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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給香港工會黑金
年份
2003年至2014年
2015年至2017年
註：*透過旗下不同關連機構

總數（美元）
1,522,957
614,865

年均（美元）
126,913
204,955

年均（港元）
989,922
1,598,649（增61.5%）

歷年指明給職工盟在內工會之撥款
年份

1993年

1995年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2003年

合計：1,829,470美元（即1,426.9萬港元）給職工盟等工會
資料來源：NED文件

捐款（美元）

259,115

435,753

359,393

343,778

170,997

260,434

用途

強化職工盟作為美國宣傳民主理念的主
要工會

給職工盟在內的工會推動自由民主運動

給職工盟於主權回歸後，鞏固會員人數
及支持，維持工會作為民運活動「總
部」的角色

給職工盟在內的工會在大中華地區宣傳
工人權益

改善職工盟的會員聯繫及舉辦活動

提供予職工盟在內的工會，作為推動勞
工權利的基礎培訓及教育，強化元朗培
訓中心的工作

持續4個多月的反修例風波，煽暴派以冠冕堂皇口號說什麼爭取

民主、自由，煽動暴徒到處大肆破壞，企圖摧毀香港法治，動搖

特區政府的管治，漸漸把「顏色革命」的狐狸尾巴也暴露人前。

煽暴派要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搞破壞，涉及巨大資源，到底錢

從何處來？香港文匯報深入研究作為全球「顏色革命」的最大

「金主」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資料，發現自2014年

本港爆發非法「佔領」運動後，該會食髓知味，自此加碼泵水予

香港組織，2015年至2018年間平均投放398萬港元支持亂港活

動，較非法「佔領」前上升15%，其間本港一些工會組織獲得的

「黑金」更上升六成之多。作為近期不少非法示威和暴力集結大

推手的李卓人，由他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是NED主要受惠機構，

過去職工盟只曾承認從 NED 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每年獲取約60萬港元捐款，外界估計累積約1,300萬港

元。但本報發現這只是冰山一角，除了ACILS，NED旗下機構自

1993年起，最少提供1,426萬港元給職工盟在內的工會。到底仍

有多少美國資金被隱瞞？可能是一個無底深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根 據 2012 年 至
2016 年立法會議員
的申報機制，議員
必須申報他們所收

受的捐款，包括任何本地及海外
政府提供的獻金，惟消息人士出
示李卓人於 2012 年出任立法會
議員期間的申報文件，當時他報
稱沒有收取任何政府機關的捐
款。消息人士反問：「這樣算不
算虛報？」

揭職工盟為「接頭人」出糧
早在 2014 年有文件披露職工
盟捲入美國資助風波時，有網民
披露NED旗下的 Solidarity Cen-
ter（SC）香港聯絡處代表黃靜
文的電郵顯示，黃發電郵給SC
的人權和工會權利部的 Stephen
Benedict，指香港稅務局正調查
職工盟財政，尤其是收取海外資
助的情況；廉政公署又複印李卓

人銀行戶口資料。黃靜文還在信
中建議「清理」職工盟一筆涉及
12萬元的借款記錄，作為兩個
月行政開支。
有文件更顯示黃靜文雖然是

SC香港聯絡處代表，但薪金由
職工盟支付，兩個組織的財務關
係錯綜複雜，疑點重重。
職工盟近年才被揭發獲NED

的「長期飯票」，恐怕 95個屬
會數十萬會員都是蒙在鼓裡。事
實上，於 1990 年成立的職工
盟，根據其官方網頁的自我介
紹，該會是一個「自主（Inde-
pendent） 及 獨立於任何政權
（regime） 或 財 團 （consor-
tium）的工會組織，但多次被人
揭發它收受外國政府機構的資
金，與該會宣稱的獨立於「任何
政權」，顯然不相符，愧對當初
以為他們是自主獨立而加入的工
會會員。

未提海外獻金 李卓人涉瞞報
 &

由李卓人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於
2014年10月爆發非法「佔領」運

動不久，已有網民「旺角腦場起底組」
上載大量網上文件揭露，職工盟由
1994年起，每年均向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
結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
tional Labor Solidarity（ACILS））申
請資助，至今已收受最少共約1,300萬
港元的黑金。

揭美NED資助「佔中」搞手
最耐人尋味是爆料者同時披露，職工
盟向ACILS提交的計劃書文件，申請
超過15萬美元的撥款，文件指職工盟
是本港其中一個爭取民主和法治的主要
組織，適逢當時反對派與北京中央政府
的緊張關係升溫，加上通脹加劇、樓價
飆升令民怨增加，故申請款項用作於
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底舉行爭取
工人權益的行動，計劃書列舉的舉行時
間正是非法「佔中」的爆發時期，令人
有理由相信職工盟是非法「佔中」的幕
後搞手之一。
證據確鑿下，職工盟不得不承認，每
年平均接受NED約60萬港元資助，職
工盟聲稱每年均須向資助單位呈交年度
財務報告及工作報告，所有收入及開支
亦反映於該會的財政報告，並已如實呈
交稅局，絕無任何隱瞞。
職工盟當時的回應，講到好似它們只
有一筆NED捐款，又信誓旦旦說沒有
隱瞞。但香港文匯報搜集NED的網上
公開資料，發現職工盟不只一個渠道接
收NED的黑金捐款。
被指是美國政府「白手套」、與CIA
關係密切的NED旗下有四大機構，
ACILS只是其中之一。根據本報搜羅
的數據，NED自1990年至2018年，向
以香港為主的地區投放1,308萬美元
（逾一億港元），平均每年折合為351
萬港元；若以2014年非法「佔中」作
分水嶺，之前平均每年撥款約346萬港

