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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條例》已於本月12日正式刊憲生效，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展示國旗區旗、唱國歌的指引，當

中要求學校教唱國歌和相關禮儀；學校須在元旦、特區成立日、國慶日活動升掛國旗和區旗，以及奏唱國歌，

局方亦強烈建議在開學日、畢業禮等重要日子作出上述安排，以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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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七一國慶 學校須唱國歌
教局發指引 強烈建議開學畢業升國旗 增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女拔不續約「暴動黃師」提早辭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英
華書院日前被揭發有學生於操場唱
「獨歌」及叫「港獨」口號，全程有
短片攝錄佐證，教育局知悉後及時跟
進，要求學校嚴肅處理，並須向教育
局提交報告。有黑暴分子竟因此遷怒
拍片人，宣稱經「fact check確認」短
片出自該校某教師，更開其全名、大
肆起底，揚言要「公審直到佢道

歉」。有網民憑蛛絲馬跡推敲出煽動
滋擾老師的人正是該校學生，要求校
方嚴查事件，杜絕歪風。
上述已曝光的短片清楚拍攝到數十

名身穿校服的英華書院學生，於學校
籃球場上聚集，高唱「獨歌」《願榮
光歸香港》及叫「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口
號。
事件曝光後，教育局十分關注事

件，要求學校嚴肅跟進，包括與家長
保持緊密溝通，按校本訓輔機制跟進
學生的問題，並向局方提交報告。至
於英華書院僅稱，不認同有關學生的
行為及做法，已按校本訓輔機制作出
了解及嚴肅跟進，但未有進一步交代
跟進細節。

梁振英：姑息只會養奸
該校的官僚態度引起家長團體及社

會人士不滿，紛紛要求校方認真面對
問題。前特首梁振英昨日亦在個人
facebook發帖，批評事件屬極其嚴重
的違規犯法行為，學校必須徹查、嚴
懲，「五十個學生當中必有帶頭人，
理應開除學籍。教師當中有沒有人引
導或鼓勵『港獨』行為，也不難查

處」，提醒該校「姑息只會養奸」。
事實上，校方欠缺阻嚇性的處理手

法，的確導致事件繼續發酵。網上昨
日有黑暴分子發帖，宣稱經「fact
check確認」上述短片出自該校「某藍
絲呀Sir」手筆，理據則是「有英華仔
見到7樓教員室只有一個人拍片」，
別有用心者更公開該老師的全名，威
脅稱要「公審直到佢道歉」。
由於該帖文口口聲聲宣稱有「英華

仔做證」，有網民相信威嚇老師的發
帖人是當日被揭發集會的英華學生，
目的是聯合黑暴分子發動輿論攻勢。
有家長群組質疑事件進一步揭示英華
書院校風敗壞，教出的學生竟於網上
發起批鬥教師，要求校方務必嚴查事
件，還公眾一個交代。

校長鄭鈞傑請辭
據最新消息，深水埗英華書院校長

鄭鈞傑因家庭原因關係，上月20日已
經向校董會請辭，任期至2021年8月
底。英華書院發言人表示，鄭鈞傑上
月已經向校董會請辭，並獲得接納。
校方指其任期會直至下個學年完結。
據悉，學校已經開會向教師公布安
排。

■網上昨日有黑暴分子發表帖文，威
脅要公審教師。 網上圖片

英華「獨」生涉網上批鬥教師

一 名 18
歲中五男生
昨在東區裁
判法院被裁
定一項管有
違禁武器罪

成，還柙至本月30日判刑。被告吳銘
揚，18歲，控罪指他去年11月11日
在柴灣道天橋上近迴旋處藏有一把彈
簧刀。辯方求情指，被告為人熱心、
品格正面良好、經常參與義工服務，
希望法庭予以輕判。裁判官香淑嫻指
本案控罪屬嚴格責任罪行，事發當日
警方在被告的背囊搜出涉案彈簧刀，
儘管被告曾在警誡下表示該刀用以生

火，但它非打火機或火柴，實際用途
絕非生火。
香官接納專家證人的意見，裁定涉

案彈簧刀屬違禁武器，若用該刀刺向
人體，必定會造成嚴重後果，遂裁定
被告一項管有違禁武器罪成，須還柙
至6月30日判刑，以待索取被告的感
化、勞教、教導所及更生中心報告。
另外，去年11月11日，攬炒派及黑
暴文宣發起所謂的「黎明行動」逼市
民「大三罷」，一名小學教師在上水
駕車「龜速」行駛，被警員截查時腳
踢警員，本月12日被裁判官吳重儀裁
定襲警罪成，吳官斥被告作供時大話
連篇，並質疑他的心智是否仍適合教

