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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礙警調查
屬會鬼祟避查詢

逃避傳媒行為可疑
促執法部門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殘黨涉違國安法行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相關組織的fb專頁或TG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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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身」仍活躍 避談金主與混賬

警方於今年2月中旬要求
「職工盟」多名現任及

前任骨幹提交組織運作、財
政、與屬會及境外組織聯繫等資
料，惟已宣布解散、但仍未取消
註冊的「職工盟」未有提交。警務
處國安處日前申請手令搜查「職工
盟」三處地點。「職工盟」前主席黃
迺元、前副主席鄧建華及前司庫鍾松輝
亦被國安處帶署協助調查，在囚的前秘書
長李卓人亦在助查之列
消息透露，數名知名度較低的「職

工盟」職員，更成立其他組織繼續
運作，甚至轉移資料。同時，
「職工盟」原有的數十個屬會
中，除去已解散的屬會，仍有20
個依然活躍，其中部分屬會幹事更
為「職工盟」現任及前任骨幹成
員，令人質疑是「借屍還魂」。
香港文匯報日前向該20個屬會作查
詢，了解他們的立場、與「職工
盟」的關係、在「職工盟」宣告解
散後何去何從、有無接受過其資
助、曾參加過「職工盟」什麼活
動等，惟至本報截稿前全部沒有回
覆。

政界質疑暗中搞亂港操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職工盟」一
直不肯按警方要求提交資料，可謂作賊心虛，更
令人懷疑其屬會也有暗中進行危害香港安全的操
作。她支持職工會登記局繼續對這些屬會進行調
查，防止「職工盟」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地下化」其犯法勾當，並希望職工會登記局對
他們的調查必須徹底及全面，以保證他們不會危
害香港的社會穩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多個「職工盟」
屬會作為工會，必須受到《職工會條例》嚴格規
管，絕對不能有任何不可告人的財政等資料，若
逃避查詢，正反映他們「心中有鬼」。
他指出，部分工會早前發起暫緩執行「疫苗通

行證」聯署活動等，若他們是收受外國資金妨礙
特區政府施政，或違反香港國安法，須面臨法律
制裁。他擔心「職工盟」化整為零，繼續從事反
中亂港活動，但相信只要執法部門嚴格跟從香港
國安法要求執法，絕對可以堵塞漏洞。

若收不明「黑金」反政府屬違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出，「職
工盟」不交資料，令人質疑當中有阻礙警方調查
或隱瞞犯罪事實的行徑，若屬會協助「職工盟」
轉移資料或毀滅證據，試圖阻礙警方的調查，或
觸犯「妨礙司法公正罪」。
他指出，「職工盟」的屬會若使用來源不明的「黑

金」，從事政治活動或用於抹黑特區政府，挑起仇
恨，都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他促請執法部門作
徹底調查，順藤摸瓜地將相關違法分子繩之以
法，並且凍結所有來歷不明的涉案資產及金錢。

「職工盟」在2019年黑暴期間推動成立不同界別的工
會，圖借新工會名義滲透各行業階層，從而全方位向政
府施壓，更處心積慮藉這些「傀儡工會」進行「種
票」，企圖壟斷原於2020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
議席，妄圖讓更多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憲制權力體
系，繼而推翻特區管治。

「職工盟」多次於修例風波期間聯合「傀儡工會」發
起「全港罷工」及鼓動多區的非法集會等大規模反政府
活動，製造社會分化、煽動仇恨政府，公然為黑暴分子
打掩護，讓暴徒在全港打砸燒、堵路，嚴重破壞港鐵等
交通基建，阻礙打工仔上班謀生，令小商戶無法營業，
配合暴徒癱瘓香港，以脅迫特區政府落實所謂「五大訴

