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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牌」案情細節曝光：50分鐘煽「港獨」35分鐘宣「台藏疆獨」

黃師自編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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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前日宣布取消一名公然於課堂宣揚「港獨」的小學

7

日下午舉行記者會，與教育局高層一起交代細節，提及涉事教師設計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
和工作紙均以「港獨」為主題，包括用 50 分鐘介紹非法社團「香港民族黨」的「港獨」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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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註冊，這是修例風波以來首宗因專業失德而被除牌個案。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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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 25764 今日出紙 4 疊 10 大張 港售 10 元

預留 35 分鐘與學生談論該黨，其間涉及「藏獨」、「疆獨」、「台獨」等分裂國土議題，更要
求學生舉手作政治表態。局方考慮到事主是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亦有不少偏頗和扭曲的
內容，認為取消其註冊是「合理、合適和合乎比例」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失德教師涉事詳情

事發時間：2019 年 3月
至 4月

涉事年級及科目：小學
五年級的生活教育科
被處分教職員人數：6人
處分情況：
◆一名老師被取消教師
註冊，屬「終身」安排
，事主不可再進入校園
範圍
◆同校的校長、副校長
因監管不力被發譴責信
◆其餘教師沒有考慮教
學內容是否恰當，只將
別人提供的教案、教材
課堂，有違教師專業操
放入
守，被書面警告

被釘牌教師失德重點

◆該名教師嚴重專業失
德，其設計的校本教案
、教學材料和工作紙，
劃地散播「港獨」信息
有計
，這並不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
和法律地位
制
■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黃師」被教育局除牌。圖為該校學生昨日返學情形。
事教師此前於九龍塘宣道小學任教，事件於去年 9
涉月於網上揭發，並由《大公報》詳細報道，該教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條例規管；你和同學一起做常識科專題、上體育課分組
做體適能，都可能是非法社團」。

要求小五生先觀看陳浩天鼓吹「港獨」片段，再在「港
獨」工作紙回答「港獨」原因等。

教材充滿歪曲概念誤導學生

討論非法社團
「民族黨」
政綱

陳蕭淑芬直斥上述內容明顯帶給學生極度錯誤訊息，
而且是歪曲概念；另一例子則提到「2010 年代，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運用社團條例施加『黨禁』」云云，明顯
是不符事實，亦歪曲了法例。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則提到，局方去年9月收到投
訴後，即時要求學校作深入調查及提交報告，由教育局首
長級人員組成的專業團隊作詳細審視。過程中局方亦兩次
邀請涉事教師提交書面解釋，當中包括通知該教師局方預
備取消其教師註冊，讓他在充分了解事態嚴重情況下，再
一次申述，而有關教師亦有就此尋求法律顧問的協助。
陳蕭淑芬又引述涉事教師一度以所謂「跟學生討論言
論自由」作辯解，但個案中所謂的「言論自由」不過是
切入點，只在教案最初部分提及少許相關內容，往後所
有主題都是圍繞「港獨」課題，散播「港獨」訊息。
楊潤雄總結指，涉及如此嚴重問題的教案及教材以往
實屬罕見，這亦是首宗涉及專業失德及問題教材而被取
消教師註冊的個案。個案亦同時說明，教育局為了維持
教師專業，保障學童利益，會採取必須行動，包括取消
有問題的教師註冊。

「這個案我們並不單止講一張工作紙，而是整個課程
兩堂課節如何安排，當中在講哪些題目。」楊潤雄昨解
釋指，被除牌教師以大篇幅介紹、討論非法社團「香港
民族黨」和「港獨」主張，「編排課程、取材、做工作
紙等程序，是教師專業，我們相信當教師做這件事時，
一定經過深思熟慮，想達到某教學目標而設計出來。」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蕭淑芬補充個案細節指，該教師設
計的校本教案、教材及工作紙均以「港獨」為主題；教
案顯示，教師要用 50 分鐘有計劃地由《社團條例》帶出
「香港民族黨」，詳細介紹該黨宗旨及政綱，繼而討論
「港獨」課題。「教師花大量時間去介紹一個非法組
織，重點是宣揚其『港獨』政綱」。而在學生提問中，
則會問到「為什麼會有人提出『香港獨立』」、「何時
出現這種思潮」；另教案的總結部分亦預留 35 分鐘繼續
談「香港民族黨」，並觸及「藏獨」、「疆獨」、「台
獨」，以至分裂國土議題。

