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雯齡（25歲）
工會主席
任職機構：
聖公會張國亮伉
儷安老服務大樓

言語治療師

楊逸意（27歲）
工會副主席
任職機構：

藍田循道衛理小
學言語治療師

伍巧怡（28歲）
工會秘書
任職機構：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葵涌地區支援
中心言語治療師

陳源森（25歲）
工會司庫
任職機構：

中華基督教會全
完第一小學駐校
言語治療師

方梓皓（26歲）
工會委員
任職機構：

新一頁復康顧
問言語治療師

被捕5名煽暴工會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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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師包裝 實反中造謠「獨」窟

三黃繪本「導讀」對應違法事件

堵路女不知悔改 做羊皮狼撰「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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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工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成立於修例風波期間，香港文匯報翻查資
料發現，該工會第一屆理事會的政綱、政
治立場聲明、周年報告等，多番表明他們
反中央、反特區政府的政治立場。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在「理事會
政治立場聲明」中宣稱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潛藏着政治『干預』的蛛絲馬跡」，
又宣稱修例風波以來「『警暴濫權』
下……無人倖免」「白色恐怖橫行」云云。

該工會主席黎雯齡去年在該工會網站上
聲稱，該工會的目標是「擺脫不停企圖『干
涉』及『蠶食』香港『內政』的『魔爪』，建立屬
於我們的『真香港』……只要一息尚存，我
們都會『抗爭』到底，為香港爭取『公
義』。」

煽動罷工 干擾抗疫 反國安法
該工會2019年至2020年度理事會政綱有
大量關於政治的「宣言」，表明他們是支

持反修例，並為此提出各種「支援行動」
目標，包括推廣和統籌罷工等活動，又稱
很多同工被「濫捕」、檢控，所以工會將
參考社會上現有的被捕者支援基金運作，
籌備屬於工會的「社運」支援基金，為有
需要會員提供生活上的財政支援和支付訴
訟費用等。
該工會又抹黑新冠肺炎為「武漢肺

炎」，更與「醫管局員工陣線」等攬炒派
「工會」沆瀣一氣，宣稱「安心出行」是在
「侵犯市民私隱」，必須予以「杯葛」；在內
地醫護馳援香港時亦聲言有關新冠肺炎的
檢測工作是要「收集港人DNA送中」云

云，更污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令香港社會
「彌漫着白色恐怖」。
翻查該工會2019至2020年度周年報告，
發現他們曾經參與多場所謂「罷工集
會」，包括「醫護罷工」「反國安法罷工
罷課公投」等，又在去年1月1日以工會名
義參與「民陣」「元旦大遊行」，並設立
街站，派發「為無聲者發聲」貼紙和工會
文宣等。
時隔數日，又以該工會名義發言和出席

支持「團結護專業抗白色恐怖」教育界集
會，抗議教育局「製造白色恐怖」；2月多
次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封關」，及後表

明支持醫護罷工；5月25至26日，工會更
舉辦「對抗極權，堅守教學自主，抵抗惡
法侵港」街站，向市民抹黑國歌法和香港
國安法，聲稱是入侵校園，令教育界「被打
壓」云云；後於6月20日參與「反國安法罷
工罷課公投」等。
該工會更在2020至2021年度理事會政綱
中繼續聲稱，「理事期望可以同大家一齊
將『抗爭』融入生活嘅每一個角落。」根
據該工會過去的種種行為和言論，充分證
明這並非一個單純的工會，其本質正是一
個以言語治療師為包裝的攬炒派政治組
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言語
治療師總工會」發布
3部煽暴刊物，並舉
辦「讀書會」荼毒兒
童和家長。 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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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去年 6月起

率先揭露「毒書」害童

●●李桂華拆解煽動李桂華拆解煽動
手法手法。。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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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共檢獲警方共檢獲55百多本涉案的三種兒童繪本百多本涉案的三種兒童繪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過去兩年涉及種種不法活動，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調查顯示，該工會是一個「掛羊頭賣狗

