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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各界大聯盟
新界各界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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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譴責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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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校方嚴查
要求校方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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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界
■要求設立幼師進修津貼
■ 要求設立專款讓學校聘請代課教師
■ 要求訂立學位幼師薪級、帶薪進修機制等
■ 要求當局鼓勵大學開辦更多兼讀幼兒教育學位
課程

蔡若蓮

中、小學界

教育局副局長

■ 全面檢視新高中的理念、目標和課程實施間的
落差
■ 增加資源支援高中教師的學與教，改善教師人
手編制
■ 全面檢討校本評核的必要性及實際操作
■ 鼓勵學校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建議政府增加資源，讓學校加強歷史文化教育，
建立文化自信
■ 監察小學過度操練，跟進小三TSA引申的問題
大專界
■ 成立高層次研究小組，全面和深入研究香港公
營和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的長遠發展
■增加對自資院校的支援，以協助過渡收生寒冬
■要求大學教育及資助委員會（UGC）及各大學重
視本港及實用研究
■增加資源投放，制訂完善的支援政策，加強大專
院校與企業之間的科研協作
■落實大學實任制、改善教職員薪酬福利
■敦促當局設立「跨院校權益申訴機制」
，處理學
術、合約及解僱等申訴
生涯規劃

fb截圖 ■教協早前發起簽名，反對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

群丑阻蔡任副局 一哭二鬧三上吊
若說選舉有攻擊對手的情況並不罕見，那麼在其後
蔡若蓮獲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一事上仍肆無忌憚地攻
擊，應該就是反對派決意將打擊愛國愛港人士立為首
要目標的反映。今年 6 月，政圈傳出蔡若蓮會出任教
育局副局長，反對派隨即將立法會選舉期間的抹黑手
法照辦煮碗，以她來自愛國愛港陣營、支持國民教育
及「普教中」、在選舉鎩羽而歸等，將此渲染成「撕
裂社會」、與民意「開戰」，幾乎是一哭二鬧三上
吊，脅迫政府不可委任蔡若蓮為副局長。

教協「喊打喊殺」聲言「摑民一巴」
眾多反對派中人對蔡若蓮口誅筆伐，尤以教協及
其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最為落力。蔡若蓮任副
局的消息剛傳出後，葉建源即稱「震驚」，聲言任
命等同「摑選民一巴」，着當時候任的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減少不必要爭議」，之後又聲稱「業界普
遍認為」對方的整體表現「沒有突出之處」，但

「政治聯繫明顯」，若委任她，難以讓人信服特區
政府用人唯才，也等同「親手撕破和諧局面」。
反對派更發動網上聯署及「一人一信」反對蔡若
蓮的任命，教協會長馮偉華稱蔡若蓮有「深紅政治
背景」，質疑是「因中央喜好而任命」，一度聲言
要動員逾 9 萬會員阻止。任命公佈當日，教協立即
舉行記者會，聲稱對此「極度遺憾」云云。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
申更聲言，如果林鄭月娥一定要委任蔡若蓮，等於
「想挑起社會矛盾」、「同全港反對國民教育嘅家
長同學生全面為敵」、「同『民主派』全面開戰，
再冇任何關係可言」云云。

一直阻撓學生認識國家的「香港眾志」，亦藉着基
本法教材發難，更藉此攻擊根本毫無關係、仍未上任
的蔡若蓮，聲言不滿「紅副局搭紅教材」在新學年染
紅學界云云。「教育實驗學社」代表黃子悅則指，教
聯會過去對國教立場「十分偏頗」，擔心蔡若蓮會影
響教育專業，包括推行「赤化教育」云云。
反對派種種言行，都是將對愛國愛港者作出的攻
擊行為恒常化及平常化。不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亦逐點反駁反對派的無理攻擊。她當時直言：「我
真的很難明白一個副局長的委任為何會提升到說是
『開戰』，說我和教育界『開戰』，或我一手摧毀
與教育界在這個多月建立的合作或互信……（反對
派稱）社會上很多人不喜歡一個人你都委任，即是
你沒有誠意改善關係，或是『撩交嗌、撩交打』。
這個真的是不公道，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不
論對人、對事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怎麼可能政府委
任一個人要得到全社會一致意見才能夠委任？」

「香港眾志」發難 誣指「染紅學界」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更曾藉學生活動對着蔡若蓮冷
嘲熱諷，無事生非地說︰「你睇吓呢啲學生，你洗
唔到佢哋腦㗎，所以唔好諗喇。」