求」。
部分與「職工盟」關係密切的工會更不斷將社會議題政

治化及製造陰謀論，例如疫情初期由「醫管局員工陣線」發
起的醫護罷工、「香港資訊科技界工會」捏造陰謀論抹黑電
話卡實名制及「安心出行」等，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於2021年發布了一系列煽仇撐
暴的兒童繪本，荼毒兒童，多名骨幹被控串謀刊印、發
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職工盟」涉嫌收受外國勢力資金，與外國勢力勾結，
透過偽工會，玩弄手段企圖透過選舉顛覆特區政府管治，
修例風波期間多次動員屬會煽搞「三罷」，鼓動黑暴分子
趁機打砸燒，去年仍曾計劃舉辦多場美化黑暴的秘密放映
會，早已成為反中亂港的政治組織，更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種種跡象均顯示，「職工盟」是為逃避刑責而假意解
散。而其至今亦一直未有完成取消社團註冊及處理賬戶餘

款等解散程序，更被揭發由數名知名度較低的「職工盟」
職員低調註冊成立「諮才培訓顧問有限公司」，並開設一
間「City-Up進修學院」，繼續提供與「職工盟」類似的
培訓課程。警方國安處更調查發現，「職工盟」將大量資
料移送至「City-Up 進修學院」，令人更加質疑其企圖伺
機借屍還魂。
在「職工盟」數十個屬會中，部分已於香港國安法實施

或「職工盟」宣告解散後，相繼自行解散，或聲稱與「職
工盟」割席，惟資料顯示，現時仍有約20個屬會依然活
躍（見上表），部分屬會幹事更為前「職工盟」的骨幹成
員，反映「職工盟」餘孽對社會穩定的威脅仍在。香港文
匯報前日透過電郵及Facebook向有關屬會查詢，要求他
們回覆包括現時與「職工盟」的關係、「職工盟」的立場
是否仍代表該屬會、是否支持「職工盟」公開詳細賬目以釐
清與外國組織等的關係、有否接受過「職工盟」資助等問
題，惟截至昨日截稿前，該批屬會均未回覆。

◆2022年2月10日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個
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
總會、新世界第一巴士
公司職工會、城巴有限
公司職工會、香港中文
大學員工總會、大學及
專上院校工會聯盟等多
個「職工盟」屬會進行
聯署，抹黑特區政府的
疫情防控措施，包括稱
特區政府對疫苗效力及
其 副 作 用 「 宣 傳 不
足」，更聲言要求由
「動態清零」過渡至
「與病毒共存」云云

◆2021年7月31日

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就
香港國安法首案被告唐英傑
經審訊後被裁定煽動他人分
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項
罪名成立，判囚9年，在fb
專頁轉載「外婆勒死6歲外
孫囚 5年」的圖片，並稱
「謀殺罪名」還比所謂「異
見人士」輕，企圖混淆視聽

◆2021年7月22日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在fb
專頁轉載香港言語治療師總
工會主席黎雯齡的專訪，內
容包括「既然都說了我們要
對抗『極權』，我們就一步
都不能退，就像緬甸一樣，
面對軍隊都不會退縮」，企
圖煽動暴力和「抗爭」

◆2021年2月16日
大學及專上院校工會聯盟在fb
專頁發布「8．18流水式集會」
被告被控罪的情況和包含「五
大訴求 缺一不可」內容的集會
圖片，並配文聲言所謂「集會
自由 一起撐」，漠視違法行
為，企圖煽動暴力

◆2021年1月21日

大學及專上院校工會聯盟在fb
專頁轉載民主黨呼籲市民捐款
「612基金」的帖子，企圖幫
手該反中亂港平台吸金支援暴
力「抗爭」

◆2020年8月27日

紮鐵業團結工會在fb專頁發
帖抹黑香港警察，稱「警謊
就顛倒黑白、扭曲事實」，
更煽動地盤工人以穿黑衣支
持「民陣」，「表達我哋嘅
忿怒」

◆2020年4月

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
總會，香港中文大學員工
總會，大學及專上院校工
會聯盟，零售、商業及成
衣業總工會，建築地盤職
工總會，香港泥頭車司機
協會，飲食及酒店業職工
總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
工會，新世界第一巴士公
司職工會，香港社會工作
者總工會，香港自由工作
者服務工會籌委會，香港
音樂人工會，城巴有限公
司職工會，紮鐵業團結工
會，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
職工總會等多個「職工
盟」屬會聯署，聲言「我
們須準備好用更進取的手
段回應『暴政』。我們呼
籲香港人加入工會、成立
工會，為未來的抗爭全面
應戰」云云

