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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初中時，曾讀過《木蘭詞》，因須背誦，所以至今記憶猶新。《木蘭詞》全文
如下：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
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
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
燕山胡騎鳴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
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
看伙伴，伙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頭一句「唧唧復唧唧」中的「唧唧」是象聲詞，那像甚麼聲呢？歷來有兩種說法：
一說是木蘭的歎息聲，一說是織布機的聲音，莫充一是。現在分析起來，我認為「唧
唧」應該是織布機的聲音，理據如下：

第一：首二句「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既然木蘭正在織布，織布機必定會發
出聲音，而且這兩句也交待了木蘭是一位勤勞盡責的女子。第三、四句「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歎息。」正好說明木蘭停止織布，剛才的織布機聲音停止了，現在只聽到木蘭的
歎息聲。文意十分清楚。

第二：「唧唧」這個象聲詞，沒有特定意思，所指隨文而異。但既然是象聲詞，所
指的事物定會發出相近的聲音。昆蟲、織布機發出的聲音，明顯可以用「唧唧」去象
聲，這是古往今來皆一樣的。至於人發出的聲音就很難說了，《木蘭詞》應該是五胡亂
華時期北朝(距今約一千五百年)的作品，當時的北朝人所發出的歎息聲可能與現代人不盡
相同。但無論語言如何變化，人的歎息聲，總不會像昆蟲或織布機一樣發出「唧唧」聲
的。所以，我認為「唧唧」並不是木蘭發出的歎息聲，而是織布機發出的聲音。

《「批判性思考能力」示例》    

約十年前，我還在優才書院當副校長。當時正值新高中課程的籌備階段，我負責跟
進通識科。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多角度思考能
力」。我是讀歷史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正是研究歷史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甚 麼 是 「 批 判 性 思 考 」 呢 ？ 最 早 提 出 這 一 理 念 的 是 美 國 學 者Edward Maynard 
Glaser。他認為「批判性思考」必須具備三項特質：一、傾向以審慎的態度思考議題和解
決難題；二、對理性探索與邏輯推理的方法有所認識；三、有技巧地應用上述方法。所
謂「傾向以審慎的態度思考議題」就是不隨便相信別人對事物的判斷，經過自己的理性
探索和邏輯推理，認為該事物具實證才相信。如發現該事物的判斷不理性和欠邏輯，則
以據理推翻其判斷，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斷。我們研究歷史，往往會就某一歷史議題
推翻前人的判斷和觀點並提出自己的判斷和新觀點，所依據的主要是史料實例和邏輯推
理。通識科以時事議題為主，所作判斷當以事物分析和邏輯推理為據。離開這些理據，
硬說別人的判斷不對，就流於「包拗頸」，不算是「批判性思考」。說了那麼多，讀者
可能一頭霧水。近十年我於假日抽空寫過一些文章，其中一篇正好可以作為「批判性思
考能力」的示例。是否同意我的判斷，大家可以運用你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作出判
斷。

《木蘭詞》「唧唧復唧唧」是機杼聲還是歎息聲？

李盤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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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留給兒女的信》 家教會主席 – 馬來明先生

孩子；

當我老了， 希望妳們不要嫌棄我，我需要照顧了，就如妳們小時候，
我照顧妳們那樣，請對我多一些耐心和包容。

我老了，手經常發抖，吃飯時常把飯餸溜在衣服上，别喝駡我，對我
多一些耐性，就如妳們小時候，吃飯時經常把飯餸濺到衣服上一樣。

我老了，走路蹣跚，行動不便，也想出去公園曬曬太陽，就如妳們小

時候，我用婴兒車推著妳們去公園曬太陽一樣。

我老了，當晚上我重覆地播放妳們早已聽厭的搖籃曲時，希望不要打
断，就如妳們小時候，我给妳們說龜兔的故事，直到妳們微笑著進入夢
鄉。

我老了，説話時常忘記説到哪裡，故把説話重覆，請多给我一些時
間，讓我完成還末說完的話。

老人一生就這樣忙忙碌碌地走過了，倾盡心力為兒女，從沒為自己買

一件名牌衣服，只希望兒女能多一些耐心，少一些煩躁對待她。盼天下兒

女們用心對待家中的老人，等到哭着病床前才後悔，一切已太遲了。

雖然我老了，但我還是像教訓小孩子般來對待妳們，請原諒我，因為
這都是我多年的習慣。

當我再沒有機會和妳們嘮叨，永遠地閉上眼睛的那一刻，請不要為我
哭泣。生老病死本是常態，孝順的兒女是不會在我靈前悲傷的，因為我在
世時，妳們已為我做了應該做的一切，沒有什麽可遺憾。我走了，亦帶走
妳們的一片孝心，我會安息的，在天堂為我的兒女祈禱。