融合教育、扶助弱勢
■ 為學校提供足夠的人手及財政支援推行融合教
育，並開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常額職位

冷血標語事件「獨人」袒護「抽水」

盧文端擔心「港獨」等激進思想 等激進勢力被重創、被市民唾棄，

他強調，如果「港獨」等激進思

「因為蔡若蓮愛國。」全國政協 蔡若蓮就是代表國民教育。」港區 小學，恐怕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年輕
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 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人覺得如此言行是「無問題」的，

■擴大資助香港學生入讀境內、外的學位課程

其中，葉建源曾公開稱蔡若蓮應向選民交代自己的政
治聯繫及立場，又謂「刻意隱瞞」並非好的做法云云。
蔡若蓮對此亦回應，她從無隱瞞。事實上，過去蔡若蓮
面對媒體，亦是具名以教聯會副主席身份表達意見，隨
便一查已有，隱瞞說根本不合邏輯。
另一方面，聲稱他人隱瞞的葉建源，其實 2012 年立法
會選舉時才被揭發，他其實也有教聯會會員身份。
為了攻擊蔡若蓮，反對派連她所推動、助教師圓夢的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也拿出來炒作。《壹週刊》當時
就聲稱，有關基金得到「中聯辦旗下」聯合出版集團嘅
網媒《橙新聞》「加持」，因此稱她「得到西環力捧，
教育界選民應該知道點投票」云云，似乎社會上有人支
持教師圓夢亦是政治不正確。
此外，《蘋果日報》亦以《教聯會蔡若蓮報稱獨立參
選 提名表揭紅背景》為題，稱蔡若蓮獲得多名愛國愛
港人士提名，故她是「紅色背景」云云。
上述種種言論，其實都是向社會灌輸「愛國愛港就不
能當選」的訊息，將愛國愛港的「原罪」問題進一步深
入民心，替市民洗腦。

示威者被判入獄後，包括「港獨」

「因為『港獨』等激進分子覺得 想繼續在大學肆虐，甚至延伸至中

當成正常、惡毒視為等閒。

■推出措施紓緩本地基層學生的升學負擔

葉建源大潑污水

港、支持國民教育當成「原罪」， 如？」

入侵校園，否則下一代將會把冷血 理。

■ 全面檢視現行學童資助政策，整合性質類近的
津貼，簡化申請程序

蔡若蓮去年參加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界別的選舉，也為
她迎來了反對派全面的攻勢。縱使蔡若蓮向來關注教育
議題，都不曾有教育界人士提出異議，甚至不少教育界
中人認同她的爭取，去到立法會選舉，依然是立場就是
一切。以另一參選者、現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
為首，反對派紛紛攻擊蔡若蓮「紅底」，其實就是她認
同國民教育，鼓勵學生認識國家、了解國情，也是因為
她來自愛國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以及愛國愛港教
育團體教聯會。

「港獨」等激進分子？政界人士分 引起民憤。竟然有這麼冷血的人？ 我者亡」。
陳勇認為，經歷宣誓風波及多名
析指，激進分子將蔡若蓮愛國愛 人類的道德都沒有，豈不是禽獸不

「港獨」分子所為令人齒冷，並警 者如管理層、校長、教職員有責任 的言行負隅頑抗，借蔡若蓮喪子一
告絕不能容許「港獨」等激進思想 處理，特別是管理層，不能坐視不 事幸災樂禍。

■ 改善現行撥款機制，加強支援錄取少量非華語
學生的學校

■去年參加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界別選舉期間，蔡若蓮擺
設街站，聽取市民對教育的意見。

他說：「他們（『港獨』分子） 會於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加上

之事，故當不幸事件發生在她身 入侵校園，會令如此的言論出現得 他們覺得很受挫敗，心情的不忿、
上，就對她幸災樂禍。他們指出， 更多，內容也更惡毒，大學各持份 仇恨越發厲害，於是作出如此離譜

■ 增加培訓特殊學校醫護人員人手及改善其待
遇，改善社工編制

競選教育界別
對手瘋狂抹黑

他續說，蔡若蓮之前所屬的教聯

用上「恭 覺得愛國是有罪的，每當見到愛國 「港獨」等激進分子知道教育是打
喜」兩個字對蔡若蓮喪 人士就會有很大仇恨，凡是觀點與 擊「港獨」的根本之道，因此當蔡

是與他們立場相反的「十惡不赦」

■ 重新制訂長遠政策，加強特殊學校資源和人手
配套。檢討特殊學校的教師編制，降低每班人數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激進分子當成是「原罪」。