據了解，自「職工
盟」宣稱解散至今，
最少有8個仍然活躍
的原「職工盟」屬會
的幹事，大部分同為
前「職工盟」幹事，
各自註冊成立新公
司、更改關聯公司的
名稱或留任該屬會幹
事要職等，令人質疑
是企圖隱藏與「職工
盟」的關聯，妨礙與

「職工盟」有關的任何
調查，更借屍還魂繼
續向僱員再培訓局等
申請特區政府撥款資
助，續辦原由「職工
盟」舉辦的各行業職
訓課程，並藉有「職
工盟」影子的培訓中
心滲透不同行業和階
層，繼續散布其反中
亂港主張。
資料顯示，「職工

盟」於2020至2021
年度獲僱員再培訓局
資助8,910萬元開辦
培訓課程，還未包括
向「職工盟」屬會提
供的資助，令人擔心
公帑或會繼續被用作凝聚反中
亂港分子，延續「職工盟」惡
行。

狂開傀儡工會 滲透各業謀奪權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於2021年10月26日將原
名為「建築地盤有限公
司」的關聯公司更名為「活
力社區有限公司」，該公司
3名董事王宇來、鄭偉立、
韓家銘均為「建築地盤職
工總會」幹事，其中王宇
來為前「職工盟」幹事。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
職工總會」於2021年12
月28日成立「衛民教育基
金有限公司」，該公司3
名董事姚忠耀、袁思桐及
陳家樂均為「香港物業管
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幹
事，其中姚忠耀為前「職
工盟」執委。

◆「清潔服務業職工
會」於2022年2月9
日成立「綠色基層社
區有限公司」，該公
司其中兩名董事杜振
豪、石珮妍均為前
「職工盟」幹事，杜
振豪亦擔任「清潔服
務業職工會」總幹
事。正有份被警方要
求協助調查「職工盟」
的前「職工盟」主席黃
迺元，正是「清潔服務
業職工會」的主席。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
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
發為前「職工盟」會
長。

◆「個人及社
區服務行業職
工總會」於

2022年 2月 17日
成立「進儷顧問有限公
司」，其中公司董事陳
華喜為前「職工盟」副司

庫，並擔任「個人及社區服
務行業職工總會」理事長。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
會」於2021年12月7日
成立「晉躍有限公司」，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
會」現任幹事何鴻興為前
「職工盟」幹事。

◆「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
職工會」於2022年3月16
日成立「職人生活有限公
司」，公司秘書王宇來為
前「職工盟」幹事；「新
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
會」的顧問及前會長鍾松
輝為「職工盟」前司庫，近
日被警方要求協助調查。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
會」總幹事吳冠君為前
「職工盟」組織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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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0日
香港音樂人工會在fb專頁發

帖呼籲香港市民以自己方
式進行悼念活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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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危害國
家安全的職工盟近
日被國安處調查仍拒
交資料，各界質疑
屬會有否參與。

設計圖片

香港警方於上月根據《社團條例》要求「職工

盟」提交其組織運作、資金來源、與屬會及

境外聯繫等資料，但「職工盟」至限期

仍未提交，其多個屬會則繼續運作。消息透

露，職工會登記局一直密切關注有關屬

會的動向，並開展一系列跟進調查工

作。香港文匯報日前向20個相關

屬會查詢其與「職工盟」的關

係，有無接受過「職工盟」資

助，會否向警方提交資料

等，但20個屬會全部不作

回應。有政界及法律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這些屬會

作為工會，同樣受相

關法例規管，逃避傳

媒查詢的行為可疑，

促請執法部門徹底調

查，順藤摸瓜地將有

關的違法分子繩之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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