書，下令他還柙
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等候本月
26日判刑。
29 歲被告楊

博文，任職小學
男教師，昨到高
等法院申請保
釋，法官潘敏琦經考慮後，批准他以
現金兩萬元及人事擔保兩萬元保釋外
出候判，其間須交出旅遊證件、不得
離港，以及居住在報稱的地址，並定
時到警署報到，精神科專家要跟被告
見面，被告並須到小欖接受檢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報訊（記者 于錦
言）荼毒學生的「黃教材」問題
愈演愈烈，惟攬炒派議員卻無所
不用其極，意圖作包庇掩飾。立
法會的教材小組，此前已在攬炒
派拉布下兩次開會仍未能選出主
席開始工作，而立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近日打算召
開特別會議，討論中小學及幼稚
園教材編制事宜，卻遭委員會副
主席教協葉建源連同另12名攬炒
派議員去信施壓要求取消會議。
葉劉淑儀強調取消會議的要求無
理，又質疑攬炒派要打壓家長關
注問題教材聲音。
葉劉淑儀前晚深夜於fb發帖，
駁斥攬炒派提出取消特別會議的
無理要求。她表示，在本月初的
教委會中，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提
出召開特別會議的議案，結果為
12票贊成，12票反對，說明議案
沒有被否決，而她作為主席有權
決定議程，所以便按程序向委員
發信諮詢開會日期。

教材小組未選出主席
葉劉淑儀強調，過去一年任教

委會主席期間，收到很多市民投
訴偏頗的學校教材和工作紙，當
中涉內容與事實不符和企圖挑起
仇恨。她提到，教委會成立的教
材小組，此前於梁耀忠兩度主持
下仍無法選出主席，由於教材問
題關乎學生成長和利益，作為教

委會主席，她有責任跟進教材，向家長和
學生作出交代。她指出，議員是代議士要
向社會問責，反問為何不能公開討論教材
問題，又質疑攬炒派議員「崇尚民主自
由」卻要阻止開會，「是否要打壓家長的
聲音？還是畏懼進行公開討論？」
網民紛紛對議會檢視教材表示支持，其

中「Shirley Kwan」表示「支持葉太，為
教育教學撥亂反正」；「See Mui Lai」
則說：「支持葉太做正當事，香港教育出
了很大問題，再不作修改更正！香港的下
一代就真的沒有未來了。」

中五男生藏刀候懲 官：刺向人體後果嚴重

「黃絲」個個都話「五
大訴求」，唔通個個真係
知有邊「五大訴求」咩？
「公民力量」KOL李梓
敬近日製作短片，於街頭

訪問了約二十名年輕人，他們都聲稱「支持五大訴
求」甚至達「10分」滿分，有人稱願為此犧牲學業
前途甚至不惜一切。不過當提到「訴求」內容時，
卻沒有一人成功數齊「五大」，不少人即場dead-
air或直言「唔記得」，有人「er……」一大輪只數
到「撤回《逃犯條例》」，也有人隨口噏是「DQ
議員」。所謂「訴求」，根本只係向年輕人洗腦嘅
口號。
李梓敬在其YouTube頻道上載於前日（17日）

拍攝的影片，題為「【爆笑街訪】黃絲年輕人，仲
記唔記得所謂的『五大訴求』係乜嘢？仲記唔記
得，『榮光』點唱？」主持人於街頭訪問了約二十
名年輕人，當中3人身穿校服，問題涉及他們是否
記得「五大訴求」具體內容，「港獨」歌曲《願榮
光歸香港》怎麼唱等等。
對答一開始，各人都對「五大訴求」大表支持，

多人更聲言達「10分」，又揚言可以為此犧牲學業
前途、與家人吵架甚至不惜一切等。然而當提到
「五大訴求」內容時，他們卻變得腦閉塞，有人即
場無語或直言唔記得，有人幾經思索，終於講出
「撤回《逃犯條例》」、「林鄭下台」及「解散警
隊」等內容，更有人隨口提出「DQ議員」亦是其
「訴求」之一，根本沒有人能成功數出「五大」。
另外，當主持問起「《榮光》點唱？」亦是狀況
百出，除歌詞出錯外，也有人亂哼一些不明所以的
旋律，並以「我唱歌唔好」蒙混過關。
「黃絲」經常以所謂「五大訴求」自high，但實

際卻連當中具體內容都講不全，荒謬爆笑得來又見
到點點悲哀。對「黃絲」年輕人如斯表現，李梓敬
亦感慨說：「為咗一句自己都唔知嘅口號，斷送自
己前途，是否值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錦言

訴求邊五大？「黃細路」數唔出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根據《國歌條
例》，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中

小學教育發出指示，《國歌條例》的精神是
尊重國歌，任何人不可公開及故意侮辱國
歌，或不當使用國歌。所有中小學須提供機
會，讓學生學習唱國歌，並教導學生國歌的
歷史及精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
此外，中小學必須在舉辦慶祝元旦、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日、國慶日的活動時升掛國
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當局亦強烈建議學校
在開學日、畢業禮、運動會、開放日、周年
慶典等重要日子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
歌，並定期展示國旗及區旗。