子冷血冒犯，網上更出現大批涼 他們不同的，就要去攻擊，但當他 若蓮喪子，他們就大肆詛咒，作風
薄留言，究竟蔡若蓮有什麼得罪 們的攻擊去到這樣的地步，自然會 有如一些「原教旨主義」者的「逆

■加強支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協助組織支援網絡，加強院校與企業之間的聯
繫，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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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民主牆出現對蔡若蓮喪子幸災樂禍的冷血標語，激起全城憤慨。
反對派極力反對蔡若蓮上任
後，「獨派」更對蔡若蓮的喪子
之痛，予以令人齒冷的奚落。其
中，教育大學及城市大學先後出
現「恭喜」標語，極盡惡毒、冷
血，但支持「港獨」的教大學生
會竟轉移視線，譴責校方追究事
件，認為有關舉動「干預學生會
自治」、「借機收窄言論自由空
間」、「製造白色恐怖」，更稱
張貼者「宣洩情緒」是因為社會
無渠道讓他表達意見云云。
在城市大學張貼相同惡毒標語
者，當時身穿「港獨」T恤，之後
更被揭發曾因不滿「港獨」分子
未能參選立法會選舉，而在網上
恐嚇選舉主任。至於「熱血公
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等激進分
子，也在網上對蔡若蓮喪子大肆
「抽水」，其中鄭借機抨擊教育
局，聲稱事件是「及身而報」。

教大學生會長歪理包庇
自從大專院校民主牆上出現
「港獨」海報後，有關人等就越
來越猖狂，並作出在他人喪子之
痛上撒鹽的缺德行為。其中，教

大民主牆上最先出現「恭喜」蔡
若蓮喪子的冷血語句。當事件被
社會各界予以最嚴厲的譴責時，
支持可在校園「討論港獨」的教
大學生會會長黎曉晴竟出言為這
種冷血行為辯護，稱張貼者是因
為社會無渠道讓他表達意見，才
會「宣洩情緒」，認為大家應
「反思」。她更譴責校方追究事
件，企圖讓張貼者逃過制裁。

「肥菜」囂張：快點拘我
在城大張貼惡毒標語者，則被揭
發是激進分子、城大公共行政學系
副學士舊生蔡佩強，花名「肥
菜」。去年立法會選舉報名新增確
認書，要求參選人真誠擁護香港基
本法，最後「本土民主前線」梁天
琦及「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等「港
獨」分子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
效。「肥菜」當時就在網上留言恐
嚇選舉主任，聲稱「掟磚頭又好，
掟石頭又好，掟炸彈都好，都已經
有晒心理準備」，最後因涉嫌「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被
捕。
「肥菜」被踢爆後無否認事

件，更在 facebook 爆粗道「快×
點拘捕我，我都想知自己犯邊條
法例」，並再「恭喜」蔡若蓮喪
子，態度囂張冷血。

「學民」不惜做假抹黑
這亦埋下了她將會面對反中亂港者
無理攻擊的伏線。翌年「學民思潮」就

■ 「Fat Tsoi」在 fb 轉載有網民將他起底的報
道，並無否認事件。

「蟲泰」發帖：
「及身而報」
慘劇事發當日，不少激進分子
「仆出嚟」大肆「抽水」，其中
鄭松泰將慘劇與教育局扯上關
係：「到了及身而報，教育局官
員，今日終於切身了解教育制度
的兇殘吧？不要說湊熱鬧的人民
麻木不仁，因為這『業』是你們
一手種下的。」「城邦派國師」
陳云根就聲言「害人終害己，皇
天擊殺香港」。
親「熱血公民」、身為人母的
「 手 作 達 人 」 吳 斯 翹 （Billie
Ng） ， 更 狂 言 「 要 食 燒 鵝 髀 慶
祝」，又詛咒蔡若蓮及其幼子：
「仲未辭職呀？仲有個仔喎。」
激進反對派沙田區議員陳國強
的助理、多次發起「光復行動」
的梁金成，也狂言蔡若蓮長子
「死得好」，對此感到「高
興」，更詛咒道：「蔡若蓮你幾
時去陪你個仔呀？」

