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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理員工遣散 壹仔工會收檔

●壹傳媒工會宣布解散。 fb截圖

聲稱餘款移交記協 政界批有資源竟不援助同事

壹傳媒工會昨晚近 9 時在

facebook專頁發布解散公告，聲

稱工會於7月24日舉辦特別會員

大會，正式通過於 7 月 31 日解

散，並已將工會剩餘款項「捐」

予記協，待記協決定是否成立

「壹傳媒失業緊急援助金」。多

名立法會議員及政界人士昨晚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壹傳

媒員工的遣散問題仍未完全解

決，若有資源亦應用作協助同事

的急需，而非匆匆解散，再將所

謂「剩餘款項」移交給記協，直

言有關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在過去多場
政治運動中，教協與反中亂港勢力緊密聯
繫，對特區政府構成極大危險。政府理應在
更早之前就以更強硬的方式處理教協，可是
礙於教協勢力龐大，造成今天的局面。政府
現時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做法恰當，
未來還需要深入調查教協與反中亂港組織的
合作情況，如有違法必須嚴懲。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教協一直扮演反對派角

色，由於勢力龐大、會員眾多，政府不得不屢次「示
好」，令其變得肆無忌憚。教協更進一步與「支聯
會」「民陣」等反中亂港組織合作，推動多場政治事
件，令黑暴升溫，最終演變成意圖推翻政權。教育局
除了出手「制裁」教協，亦需進一步加強愛國及國民
教育工作，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香港校董學會理事、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

主席陳志豪：教協多年來專搞政治，修例風波站
在黑暴一方、前議員在立法會進行拉布，根本就
是以教師工會為包裝的政治團體！教育局否定他
們的教育專業身份、與其斷絕關係非常恰當。香

港有教聯會等在內的教育團體，更專注於教育事
務，能為教師權益發聲，展開更多高質素的教育
交流活動等。
中國僑聯委員、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校董吳

志斌：教協一直披着「教育專業團體」外衣，實際
上恃民間的信任成為「政治實體」，藉着向前線師
生洗腦，達到反中亂港目的，導致教育界亂象橫
生，所犯之事可謂罄竹難書！非常贊同教育局斷絕
與教協合作，特區政府更應依法進一步調查教協是
否涉嫌更多違法行為。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季

霆剛：教師應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
在教育路途上正確引導莘莘學子，惟教協非但沒
有做到，反而帶頭將政治帶入校園、顛倒守法觀
念。因修例風波被捕的青少年接近4,000人，教協
作為所謂「教育專業團體」，竟成為敗壞法紀的
始作俑者，令無數青少年前程盡毀。教育局能與
其一刀兩斷，合情合理，我們更要問教協歷年的
會長，究竟有沒有履行師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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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徹查教協涉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教育局前日宣布，
於舉行會議、轉介個案、諮詢組織、培訓課程認受
等四方面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香港各界大
為叫好。局方昨日再次強調，會與名副其實的教育
專業團體通力合作，慎防任何人或組織將教育政治
化，為本港教育正本清源。教育界人士強調，教育
局一直有足夠渠道與前線教師緊密溝通，踢走教協
絕不會影響就教育議題收集專業聲音。
教育局前日批評教協近年的言論和行徑往往與教

育專業不符，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不能再視該
會為教育專業團體，全面終止與其合作，措施包括
不會與教協或其代表舉行任何會議、不處理該會轉
介的個案、考慮終止該會於諮詢組織或教育團體任
期，及不承認該會舉辦的培訓課程。
香港文匯報昨日就教育局現正處理的轉介個案數

字、具體措施等向教育局作進一步查詢，發言人回
覆指，任何由團體、組織、個人所作投訴，局方會
按既定機制嚴肅處理，並沒有統計由教協轉介的個
案數字，如教師有任何投訴、關注或意見，都可直
接與教育局聯絡。

嚴格篩查教協成員
至於有教協成員滲透在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教育統籌委員會等，教育局表示正全面檢視有關安
排，會考慮終止其任期、不承認其委員或成員資
格、拒絕其參與有關會議或為此進入教育局的辦公
大樓。政府會堅持透過專業領航，繼續與名副其實
的教育專業團體通力合作，透過不同途徑諮詢和聆
聽業界意見，同時慎防任何人或組織借參與教育事
務之名，將教育政治化，教育局會為本港教育正本

清源，做好培育年輕一代的工作。
教育局又指，現時本地大學、辦學團體、非政府

機構均提供多元的培訓課程，局方會繼續按需要為
教師提供多元化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師專業能量，
學校及教師可按校本需要安排，並視乎課程內容和
質素，決定是否將有關課程計算在其每三年150小
時的專業發展活動內。
本身不時就教育專業議題與教育局討論的教聯會

主席黃錦良指，教育局一直有諮詢各區校長會、各
種教育專業團體等，有足夠渠道收集教育界同事對
教育議題的聲音，與前線教師保持緊密溝通，即使
不再與教協有任何合作，教育界仍然能好好發聲。
他認同當局終止與教協工作關係是香港教育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一步，並期望局方能提供具
體指引，說明學校該如何處理教協刊物入校的問
題，協助校方確保校園不會再被政治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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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工會的解散公告稱，上月初已表
明隨着集團絕大部分員工離職，工會