肉」的邪惡政治組織，其中透過出版三本具煽動性

的兒童讀物及所謂的講故事活動，向兒童灌

輸美化暴徒罪犯和仇恨意識，荼毒兒童幼小的心靈。昨日，國安處以涉

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包括該工會主席黎雯齡在內的5名骨

幹，並凍結該工會16萬元銀行戶口資產。警方狠批疑犯利用其

「專業身份」，顛倒黑白向幼童灌輸歪理、激發仇恨、鼓吹暴

力和反政府，令人髮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
李桂華昨日拆解涉案三
本兒童繪本的內容含義
和煽動手法，說明警方
拘捕涉案者的理據。他
強調，對該三本書的解
讀並非他個人或警方的
理解，而是涉案者本身在三本書的「導讀」中
已經明示，繪本內容與修例風波中的事件
「有晒對應」，而警方的判斷和法律意見均一
致認為，該三本書均含煽仇宣暴之意圖，故
警方採取了拘捕行動。

李桂華據三書的部分內容逐一解釋：
第一本《羊村守衛者》於2020年6月出版，
其中明確列出修例風波時序表，內容則對應
了修例風波。書中提及狼想佔據羊村，吃光
所有的羊，顯示有人將「狼」比作內地人，而
「羊」則指香港人，又稱有「披着羊皮的狼」潛
入羊村，令羊村生活變得不好，其中有一個
段落還聲稱羊要用羊角攻擊，羊那麼善良，
也要有「攻擊力」，有煽動暴力之意。
第二本書《羊村十二勇士》於2020年9月

出版，內容以12名香港逃犯作為背景。這
些逃犯在香港干犯了很嚴重案件，有些正進
行司法程序，包括製造炸彈和參與其他暴力
罪行，惟繪本內容稱羊村「被包圍」，因此
這「十二勇士」展開「守衛戰」。
書中還提到羊跑去了狼村，暗示12名逃

犯潛逃時在內地被拘
捕。此事明明是一個司
法程序，該繪本卻形容
為羊「要被狼殺掉、吃
掉」，完全不符合事
實，是意圖煽動對司法
制度的憎恨，意圖針對

政權、製造仇恨。
第三本書《羊村清道夫》於2021年3月出
版，以2020年2月香港醫護罷工為背景，但
該事件已過去了一年，顯然有人企圖在當時
社會逐漸恢復秩序時，再將此議題拿出來挑
起仇恨和社會紛亂。
該繪本內容大意為羊和狼各居一邊，但其

中有孔洞，會有狼走過來，借此比喻兩地口
岸。該書又稱羊很乾淨、很健康，但狼很骯
髒，會通過孔洞將病毒傳給羊，因此羊群發
起罷工，其實是給政府壓力封關，意圖也是
製造仇恨，煽動憎恨政府。
被問到書中內容包括「羊村有個窿」比喻

關口、「角」寓意暴力，以狼比喻政府等是
否屬於警方個人判斷，李桂華指出，有關內
容的比喻不是他個人看法。這三本書是一個
系列，而在其「導讀」中說得很清楚，更有
直接對應表，包括以羊村保衛戰各階段，對
應他們自己聲稱的「反送中」，而所謂「十二
勇士」都有名有姓，所以可以肯定就是他們
想表達的東西，而這也與警方徵詢的法律意
見一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昨日被捕的其中一名女言語治療師，於前
年11月11日參與攬炒黑暴發起的所謂「三罷」
行動，在中環干諾道中與雪廠街交界與其他
示威者聚集，被警員目擊搬起一個高1米的雪
糕筒放置到干諾道中西行線。當時，該處已
有約10個雪糕筒堵路，警員遂上前制服女被
告，諮詢法律意見後落案控以一項在公眾地
方造成阻礙罪。案件去年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時，控方同意及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案
件，女被告獲准以1,000 元自簽守行為一年。
據了解，該名女被告正是今次涉案兒童繪

本的主創者之一。她去年接受美國媒體訪問
時所表達的「洗腦」目的，其實已昭然若
揭。她在訪問中聲稱「政權已經對小朋友下

毒手」，包括「制訂國歌法」等，又稱要告
知小朋友事實真相，因為「他們長大就是這
個社會作主的人」。
她又聲言，《羊村守衛者》繪本的設計有

大半的篇章、比喻與歷史有關，包括「主權
移交」前及「主權移交」後發生的事，包括
所謂「反送中運動」。她承認有家長、學校
老師表明不准將繪本帶到學校，亦曾有同行
問他們為何要「拖小朋友下水」。
另一名有份參加這次創作的言語治療師黎