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與「水煮魚文化製作」合作舉辦「地區文

學創作坊」，創作坊主要分為三部分：一、閱讀與地區有關的文學作品

二 導師帶領學生到地區考察，觀寫建築物的特色及人文生活 三

文學創作。今次，導師洪曉嫺女士選定深水埗為探究地點，帶領學生徉

徜深水埗的文字世界及真實環境。以下《深水埗的影子》一文，正是

4A班周雍婷遊歷深水埗後的創作作品。

， 、 ， 、



     4A周雍婷

影子也曾雀躍
深水埗文化氣息曾經很濃。當年醫局街

是新亞書院的所在地，現在改建成一幢私人
住宅，住宅大廈旁邊，只矗立著一塊刻著新
亞書院校歌的石碑。石碑上刻鑿了這一段歷
史：舊時秉著教育世人為信念的錢穆先生，
漂洋過海，南來香港辦學，許多貧苦學生，
慕名而來，與儒學大家拜師學道，夜以繼日
鑽研學問。我看著這一堵石碑，石碑記下當
年從學的盛事，卻留不住從師的良風。多少
路人走過石碑讀過史蹟而肅然起敬，並不是
只為了拍照留念而稍作駐足呢﹖多少學子探求學
問而去苦讀經傳，而不是為了畢業以後賺錢入住洋樓大
宅呢﹖忽然，我心生無奈。深水埗似乎失去了高尚氣質。

影子本來貼地
鴨寮街夾道排列著許多綠色排

檔，每個排檔前都有屬於各自的風
格。十時許，店主們都忙於「開
檔」，推開鐵板，把不同的貨物
搬出來，展示給路人觀看。排檔
坦蕩蕩，店主卻長戚戚：他們有
的賣鞋子，有的賣手機殼，也有的
賣手錶……雖然貨品便宜，可是，
路人多是問而不買，顧而遠之。在空
閒時，店主唯有站在檔前，與「鄰居」
閒聊幾句，打發時間。以前鴨寮街是一個養鴨的
地方，遍地都是白色，鴨子的叫聲此起彼伏；如今最熱鬧的，只算是賣菜賣
魚賣肉的一段，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如雷貫耳。市民當然經常都以食為先，
午前蜂擁而至，搶購最抵食的餸菜。不過，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不知再過十
年，鴨寮街的排檔會否被富麗堂皇的高級商場取代呢？深水埗大抵抵不住這
個巨變。
 
     影子異常深沉

鴨寮街後便是北河街。以北河街市政大廈為中
心，向上看去，便是一棟連在一起五彩繽紛的唐樓
。有些唐樓住戶的窗簾是紅色或是橙色的，異常奪
目，識途老馬自會明白，這是一樓一鳳居住的單位
。樓外牆上也會掛著一個小小的霓虹燈，一閃一閃
，或明或暗，明目張膽地喚醒老馬的色心。深水埗
為十八區中最貧窮的一區，居住這裡的大多是基層
市民，當中一樓一鳳散居在此也不足為奇。若你膽
大如熊，闖進唐樓，拾級而上，在陡斜的樓梯間或
在陰暗的轉角處，不難發現一支一支用來注射毒品
的針筒。那些空洞洞的針筒是癮君子的人生，最終
可會被棄置在沒有任何人關心的角落。深水埗很混
雜，表面尚算有一點色彩，不過，表面上而已。

《深水埗的影子》



《遊北投垃圾焚化廠》    陳勝陽老師

到台北去，不是去西門町吃麵
線、去六福玩機動遊戲，而是
去看看垃圾處理，去參觀焚
化廠﹖這實在別開新面，
於是，我決定參加了「四
日三夜可持續發展及升
學台灣遊學團」。

