆選舉，
當時已獲和外國勢力關係甚深的黃之鋒、
羅冠聰等人支持。最終的選舉結果， 「進
師盟」 於19席中取得6席，被外間視為教協
的改革派。

除了參選教協監事會外，該組織的成
員也曾與 「教育工作關注組」 合辦 「學校
如何應對 『佔中』 爭議？」 座談會，被視
為違法 「佔中」 的支持組織之一。

其後 「進師盟」 積極參與反政府的
社會事件，例如離港失蹤多時的前 「香
港眾志」 副主席鄭家朗上月突然成立激
進教育組織 「教育野」 並 「蒲頭」 開記
招，揚言將聯同 「教育同行陣線」 及 「
香港人教育支援平台」 等組織發起聯署
行動，並企圖借助由攬炒派操控的18區
區議會，迫使政府撤回通識科教科書自願
送審服務安排。 「進師盟」 亦屬參與組織
之一。

黃師上美國電台唱衰國安法

進師盟進師盟成員成員
屢涉反政府活動屢涉反政府活動
孔令暉孔令暉：：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
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公民黨新界西支部公民黨新界西支部
副主席副主席，， 「「全民教育局全民教育局」」核心核心
成員成員。。不時發表反對政府政策不時發表反對政府政策
的言論的言論。。

韓連山韓連山：：退休教師退休教師、、前教協權前教協權
益及投訴部副主任益及投訴部副主任，，保衛香港保衛香港
自由聯盟創辦人兼發言人自由聯盟創辦人兼發言人。。
20122012年年99月以絕食製造輿論月以絕食製造輿論，，
反對特區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反對特區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教育科。。20142014年年，，組織團體參組織團體參
與違法與違法 「「佔中佔中」」。。

吳美蘭吳美蘭：：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西九龍））教師教師，，於於20102010年在年在
任教的庇利羅士中學時任教的庇利羅士中學時，，在一在一
場政改座談會上舉起場政改座談會上舉起 「「我有權我有權
選特首選特首」」紙牌製造混亂紙牌製造混亂。。

戚本盛戚本盛：：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曾曾
任中學中文科教師任中學中文科教師、、主任及生主任及生
活教育科主任活教育科主任。。曾任教協副總曾任教協副總
幹事幹事，，現時不時出席有關講座現時不時出席有關講座
和集會和集會，，包括去年所謂的包括去年所謂的 「「香香
港學界大罷課港學界大罷課」」集會集會，，煽動學煽動學
生搞所謂生搞所謂 「「抗爭抗爭」」。。

施安娜施安娜：： 「「進師盟進師盟」」召集人召集人，，
新會商會中學教師新會商會中學教師。。去年八月去年八月
向教育局遞交請願信向教育局遞交請願信，，要求局要求局
方與警察方與警察 「「割席割席」」。。

郭思齊郭思齊：：伊利沙伯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舊生會
中學前數學科教師中學前數學科教師，，其後疑到其後疑到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擔任教何鴻燊社區書院擔任教師師。。

盧日高盧日高：：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老師芬紀念中學老師，，香港通識教香港通識教
育教師聯會幹事育教師聯會幹事，，20162016年曾發年曾發
文撐文撐IESIES學生可以用學生可以用 「「港獨港獨」」
為題為題。。

張秀賢張秀賢：：前任香港中文大學學前任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會會長生會會長、、代表會副主席代表會副主席，，前前
學民思潮發言人學民思潮發言人，，前香港專上前香港專上
學生聯會常委學生聯會常委，，元朗區議員元朗區議員。。
曾參與違法曾參與違法 「「佔中佔中」」，，被控被控 「「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 「「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罪
名成立名成立，，被判被判200200小時社會服小時社會服
務令務令。。

大公報記者整理大公報記者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報道：日前香
島中學被指有一名中四生以 「港獨」 口號作
為網課個人頭像，校方罰其停課一周，並警
告如有再犯開除學籍。涉事學生日前接受傳
媒訪問稱 「學業前路迷茫」 、 「以一人之力
難與學校對抗」 云云。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表示，若該同學是國際學校學生，相
信早被開除學籍。有教育界人士勸喻該生珍
惜學校再次給予的機會，好好讀書。

自稱 「香島中學香港本土關注組」 於周
一晚發出消息，聲稱一名中四學生於網上學
習平台的頭像填寫了 「含有政治色彩的說話
」 ，指校方已就事件 「緊急召學生回校」 ，

並作出處分。涉事的 「陳同學」 日前接受傳
媒訪問，稱其以 「拍攝者」 身份，不顧母親
和學校的規勸，執意親臨黑暴現場進行 「紀
錄」 。此次因在網課平台將個人頭像換成 「
港獨」 口號，他被校方停課一周，若保留學
位需要記兩個大過，並警告如有再犯開除學
籍。

梁振英：若是國際校早被開除
面對學校給予的改正機會，該學生反指

校方 「懲罰過重」 、 「學業前路迷茫」 、
「以一人之力難與學校對抗」 云云。梁振
英昨日於社交平台指出： 「陳同學，如果

你是國際學校的學生，你現在已經被開除學
籍了。」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認為，該事件再次印
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鼓吹 「港獨」 ，利用
年輕人法治意識薄弱，讓政治入侵校園。他
指出，校有校規、社會有法規，現時香港國
安法已實施，該生或會觸犯相關法例；而校
方及時其進行教育和處分，以免學生墮入法
網，是負責任的做法。黃錦良說，學校是求
學之地，不是要與學生 「對抗」 ，他勸喻該
生回頭是岸，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要珍惜
讀書的機會，盡回作為子女、學生的應盡之
責，重回正道。