的「歷史任務」亦已結束，即將啟動解散程
序。在絕大部分同事已離職、失去工會會員
資格下，餘下的壹工會會員於7月24日的特
別會員大會上一致通過解散工會，並決定將
工會餘款「捐」予記協。若記協通過成立
「壹傳媒失業緊急援助金」，有關款項將撥
作援助用途；如果未能通過，有關款項將用
作支持記協日常開支及支援其他新聞工作
者。公告又稱，工會解散後，現任理事會繼
續義務跟進離職補償問題。

梁志祥：先顧記協耐人尋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蘋果日

報》自行停刊引發大批員工離職，員工遣散
安排仍很含糊，還未向公眾作出清晰交代。
就算該工會基於大部分同事離職宣告解散，
但工會亦應在解散前盡力協助同事，結果卻
有剩餘款項不協助同事或捐贈給慈善機構，
而全數撥予記協，這一點實在令人疑惑，
「連同事也不優先安撫，反而關顧記協，兩
者之間有何關係，實在令人深思。」

郭偉强批做法不恰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當工會解

散，一貫做法會將剩餘款項捐給慈善團體，
今次壹傳媒員工的遣散問題還未解決，仍須
跟進，該工會不把資源留下來為受影響員工
提供協助，而決定把剩餘款項撥給記協，做
法不太恰當，也非最佳的安排。

陳學鋒促向外界交代

「議會監察」召集人陳學鋒表示，壹工會
今次的決定實在引人質疑，因為既然壹工會
仍有資源，為何不留下來協助有需要員工，
而是在遣散問題還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匆
忙撥給記協，該工會應就該決定向外界作清
晰交代。

黃媒毛記林日曦辭職悉售持股
另外，經營黃媒《100毛》的毛記葵涌
(1716)昨日發出公告指，筆名「林日曦」
的徐家豪，向姚家豪(藝名「阿Bu」)、陸
家俊(藝名「陳強」)訂立股份買賣協議，
徐家豪向姚家豪及陸家俊出售其在Black-
paper BVI的全部33.33%持股，總代價為
800萬港元。Blackpaper BVI為毛記葵涌的
控股公司，持有毛記葵涌已發行股本
67.5%。Blackpaper BVI原由徐家豪、姚家
豪及陸家俊各持股33.33%，於今次股權架
構完成後，姚家豪及陸家俊分別持有
Blackpaper BVI的 50%股權。徐家豪同時
向毛記葵涌董事會提出辭任執行董事職
務，昨起生效，亦不再於該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擔任任何職務。

●教育局批教協帶頭將政治帶入校園。圖為青少年
在反修例違法示威中被捕。 資料圖片

●《蘋果日報》6月底停止運作，但員工的
遣散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圖為早前《蘋果日
報》員工離開壹傳媒大樓。 資料圖片

公務員事務局近日向各政策局及部門發
出內部通知，規定全體近18萬名政府僱員
明日起須接種新冠疫苗，否則要每兩周接
受一次檢測，9 月起更要自費檢測。特區
政府是全港抗疫的領導者，公務員作為政
府政策的執行者，在接種疫苗上身先士卒
順理成章，也漸成國際主流做法。政府在
落實好公務員接種的同時，應該積極考慮
要求醫護、教師、餐飲、零售等大量接觸
人群的從業員強制接種疫苗，一起為公共
衞生負責，為經濟復甦和全面通關打下更
牢固的基礎。

香港昨日已是連續55天本地「清零」，
但整體接種率仍不足五成，遠遠未達「群
體免疫」水平。面對變種病毒肆虐全球，
不少地區都出現疫情反彈，本港當前疫情
受控的基礎並不牢固。

特區政府早前已要求 6.4 萬名前線政府
僱員接種疫苗或定期檢測，政府指目前有
關接種率超過七成，至於整體公務員接種
率則接近六成半。抗疫是一場沒有硝煙的
戰爭，特區政府是整場戰役的領導者，特
首和司局長都要第一時間接種以激勵市
民，整個公務員團隊身先士卒起帶頭作
用，這是身為政府一分子的應有之義，同
時也逐漸成為世界各地的常見做法。為加
快新冠疫苗接種速度，包括法國等多個國
家均立法要求特定群組接種。美國紐約及
加州市政府下令公務員必須接種疫苗或定
期接受新冠病毒檢測。除了強制公務員接
種外，醫護、安老院舍員工、教師等接觸
大量人群的前線員工也是理應被強制接種
的對象。美國就有 57 個醫學協會發表聲