叫贊成
「港獨」
政綱同學舉手
「更令人震驚的是，教案顯示在播放關於『民族黨』政
綱時，如同學亦贊成這項政綱的話，可舉手示意。教師要
求學生於課堂作政治表態，相信是任何教育工作者及社會
大眾不能接受，何況對象只是小五學生！」陳蕭淑芬說。
她又指，涉事工作紙其中一條問題要求學生「根據影
片內容，提出『港獨』的原因是什麼」，學生在此明顯
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只能夠「將（宣揚「港
獨」）內容印入腦海之中，然後寫出來，實際上就是教
師將有關思想和概念強加學生」。
陳蕭淑芬還提及，局方亦在教案中發現不少扭曲偏頗
內容，例如對學生講「試想想，最極端的情況，你和幾
位同學去旅行時分組，可以是社團，雖未有註冊，仍受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左)及副秘
書長陳蕭淑芬昨日向傳媒公開將一名「黃師」除牌的細
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九龍塘宣道小
學一名教師有計劃地向學生宣「獨」被教育局取
消註冊，另包括校長在內等多人被譴責及警告。
昨晨上課時段，大批記者於校門外等候要求回
應，惟校方一直龜縮不見蹤影，4小時後始於校
門貼出校董會聲明，稱該教師「已離職，不便回
應」，並會盡力確保校園政治中立。
九龍塘宣道小學與宣道幼稚園共用部分校
舍，該校一名帶孫女返校的婆婆，昨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對於小學部有老師被
「除牌」一事感驚訝，又認為「香港教育一路

以來政治化嚴重」。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九龍塘宣道家長指，教
育局的懲處是遲來的公義，認為當局應該一早
痛下決心，革除該「黃師」教席，以免影響小
朋友心態，她與一眾相熟的家長完全支持局方
決定。
至於校長及老師，則一直不見蹤影，直至 11
時許，學校職員始於校門口貼出校董會發出的
聲明，對報章報道該校教師被取消資格一事，
稱「該老師已離職，因涉及個人私隱，其他事
情不便回應」。

教聯會主席黃錦
良：對於有教師宣
揚「港獨」而被除
牌，教聯會對此表
示遺憾及痛心，對
教育事業受到扭曲
和荼毒感到憤慨，
希望不會有同類事
情再發生。任何對
嚴重違反操守的行
為作包庇及開脫，
無疑是對專業的踐
踏，絕不可取。

張國鈞：保障學生 訊息明確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
幹事奚炳松：認同教育
局將問題教師除牌的決
定，但認為局方需公開
該教師的姓名，讓教育
界有所警惕，這樣對該
校其他教師也較公平。
被除牌、遭發譴責信、
警告信的教師亦應被公
開姓名，「事實上該名
教師犯了錯，家長身為
學校持份者之一，應該
有知情權。」

黃錦良：荼毒學子 教界憤慨

等有不解而尋求老師輔導或解惑，「老師的解釋必須依
照基本法所講的憲制基礎，以及裏面的制度去解釋，說
明『港獨』無論在歷史、制度，種種角度下都是不可
行」。
被問到涉事教師因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而被取
消註冊，教育局會否考慮將個案交國安處跟進。楊潤雄
指，事件發生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局方目前暫無打算
將個案轉介給執法機構，但會就未來該如何處理同類事
情，與保安局或相關執法機構商討。

校方龜縮迴避傳媒

奚炳松：「黃師」姓名應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今次事件的其中一個
關鍵，在於被除牌教師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強調，「港獨」是香港憲制基礎上的
不成立議題，局方早於 2016 年已多次表明「港獨」不應
該、無需要在校討論，即使要回應學生提問，老師亦不
應作開放式討論，講解時必須依照基本法的憲制基礎及
制度作解釋，說明「港獨」不可行。
楊潤雄指出，校內其實不應該、無需要在課堂主動討
論「港獨」，而假如學生對社會議題，包括對「港獨」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
風

各界回應

楊潤雄：絕不容「港獨」成議題

◆在 2 堂課節中，問題
教師用 50 分鐘有計劃地
由社團條例帶出「香港
黨」，詳細介紹該黨宗
民族
旨及政綱，繼而討論「
港獨」課題
◆教案的總結部分亦預
留 35 分鐘繼續談「香港
民族黨」，並觸及到「
獨」、「疆獨」、「台
藏
獨」，以至分裂國土議
題
◆課堂上，在播放關於
「民族黨」政綱的片段
時，要求同學若贊成這
綱，可舉手示意，變相
項政
是要求學生於課堂作政
治表態
◆另有問題要求學生「
根據影片內容，提出『
港獨』的原因是什麼」
生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
。學
空間，只能記住影片內
容後作答，實際上是將
「港獨」思想和概念強
加學生
◆向學生提問「為什麼
會有人提出『香港獨立
』」、「何時出現這種
潮」，並對學生說「試
思
想想，最極端的情況，
你和幾位同學去旅行時
組，可以是社團，雖未
分
有註冊，仍受條例規管
；你和同學一起做常識
專題、上體育課分組做
科
體適能，都可能是非法
社團」，言論不符事實
◆教案中提到所謂「20
10 年代，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運用社團條例施
『黨禁』」，明顯是不
加
符事實，亦歪曲了條例

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張國鈞：支持教育
局依法果斷取消失德
教師的註冊，有助向
本港教育界傳達明
確的訊息，不容以
任何方式去荼毒下
一代或煽動他們參
與違法活動，這對
保障學生利益、維
護本地教師團隊的專
業起了積極及正面的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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