【大公報訊】記者唐川報道：由孔令
暉擔大旗的 「進步教師同盟」 與 「全民教
育局」 ，今年發表報告抹黑內地和香港政
府。

醜化「自願送審」教科書機制
該組織在 「報告」 內非但隻字不提教

師在校園內外所作的不當行徑，更將去年
社會暴亂責任全推卸予香港政府，又將教
育局警告和處分專業失當的教師抹黑為 「
打壓教師的言論自由，在教育界製造白色
恐怖」 。

該報告開首聲稱，希望美方以此報告
「作為審視香港人權與民主現狀的參考」

。其後內容不斷引用坊間對政府的抹黑言
論，指 「本地政府缺乏民主制衡，黑箱作
業下的任意權力製造白色恐怖，令教師的
言論自由受到剝削」 。 「報告」 又醜化出
版社 「自願送審」 教科書機制，將之抹黑
為 「強制的政治審查」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教聯會會長黃均
瑜表示，教育界有個別教師唯恐天下不亂
，勾結政客 「通番賣港」 。他認為，教育
界是社會穩定的最後防線，有政客企圖利
用問題教師影響社會、製造混亂，而香港
最大的教育團體教協卻又 「隻眼開隻眼閉
」 ，教育界必須對滋事教師予以譴責，並
嚴加提防警惕。

◀◀兩個激進教育團體兩個激進教育團體 「「進步教師同盟進步教師同盟」」和和
「「全民教育局全民教育局」」聯手炮製的所謂聯手炮製的所謂 「「報告報告」」

，，宣稱將送往美國宣稱將送往美國，，要求制裁香港要求制裁香港

▼▼《《香港中小學教育專業面對政治壓迫香港中小學教育專業面對政治壓迫
報告報告20202020》》將去年黑暴的責任全部歸咎將去年黑暴的責任全部歸咎
於政府於政府，，抹黑政府施政抹黑政府施政

▼▼孔令暉表面上是一位普通中學老師孔令暉表面上是一位普通中學老師，，實實
質為不少激進教育組織的核心成員質為不少激進教育組織的核心成員，，更在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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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於社交平台指出：
「陳同學，如果你是國際學
校的學生，你現在已經被開
除學籍了。」

「進師盟」 在今年三月和另一激
進組織 「全民教育局」 聯手炮製了《
香港中小學教育專業面對政治壓迫報
告2020》的文件，並在網上散播。
這份文件將去年黑暴的責任全部歸咎
於政府，抹黑政府施政。文件聲稱 「
香港教育界應享的權利以及專業自主
在過去一年大幅減少」 ，揚言要求美
國國務卿在年檢報告上敦促中國 「停
止一切針對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政治打
壓和審查，尊重香港學校教師的專業
自主。」

「進師盟」 近日還串連前香港眾
志副主席鄭家朗成立的團體 「教育野
」 ，在學界發起聯署反對通識科教科
書 「專業諮詢服務」 。

串連教育界反政府
大公報記者調查發現， 「進師盟

」 核心成員之一孔令暉（Simon
Hung）亦是 「全民教育局」 的核心
成員。他表面上是嶺南鍾榮光博士紀
念中學的一位普通教師，但實際上在
公民黨位居要職，是該黨新界西支部
副主席。現時孔令暉同時兼任兩個激
進教育組織核心成員，令人質疑他是
公民黨在教育界的 「扯線公仔」 ，不
少行動均為政治部署，暗推教育界在
前線充當政治 「炮灰」 。

調查顯示，孔令暉去年利用 「全
民教育局」 的平台為反對派串連教育
界反政府聲音，推動聯署反修例。今
年 「全民教育局」 亦與其他反對派教
育組織不斷發起反政府、反社會聯署

，最近期的是就 「12歲女童涉違限聚
令」 要求警方道歉，令人質疑教育界
有黃師在國安法下，繼續與政客 「打
龍通」 ，讓政治不斷滲入校園。

大公報記者以電郵聯絡 「全民教
育局」 ，查詢該份報告曾經徵詢多少
中小學教師意見？該份報告如何發給
美國有關方面及美國有關方面有何回
覆？惟截稿前仍未收到任何回覆。記
者亦曾向公民黨查詢，這些激進教育
組織和該黨是否有關？該黨對有關行
徑是否接受及會如何跟進處理？惟截
稿前同樣未收到回覆。

大律師：國安委應調查
就 「進師盟」 和 「全民教育局」

發表的所謂 「報告」 以及近日發起一
連串的政治舉動，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香港國
安法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的第二十九條提到
， 「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
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
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
的支援」 ，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屬於犯罪。

馬恩國認為，有關組織要求向中
國及香港政府施壓，邀請美方介入香
港事務，甚至採取其他敵對行動，隨
時干犯有關法例，國安委應進行深入
調查。

「進步教師同盟」 近日更積極在由美
國政府支持的 「自由亞洲電台」 （英語：
Radio Free Asia，縮寫：RFA）上做主持
，質疑開展國安法教育。 「自由亞洲電台
」 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是美國聯邦政府
機構美國國際媒體署旗下的廣播電台，一
直受美國政府資助。

早在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了
「自由亞洲委員會」 （Committee for
Free Asia），作為進行反共政治宣傳的機
構，總部設在三藩市，同年 「自由亞洲電

台」 開播。克林頓當選總統後，很快將建
立自由亞洲電台的經費列入其上台後的首
批預算。

RFA由美國國會撥款成立
1994年1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廣

播法案。由此，新的 「自由亞洲電台」
於1996年3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29日開
播。依據相關法案， 「自由亞洲電台」 由
美國國會撥款，並由美國新聞署管理（美
新署撤銷後改由廣播理事會管理）。

▼▼公民黨網站顯示孔公民黨網站顯示孔
令暉為公民黨新界西令暉為公民黨新界西
支部副主席支部副主席（（紅框示紅框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