指引不設罰則 教師不可失德
教育局於網頁提供了《在學校奏唱國歌常

見問與答》，解答共14條外界關注的問
題，其中一問是上述指引是否設有罰則，教
育局表示當中並沒有罰則，而一直以來當局
會按不同需要向學校發出指示及指引，學校
一般都會遵守《教育條例》、相關法例及教
育局指引所定的要求行事，如學校不遵守教
育局發出的指示，局方會按現行機制要求學
校作出改善。
教育局提醒學校，如教師有違反專業操守

的行為，校方須立即制止；若個案嚴重並涉
及違法行為，如教師故意在學生面前侮辱國
歌，而校方未能處理，可考慮尋求警方協
助；若教師涉嫌干犯嚴重罪行或失德行為，
學校必須向教育局呈報。

學生若不尊重 校方須跟進

如學生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學校應以
合情、合理和合法的方式處理，包括了解
成因，予以適當輔導和跟進；若情況嚴重
並涉及違法行為，校方可考慮尋求警方協
助。
如有學生干擾升旗儀式或奏唱國歌，校方

應立即跟進，如即時要求學生停止，並先行
把學生帶離現場，讓活動繼續莊嚴舉行；儀
式完結後，應向全體學生重申升旗儀式和奏
唱國歌的意義及應有的態度，讓學生明白尊
重國歌的重要性，及其干擾行為實為不正
確。

只要尊重國歌 毋須擔心違法
至於若有家長不配合儀式，或要求學校豁

免子女在校內唱國歌。學校應提醒家長儀式

進行時應有的禮儀，並解釋奏唱國歌屬校內
正常學習活動，學生如無特殊理由應該參
與。
文件又提及一些特殊情況，如非華語學生

無法正確唱出或背誦國歌，或特殊學校學生
在唱國歌時做出一些不能自控的動作，學校

應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學生只要尊
重國歌，而並非故意做出侮辱國歌的行為，
便毋須擔心。
此外，局方已與國際學校溝通，他們對指
引表示理解，在推行上會有校本處理方法，
局方會製作英文版本材料予學校參考。

曾被警
方以暴動
罪拘捕及
後踢保的
拔萃女書

院通識教師楊子俊，昨日於fb自爆在3月
已獲校方通知，新學年因「通識科人手過
剩」不會與其續約，又稱自己已提早辭任
將於 7 月離職以「進入另一階段的抗
爭」。字裏行間他又以所謂「政權對教育
界打壓」等歪理，煽動網民其不獲續約有
「政治原因」，鼓吹「儲存憤怒」、「迎
戰真正敵人」云云。有教育界人士感嘆
說，楊涉暴行為有違教育專業，早應作懲
處，如今即使離校只是「純屬巧合」，強

調教育局應盡快確立處理問題教師的清晰
指引，杜絕所有害群之馬。
楊子俊昨日於fb撰文，稱女拔於3月已

表明不會與其續約，理由是下學年起會取
消中三級通識科，通識科組的人手將過
剩，而他是組內在校年資最短，任期原定
於8月31日完結。
楊子俊引述校方對其表明這是「真實而合

理的原因」，不介意他公開此事。他於文中
一度故作理性，解釋沒有「反抗」源於「右
眼失明致批改能力大降，難以維持教學水
準」、「參與社運對學校形象帶來影響」、
「不希望影響學生的情緒」云云。
其後他筆鋒一轉，自稱近月開始發現其

背景能於社運中「發揮作用」，又謂「政

權對教育界的箝制和打壓愈演愈烈」、
「通識科能否生存也成問題」云云，是以
決定提早辭任離開「教育建制」，會於7
月離職「進入另一階段的抗爭」。

不忘乘機煽動群眾
文中多次提及「抗爭」、「戰鬥」等

激進字眼，楊子俊不忘乘機煽動群眾
「如果感到憤怒，那請你把它儲存起
來，用以迎戰『真正的敵人』」，結果
亦如其所願，帖文引來攬炒派圍爐取
暖，有人更將矛頭對準女拔，「盲插」
校方決定「不公」。
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指，楊的激進政治

立場驅使其參與非法集會，其行為本身已

有違教育本意，對學生亦會構成所謂「違
法達義」的壞榜樣，是以從教育專業角度
而言，其離任當然是好事。
「惟問題在於，今次學校不予續約的理

由只是人手過剩，假如校方並非碰巧取消
中三通識科，是否意味會繼續留用此問題
教師呢」，穆家駿感嘆指，今次事件反映
校本處理問題教師去留並不理想，若遇不
擅處理、甚或存心包庇的學校或辦學團
體，問題教師或有機會繼續留校任教，荼
毒學生。
他強調教育局應承擔責任，就處理問題教
師訂立清晰指引和機制，予學校有所依從，
果斷處理涉嫌違法及專業操守的教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楊博文楊博文

■■黃絲學生唔記得所謂黃絲學生唔記得所謂「「五大訴求五大訴求」」內容內容。。
影片截圖影片截圖

■葉劉淑儀facebook回應泛民議員要求
取消會議。 fb截圖

■■教局要求學校須在元旦教局要求學校須在元旦、、回歸回歸、、國慶日活動國慶日活動
升掛國旗和區旗升掛國旗和區旗，，以及奏唱國歌以及奏唱國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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