元，但2014年後則提升15%，每年平
均有398萬港元，顯示於非法「佔中」
後，美國有部署地利用香港對北京中央
政府的舉足輕重地位，進一步搞亂香
港。

「佔」後年均工會捐款飆六成
工會及工運是NED特別注重的範

疇，NED會透過旗下的機構向香港、
內地及亞洲地區的工會泵水，資料顯示
NED由1990年至2017年透過ACILS、
Free Trade Union Institute（FTUI）、
Solidarity Center等機構向這些地區的
工會共發放 521萬美元（約4,063萬港
元）的捐款，在 2014年非法「佔中」
前的十多年平均捐款為98.9萬港元，但
之後金額加大至159.8萬港元，增幅約
六成。
這筆捐款大部分無明確指

明給什麼工會，分析指是
「分豬肉」式給每個工會一
定份額，但當中最少6筆、
共涉及1,426萬港元的捐款
指明職工盟是主要受惠機
構，當中大部分是全數給職
工盟，例如，1998年，美國
豪擲268萬港元給職工盟在內
的工會，用作於「大中華地
區」宣傳工人權益，翌年再泵
133.3萬港元指明全數給職工
盟改善會員聯繫及舉辦活動。
美國NED更「無微不至」地於
2003年，發出一筆逾203萬港
元的捐款，特別提到要改善元
朗工人訓練中心。
但自職工盟被人踢爆接收

NED捐款後，NED旗下機構
往後給香港的黑金捐款，再也
沒有指明給哪一間工會，令外界難以
統計具體金額，但就本報發現的數筆
捐款，已遠遠超過職工盟官方承認的
每年收受約40萬至60萬港元NED捐
款。

反修例風波中，經常見到李卓人的身影，從風波剛剛萌芽到
後來「遍地開花」，他都高調積極參與，包括透過職工盟屬會
發起所謂的三罷；早前搞到機場大癱瘓、斷送香港機場安全高
效美譽的航空人員大罷工，也是職工盟旗下的航空公司工會主
導參與。

夥禍港者領頭非法遊行
到最近警方評估風險，以遊行會破壞社會秩序及參加者安全

為由，多次拒絕「民陣」舉辦的遊行，但李卓人竟罔顧所有人
的安全，一意孤行領頭搞非法集會遊行，其中10月1日的非法
遊行中，他夥同「禍港四人幫」壹傳媒黎智英、李柱銘、何俊
仁等身穿黑衣，公然排在隊頭，帶隊參與這次非法活動，他們
更厚顏地表示：「出嚟行街啫！」
最後活動又是爆衝突收場，黑衣魔狂性大發、發起衝擊，四
處流竄破壞，在多個地區大肆堵路、縱火、掟磚及汽油彈，演
變成全港騷亂。
不過外界較少為意的是，李卓人近年積極參與NED的活

動。今年7月，修例風波鬧得沸沸揚揚之際，文件顯示李卓人
當時參加由NED成立的機構「世界民主運動」（WMD）在馬
來西亞舉行的20周年慶典活動。
李卓人更曾撰文稱讚「世界民主運動」是全球民主運動的

「希望的燈塔（the beacon of hope）」。WMD是NED重要的
機構，秘書處設在華盛頓NED總部內，近年活躍於亞洲地
區，以聯繫社運分子作幌子，目的是在各地策劃所謂的民主化
浪潮，以推翻美國政府不屬意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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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NED的
架構，大部分資
金來自美國國
會，旗下有四大
機構。

▼NED 的網頁
定期披露向香港
地區投放的款
項，本報發現香
港及大中華地區
於非法「佔中」
後，撥款上升。

▼資料顯示美國NED是職工盟金主之一，
NED不時透過旗下機構向職工盟泵水。

■■李卓人李卓人（（右右））密袋美金亂港密袋美金亂港，，其領導的職工盟被揭至少收取其領導的職工盟被揭至少收取NEDNED近近15001500萬萬
元賬面外的資助元賬面外的資助。。圖為他在本月圖為他在本月11日與日與「「禍港四人幫禍港四人幫」」等人領頭非法遊行等人領頭非法遊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卓人在2012年
出任立法會議員時，
在本地及海外政府獻
金一欄，報稱沒有申
領任何政府捐款。

◀有網民披露 2014
年的電郵顯示，Soli-
darity Center(SC)香
港聯絡處代表黃靜文
透露香港稅務局正調
查職工盟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