反
「佔」
反罷課
被視眼中釘
蔡若蓮作為一校之長，原本與政治
無關，直至政治歪風席捲校園、往往
以年輕學子作為下手目標，才將她
「擺上枱」。時間回到 2014 年，那個
怎樣也鼓動不起違法「佔中」的夏
天，「學民思潮」等團體開始以罷課
作為違法「佔領」的前奏，煽動學生
罷課。當時反對派就將矛頭指向學
校，《明報》在那段時間亦刊出《愛
國校不准罷課撐佔中》的報道，稱時
任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說
罷課「不是一個合理的（請假）理
由」，會當作曠課處理，言論刺激到
反對派，令她成為箭靶。

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 認為，國家希望在香港促進人心回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輕
示，蔡若蓮在傳統愛國學校任教多 歸，希望港人在回歸後增進國民身 人有理想、有激情，希望整個社會

fb截圖

發難攻擊這所傳統愛國學校，聲稱該校
學生「被迫」拍攝基本法教材影片，並
上載一張似是而非的相片，稱有關拍攝
前所派發的「通告」並無「不參與」選
項云云。蔡若蓮隨即成為追究目標，但
後來有網民就踢爆「學民」老屈，上載
了一張真正的通告，寫明家長若同意子
女參與有關拍攝活動，才填妥回條交回
學校，而「學民」所上載的相片，其實
是「校外活動申請表」。
此外，蔡若蓮作為校長期間，亦被
追問「港獨」議題，她直言，學生在校
園內可討論政治，但不應做政治活動，
因學校是學習地方。
她又指，「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向
中學生鼓吹「港獨」理念十分不負責任，
有關言論亦再一次觸動「港獨」分子和
「反中亂港」的反對派神經。

年，更升任至校長，又曾任教聯會 份認同，對國家及民族的歷史、文 好，但『港獨』分子就利用這一點
煽動他們」，必須加以防範。
副主席，被「港獨」、「自決」等 化了解更多。

fb截圖

蔡若蓮這個名字，相信在她未參選立法會、未成為教育局副局長之前，在香港社會上，若非關注教育界事務的
人，大多數人都沒有印象。為何一個從事教育界多年，一直盡心於教育事務、培養青年，深得學生愛戴的中學校
長，一沾上政治，就會受到萬般攻擊？
香港文匯報整理蔡若蓮近 10 多年在公眾曝光的情況，發現她早於 2004 年已在不同報章發表對教育政策的看法，
■「Fat Tsoi」昨日在fb發帖對蔡若蓮喪子之痛

亦常就中小幼不同教育議題發聲，直至 2014 年「學民思潮」煽動中學生罷課，這名堅持學生應正常學習的中學校

冷嘲熱諷，極為冷血。

長，第一次被「擺上枱」。其後參選立法會，取態愛國愛港、鼓勵學生認識國家的蔡若蓮，更因此面對反對派猛烈

fb截圖

且充滿偏見的攻擊，至她上任副局長一事，反對派更將無理攻擊「合理化」。今次「獨派」狂妄地在其喪子之痛上
撒鹽，可說是反對派整個陣營集體煽動出來、挑戰人性的一股歪風。
■中大講師劉
正管理的 facebook 專 頁 「 無
神論者的巴別
塔」，日前轉
載 有 關 「 成
語」貼文，極
盡刻薄，教壞
學生。 fb截圖

冒犯愛國愛港人士
圖謀製造寒蟬效應
在這個鍵盤隨

 /= 意 敲 幾 隻 字 就 可
以痛罵別人一頓的年代，知名人士很


容易就遭受無理攻擊。有名人就曾經
指出，這些人罵的不是名人本身，而
是名人所象徵的符號。
在蔡若蓮被侮辱冒犯的這件事
上，她所象徵的符號是什麼？事實上
蔡若蓮在教育界已久，長期就教育議
題發聲，但導致她成為攻擊對象的，
是這位主張愛國愛港、鼓勵學生認識
國家的教育界人士正式走到公眾眼
前，是她曾在「學民思潮」等團體煽
動罷課時仍坦然對媒體果斷說
「不」，是她面對「港獨」議題在眾
人眼前被質詢下，仍敢講向學生鼓吹
「港獨」理念十分不負責任。
簡而言之，反對派以至「獨派」

