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9月12
日，《大公報》
獨家踢爆名校九
龍塘宣道小學有

老師公然播 「獨」 。當時網
上瘋傳一張題為 「不能逾越
的紅線」 的工作紙，當中有
四條問題，包括 「根據影片
內容，提出香港獨立的原因
是什麼？」 、 「沒有了言論
自由，香港會變成怎樣？」
等。發圖者留言指，這是九
龍塘宣道小學的生活教育練
習，又指這是在課堂內做的
題目，不會帶回家，所以很
多家長並不知情。不少家長
擔心小學生接受如此 「洗腦
政治教學」 ，間接令 「教會

學校變成恐怖分子學校」 。
宣道小學校長李關美梅

當時在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
時承認，該份題目由生活教
育課老師在去年三月份所出
，內容就香港電台《鏗鏘集
》 「觸不到的紅線」 一集，
結合當時陳浩天因鼓吹 「港
獨」 最後入獄出的思考題。
出題原因是 「當時有學生不
理解陳浩天為何鼓吹 『港獨
』 」 ， 「因此老師藉此節目
內容告訴學生關於言論自由
的事」 。

教育局去年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會跟進事件
，強調任何 「港獨」 主張或
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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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該名被取消註冊的教師來自
九龍塘宣道小學。《大公報》去年9月12
日的獨家報道指出，該小學有老師讓小五
學生做一份題為 「不能逾越的紅線」 的工
作紙，學生要先觀看香港電台2018年9月
播出的訪問前 「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
天鼓吹 「港獨」 的訪問，再答寫 「港獨」
原因、 「沒有了言論自由後果」 等，該名
教師更不許學生將教材帶回家。

教育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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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劃地散播 「港獨」 信息，不符合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和法律地
位。教育局認為該教師在課堂散播 「港獨
」 信息不是一時疏忽，而是有計劃的行為
，而當中不少內容屬扭曲和偏頗，對學生
構成嚴重的損害。即使單從教學內容的深
淺程度而言，亦絕對不適合小學生。為保
障學生的利益、維護教師的專業及社會大
眾對教學專業團隊的信任，教育局決定取
消有關教師的註冊。

204宗投訴三分二屬實
修例風波以來，不少教師被指散播 「

港獨」 及仇警等言論荼毒學生。教育局表
示，自去年六月至本年八月，共接獲247
宗關於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
投訴。局方已大致完成調查204宗個案，
其中73宗不成立。

教育局經調查後，於上月下旬取消上
述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的註冊。教育局亦
就該校校長、副校長的監管不力，向他們
發出譴責信。教育局表示，無論案情有多
複雜，調查有多費時，面對的法律挑戰和
壓力有多大，教育局都一定會鍥而不捨，

對教師涉嫌專業失德的個案嚴肅跟進到底
。對於查明嚴重失德的教師，會依法作出
取消註冊的決定， 「以揪出害群之馬，維
護教師專業的尊嚴，以及守護學生的學習
利益」 。

不排除續有教師釘牌
局方強調，被取消註冊的教師不能再

擔任教師，至於嚴重程度不至於取消註冊
的個案，包括發出勸喻信、警告信或譴責
信的個案，目的是提醒教師必須秉持專業
操守，讓他們在校方密切監督和指導之下
，有改正的機會，但再犯者一定會被嚴懲
，包括可能會被取消註冊。

教育局亦已向21名教師發出譴責及
12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這些教師如再
次作出失德行為，局方會考慮按《教育條
例》取消其教師註冊；教育局亦分別向
19名教師發出書面勸喻，以及向18名教
師作出口頭提示，提醒他們不應作出有損
教師專業形象的行為和應尊重社會接受的
行為準則。其餘個案正按既定程序處理，
局方不排除稍後會有其他嚴重失德教師被
取消教師註冊。

教育局指出，已在5月22日發出通告
，提醒學校在聘請教師時可根據既定程序
，向當局申請將應徵者的教師註冊資料向
學校發放，而教育局提供的資料會包括其
教師註冊是否有效、申請教師註冊曾否被
拒，曾否就教師註冊收到教育局發出的譴
責信、警告信或勸喻信等。自發出通告至
7月底，教育局收到約1900宗申請，相比
以往每年約130宗大幅增加。局方相信有
關措施有助學校聘用適當的人選，保障學
生的福祉。