明，呼籲美國醫療及長期護理業僱主要求
旗下員工接種疫苗。

反觀本港目前要求公務員接種或自費檢
測，卻未涵蓋其他公營機構，尤其是提供
醫療服務的醫管局。醫管局上月底指整體
醫護人員的接種率僅為 45%，其中逾 75%
是醫生，接種疫苗的護士僅得37%，比例
還不如全港市民的整體接種率高。有前往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巿民也在網上質疑，
接種中心內的醫護人員為何自己也未有接
種疫苗？另外，教師、餐飲和零售從業
員，每天接觸大量人群，是染疫播疫的高
危群體，也應該納入強制接種的範圍。當
前正值暑假，為了確保9月開學能恢復全
日課堂，教育局必須盡快要求學校教職員
全面接種疫苗。政府應該累積推行公務員
接種的經驗，在不久的將來把強制接種範
圍進一步擴大。

隨着Delta變種病毒的肆虐，全球正進入
常態化防疫的深水區，要不再次陷入停工
停學的循環，就必須築起強大的免疫屏
障，要達至八九成人接種才較為安全。世
界各地的政府都越來越認識到，接種疫苗
不是個人的事，而是關乎他人健康、關乎
公共衞生乃至社會整體復常的事情，沒有
具說服力的健康理由而拒絕接種，是對社
會不負責任的表現，因此各地都不斷增加
接種疫苗的激勵措施和強制要求。特區政
府必須因應變種病毒的威脅，積極借鑒各
地做法，制定對香港整體負責的疫苗接種
策略。只有建立起強大的免疫屏障，本地
內防擴散的保障才更加充分，實現通關的
條件才更加充分。

擴大強制接種範圍 建立牢固免疫屏障
教育局前日宣布，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工作

關係，不再視之為教育專業團體。教協打着
專業旗號，卻長期幹着操弄政治的勾當，抹
黑國教、鼓動「佔中」、縱容「港獨」，煽
動師生罷教罷課、誘導學子參與黑暴，長期
與亂港「大台」勾結呼應、反中亂港，其行
為表現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組織。對教協
惡行，香港社會持續進行批評揭露，政府回
應民意、果斷行動，邁出教育界撥亂反正、
剷除「毒瘤」的重要一步。教協荼毒師生、
危害深重，教育界正本清源、重回正軌工作
任重道遠，政府要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引導
被蒙騙的師生，認清教協罪責和危害、與教
協徹底切割，並解決好與教協終止工作關係
的後續事宜，讓教學活動正常進行。

教協本是工會組織，應以維護教師的合法權
益為職責，但教協將自己包裝成專業團體，與
反中亂港「大台」緊密勾連，煽動師生參與暴
亂、劫持教育界「引政治入校」，成為徹頭徹
尾的政治組織、反中亂港的一個重要策源地。

教協違背教育宗旨、犧牲學生福祉，犯下至
少六大罪行：一是抹黑國教，損害學生國家觀
念；二是鼓動違法「佔中」，破壞青少年守法
意識；三是縱容「港獨」，煽動縱容仇恨分離
意識；四是包庇「黃師」，誘導學生罷課甚至
參與黑暴；五是騎劫通識，扭曲學習考評思維
方向；六是威脅國安危害香港，教協一直是煽
暴及反中亂港重要平台「民陣」、「支聯會」
的核心成員，公開反對香港國安法，且有不少
金錢利益牽扯。對教協作為政治組織的種種問
題，香港社會各界持續批評、揭露，呼籲清除
這個「毒瘤」。此次政府順應民意、果斷行
動，邁出教育界刮骨療傷、正本清源、重回正

軌重要一步。
面對香港國安法利劍高懸的威懾，教協自

知惡行纍纍，被迫採取百般手法企圖逃避清
算。先是宣布退出「民陣」、「支聯會」等
涉嫌違法的亂港「大台」；在教育局宣布全
面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後，又以所謂聲明
自我洗白，宣稱「沒有煽動學生示威」、
「一向關心教育和師生福祉」、「關心國家
民族發展」、「反對『港獨』」云云。教協
2019年6月發動該月13日及14日罷課，並發
起所謂「罷課不罷教」行動及「教育界大遊
行」，煽動師生參與黑暴行動，這不是煽動
學生示威又是什麼？本港發生多宗教師失德
個案，如小學「黃師」有計劃散播「港獨」
信息、小學常識科教師將鴉片戰爭起因顛倒
黑白，兩人先後被教育局釘牌，但教協卻百
般包庇、試圖讓「黃師」重返校園危害學
生，這難道就是教協所言的「關心教育和師
生福祉」？教協抹黑國教、縱容「港獨」，
種種惡行路人皆知，教協竟說自己「關心國
家民族發展」，更是公然撒謊。

號稱有近10萬會員的教協，長期以教育專
業團體為包裝，以滲透式的政治話語欺騙、
蒙蔽了部分教師，讓他們成為毒害學生的工
具而不自知。廣大師生應該認清教協的惡行
和危害，主動與教協切割，肅清教協流毒。
對於在教育界進行正本清源、重回正軌的刮
骨療傷系統工程，政府需做大量深入、細
緻、持續的工作，以條分縷析的剖析，引導
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和師生，認清教協的
真面目；同時，對終止與教協一切工作關係
所涉及的影響，政府要盡快妥善解決，確保
教師合法利益不受影響。

認清教協危害 深入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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