所攻擊的，其實就是愛國愛港又有所
作為的人。反對派以至「獨派」過去
幾年反國民教育、反中史教育、反基
本法教育，全力「去中國化」，誓要
將學生與國家隔絕，當有人敢於出來
打破這個魔咒，他們當然就要用最猛
烈的攻勢製造寒蟬效應，令所有愛國
愛港者恐懼、不敢發聲。蔡若蓮如
是，批評學生發表「支那」言論、並
因此遭受學生侮辱的中文大學新亞書
院院長黃乃正亦如是。
反對派陣營的橫蠻專制，以至所衍
生的滅絕人性，在別人喪子之痛上撒
鹽，根本是反民主、反自由、甚至反
人類。面對這靠着噪音、雜音去滋擾
社會的反對派，香港市民只有發出更
強烈更嚴厲的譴責，才有可能將歪風
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當反對派將愛國愛港視為「原罪」、無情傷害一個母親，只因為她鼓勵年輕人認識國家，這還是大家所樂見的一
個正常的香港嗎？
2003 年之前
翻查資料，蔡若蓮在
仍未見於報章，她是在 2004 年

開始，才於不同報章包括《大公
報》、《明報》、《信報》等寫文
章，講述自己對教育政策的看法。
在她開始「見報」的這些年，媒體
不同陣營都有就教育議題去問這位教
育界人士的意見，不論是幼稚園教師
薪酬設立、中學「三保」政策的延
長、TSA 操練問題、準教師就業問
題、師生壓力、雙非縮班危機等，都
印證出她對教育事務的了解及其言論
的代表性。

冠以「紅底」二字 即為「原罪」
不過，在反對派為所欲為的香港社
會，就是你不來找政治，政治也會來
找你。2014 年「佔中三丑」一直想煽
動違法「佔領」不果，轉由「學民思
潮」等學生組織去先行鼓吹學生罷
課，行為引起不少教界人士和家長的
反對。當時各中學都面對這些反對派
「讓不讓學生罷課」的恐嚇式質問，
而蔡若蓮是其中堅定說不的一位，這
亦埋下了她日後被「反中亂港」之人
瘋狂攻擊的伏線。
從之後的情況可見，無論是立法會
選舉，或是教育局副局長任命，反對
派以至「獨派」對蔡若蓮最大也最空
洞的攻擊，就是「紅底」二字。
然而，蔡若蓮究竟做了什麼，令她
要被稱為「紅底」？最大的原因，就
是她認同國民教育，鼓勵學生認識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陳庭佳

家、了解國情，但是從什麼時候起，
香港社會會將這樣正面且正常的一件
事視為「原罪」？又是什麼時候起，
反對派可因此面不紅、耳不赤地以此
作為「論點」去攻擊一位校長？

打擊愛國愛港 煽動「去中國化」
其次，反對派最懶得論證但又言之
鑿鑿的一點，就是因為蔡若蓮是福建
中學（小西灣）的校長，也是教聯會
副主席。不過，為什麼傳統愛國學校
任教的背景，又會成為一種「原
罪」？為何加入主張愛國愛港的教育
團體，就不適合擔任特區政府官員？
蔡若蓮曾說，自己其實早於 1988 年已
加入教協，更曾於《教協報》發表文
章，至今仍是會員，比她 2000 年才加
入教聯會時間要長得多。
事實上，拿着教聯會背景去攻擊蔡
若蓮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教協葉建
源，2012 年選立法會時，亦被踢爆其
實同時擁有教聯會會員的身份。
不過，當反對派將「紅底」視為
「原罪」，極力去打擊愛國愛港人
士，將「去中國化」的訊息向社會傳
達，「獨派」也就有了明目張膽的依
據。反對派之前早已改圖惡搞蔡若
蓮，是次「獨派」竟然公然張貼「恭
喜」她喪子的涼薄言論，亦是與之前
反對派的無理攻擊「一脈相承」。
當社會將冷血言論視為等閒，或明
或暗地鼓吹着反中亂港的整個反對派
陣營，都須為此負上責任。

■蔡若蓮於 2013 年到福
建中學接任校長一職。
建中學接任校長一職
。

■教大學生簽名支持徹查冷血標語事件。

與與
「「獨販」」 的的原教旨

■ 維護學術自主自由

■「香港眾志」在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事上發難。

支持國民教育 鮮明愛國愛港立場 惹怒激進分離勢力

蔡若蓮各項教育議題見解（部分）

蔡若蓮 「「
的的 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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