教育局昨日公布，一名小學教師有計劃地利用教案、教材等散
播 「港獨」 信息，教育局於九月下旬已取消其教師註冊。這是修例
風波以來首名被除牌的教師，亦是首次有教師因播 「獨」 被取消註
冊。據了解，該名男教師來自九龍塘宣道小學。《大公報》去年九
月曾獨家踢爆該小學有老師讓小五學生做一份討論 「港獨」 為題的
工作紙，公然藉此播 「獨」 。教育局強調，一定會鍥而不捨，對教
師涉嫌專業失德的個案嚴肅跟進到底，以揪出害群之馬。有教育界

人士和家長表示，支持教育局撥亂反正，讓 「港獨」
遠離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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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竟成了小學教材目竟成了小學教材

整 肅 亂 象
大公報記者 殷向善

毒教材曝光 家長恐慌

▲▲九龍塘名校宣道小學的管理層應該在今次事件中吸取教訓九龍塘名校宣道小學的管理層應該在今次事件中吸取教訓

整肅校園亂象好開端
教育局昨晚公布取消

一名專業失德的教師資格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
，教育局的做法 「合情、

合理、合法」 ，該個案亦是整肅校園
亂象的良好開端。何漢權表示，被 「
釘牌」 教師處心積慮利用教材在課堂
散播 「港獨」 信息，屬嚴重專業失德
，而涉事學校的校長和副校長監管不
力，任由屬下利用教材荼毒學生，是
管理層的失責，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
上責任。何漢權指出，局方今次嚴肅

處理，讓有意製造 「毒」 教材的 「黃
師」 有所警戒，以儆效尤，有助收窄
校園亂象，提升教學專業。他形容，
播 「毒」 教師形同社會中的 「劣幣」
，教育局應繼續嚴肅調查，「確保良
幣良性循環，勿讓劣幣驅逐良幣」 。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事件起
碼能將鼓吹 「港獨」 的紅線界定得更
清晰一些了。 「學校管理層本身亦有
管理責任，確保學校老師出的教材或
做的教學活動，符合基本法或專業操
守。現時出了事，必須汲取教訓。」

家長紛紛表示認同教育局此次行
動。學生家長陳太表示，教育局嚴厲
懲處播 「獨」 黃師，可以讓 「港獨」
遠離校園，讓子女健康成長。亦有家
長更關心教育局之後的跟進工作，學
生家長李先生認為，當局應該公開專
業失德老師名單。

然而，身為 「黃師」 保護傘的教
協則繼續為專業失德的播 「獨」 教師
護航。教協稱，教育局決定取消教師
的註冊是處以 「教育界的極刑」 ，教
協正協助相關教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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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認為什麼是言論自
由？

2.根據影片內容，提出「
香港獨立」的原因是
什麼？

3.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
禮中，獲最佳紀錄片
獎的《我們的青春，
台灣》的導演傅榆說
了什麼而觸動了大陸
誓要保持領土完整的
神經？

4.沒有了言論自由，香
港會變成怎麼樣？

教育局：有計劃播獨嚴重損害學生

◀去年參與
黑暴者中有
不少幼稚少
年，他們走
上迷途，和
黃師在校園
播 「獨」 有
密切關係

黃師劣行多
發表仇警言論

•前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科目委員會主席、嘉諾撒聖
心書院通識科教師賴得鐘在facebook詛咒「黑警死
全家」

•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歷史及通識
科教師戴健暉詛咒警察子女 「過唔到7歲」 、 「死
於非命」

•賽馬會官立中學女教師譚玉芬在社交網站發布 「
黑警真係應該死全家」 等仇警及侮辱警務人員妻
子兒女的言論

•孔聖堂中學署理副校長何栢欣得知有警察確診新
冠肺炎後，在社交網站轉發內含 「黑警死全家
一個都不能少」 訊息的藏頭詩。其後孔聖堂中學
校董會介入，將其停職查辦。校方之後宣布即時
終止何栢欣的署理副校長職位，但保留教席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教師蔡子烯慫慂人欺凌
警察子女

參與黑暴被捕
•英華女學校女教師蘇瑋善
•拔萃女書院通識科前教師楊子俊（不獲學校續約
，今年七月已離職）

製作所謂 「佔中」通識教材
•教協理事、通識科老師方景樂

公然反對國安法
•培正中學副校長鍾偉東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前，參
與所謂反國安法聯署，帶頭將政治帶入校園，嚴
重違反專業操守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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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大公報》》去年率先踢爆宣道小去年率先踢爆宣道小
學黃師播學黃師播 「「獨獨」」事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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