雯齡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更煽動仇警。她當時
稱「例如『警暴』這個概念，我們從小到大的教
科書都說，警察是好人。但他們看到這些畫
面，原來警察是會『打示威者』，『打到人爆
眼、斷腳。』」云云。她聲稱，小朋友需要有
人幫他們「整合資訊」，而繪本就是一個好的
媒介，又宣稱她有些教科書是「偏幫政權」、
進行「滲透教育」，希望可以透過繪本進行「反
洗腦」，更考慮為《羊村守衛者》出台灣版本。
黎雯齡稱，有關繪本由相同政見的畫家配

畫，再交付「黃店」印刷，最後就親自把繪
本擺放在全港不同的「黃店」供人取閱。整
個過程實質就是有預定立場、宣揚反政府歪
理和煽暴的政治操作，旨在兒童心中埋下仇
恨的種子，而非他們口中聲稱的教小朋友
「多角度思考」。●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去年已揭露「香港言語治療
師總工會」通過繪本洗腦年幼學子。

今年1月，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在立法會負
責研究中小學教科書小組會議中指出，前兩
本書不適合做教材，並批評有關繪本「掛羊
頭賣狗肉」，實際是政治宣傳讀物，同時呼
籲學校不要採用作教材及提醒家長留意。
不過，該工會冥頑不靈，更出版了第三本煽

暴書，更在今年6月20日舉辦所謂「親子讀書
會」，誘導十多名家長帶同幼稚園小朋友參加
並推廣這三本書，以散布歪理、激發仇恨。

5言語治療師 3人任職小學
昨日被捕的3女兩男年齡介乎25歲至28
歲，包括該工會主席黎雯齡、副主席楊逸
意、秘書伍巧怡、司庫陳源森及委員方梓
皓。5人全是言語治療師，其中3人在主流小
學任職。昨晨10時半，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押
解黎雯齡到該工會位於紅磡商業中心的會址
搜證，帶走4箱證物。下午1時，警方再押解
黎雯齡到其沙田工作機構調查。
據了解，國安處人員將引用國安法權力向

保安局局長申請授權，要求移除該工會網上
違法訊息，並向相關銀行發出「不予同意通
知書」，凍結該工會與發布三本煽動刊物有
關的銀行戶口內16萬元。

3毒書蓄意扭曲兒童道德觀
警方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表
示，警方以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
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拘捕「言語治療
師總工會」5名成員，在該工會會址、疑犯工
作場所及住所，共搜出550本涉案的兒童圖
書、傳單，以及電話，而涉案的《羊村守衛
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
三書，涉及製造仇恨與憎恨政府。

他批評該所謂「羊村系列」透過兒童漫畫，
將小朋友沒法理解的政治議題，以簡單、美
觀的圖像傳播給小朋友，美化違法行為，
例如美化修例風波中的暴徒惡行、美化
12逃犯及合理化醫護罷工等，旨在荼毒
幼童，意圖引誘幼童憎恨政府，憎恨司
法制度，及宣揚暴力和不守法。
李桂華強調，言語治療師在醫療和

教育系統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但有關
人等竟用專業身份，灌輸偏頗、對抗、
反政府主張，做法令人髮指；他們以專
業技巧，設法令小朋友更專心體會羊村系
列內容，例如他們做了個「《羊村守衛者》親
子共讀指引」的表，教導家長以對話、提問等
方式，督促幼童接收偏頗觀點，俗稱「更入
腦」，灌輸仇佷、暴力和憎恨。
他說，由於羊村系列針對的是4歲至7歲的

小朋友，警方請教過心理專家，認為這年齡
段是小朋友形成道德觀念的重要時期，這時
候輸入顛倒黑白的觀念，很容易令他們長大
後形成反社會、具犯罪傾向的人，對社會和
下一代極不負責任。
對印刷商或家長持有此書是否違法，李桂

華表示，需了解印刷商對書本內容知情與
否，又呼籲「若家長管有書本，我就勸喻盡
快棄置，派發點就盡可能不要派送」，若不
知如何處理，可以聯絡警方處理。有記者問
及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條，港人享有國際公
約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警方是次執法
有何理據時，李桂華強調，港人當然享有言
論自由、出版自由等，但行使這些權利是有
限制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不是一個絕對的權利，市民行使相關權利
時，還要遵重他人的權利、名譽、國家安
全、公共秩序、公共衞生和風化，而特區政
府一直致力維護港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