我沒有想像過，垃
圾焚化廠是這樣子的。
要焚化垃圾，排出廢氣
的煙囪是不可缺少的，
我不得不想到聳立在南丫
島上的「三支香」。那三支
灰沉沉的煙囪，噴出灰暗暗的
污煙，像一輛上古的運貨車後方
的死氣喉排出有毒廢氣，如一個
吸煙成癮的老煙民張口吐出二手煙，實在叫人
討厭。不過，北投垃圾焚化廠在外觀上匠心獨運：煙囪以白色為底，配以紅
黃藍綠紫的斜紋才修飾；近頂端處設了旋轉餐廳及觀景台，貼近落地玻璃，
可以360度遠眺陽明山、淡水基隆兩河交匯，美景怡人，叫人耳目一新。

為了減少垃圾落地量，北投垃圾焚化廠每天處理1800噸垃圾。垃圾送到
廠內，會傾卸至平台，然後用抓斗把垃圾移到焚化爐燃燒。燃燒垃圾時的有
毒廢氣，會經過脫臭系統，而廢氣中的飛灰會經過旋風集塵器、半乾底洗煙
塔、濾袋式集塵器過濾及去除有毒物質。垃圾經焚化後，底渣即由爐內排出
至出灰器，經水冷方式冷卻後，再由機械裝置連續排出至輸送機，將底渣貯
存於底渣貯坑，之後再以卡車運送至合格篩分廠再加以利用。至於燃燒垃圾
時所產生的廢熱，可以作為
汽電共生系統的發電用，轉
廢為能，焚化廠可以自給自
足之餘，也給焚化廠附近的
「洲美運動公園」供電，回
饋社會。

根據統計，台灣每個人每
年平均製造約340公斤垃圾，
所以台灣一年內所累積的垃圾，
大概是三幢台北101大樓總體積。如果沒有改變處理垃圾，台灣就會變成垃
圾島了。焚化廠的設立，垃圾不再是垃圾，而是可以轉化為寶貴的電力能
源，既改善了生活環境，也豐富了居住設施。在寶島，垃圾也是寶！



《台北環保生活》   5C 黃紫澧 5F 陳樂兒

參加了這一次台北遊學團，我們
到訪了一些具環保教育意義的地方，
認識了一些很具體的環保措施，大開
眼界！ 

由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營運的內湖
再生家具展示拍賣場，職員會先收集
棄置的沙發、衣櫃、書桌、床架、甚
至 破 壞 的 單 車 ， 然 後 進 行 維 修 、 翻
新、改裝，給廢物賦予新生命；「新
產品」會推出拍賣，吸引大批居民遠
道而來挑戰心頭好。最近，他們也收
集舊書，供市民免費取閱。

還有，北投樹屋圖書館是一座很
「綠」的建築。建築的設計包含了收
集大自然資源的功能，如興建在「斜
屋頂」上的雨水收集系統，可以儲存
雨水，用來澆花與沖洗廁所，不然，
雨水就會白白浪費，付諸東流。屋頂
上還設有太陽能光電板，可以發電，
給館內提供照明。

另外，三峽碳中和樂園原是一個
垃圾堆填區，歷經十年改進及美化，
已成為環境教育樂園。新北市環境保護局運用把垃圾分解所釋放的沼氣用來
發電，給樂園的設施供應電力；又運用細菌和無害化合物把堆填區的滲漏污
水淨化，給廁所提供水源作沖水用。

我們那幾天看到台灣人如何保護環境、循環利用廢物，不得不反思香港
的環境問題。香港人消費主義泛濫，環保意識薄弱；香港政府推行的環保政
策並不完善，配套又不足，結果，垃圾愈來愈多。香港地少人多，如果不做
好源頭減廢、循環再用，堆填區接近飽和的情況將會逼在眉睫。

明明是破舊的、要廢棄的，只要加以翻新、改良，就改變成「可持續」
使用；明明是長埋黃土內的、腐朽的，只要運用科技配合，就「可轉化」為
有用的資源。在廿一世紀，「可持續」、「可轉化」是我們過環保生活時不
能放棄的重要概念。



活動回顧

香港海防博物館

中六模範生

6B吳政男同學 6C胡鈞灝同學

家長講座(一) 大學聯招 家長講座(二)「成為子女的同行者」家長工作坊



家長日

運動會

聖
誕

聯
歡

會
萬

勝
節



2016-17年度
家長教師會委員

全年活動概覽表及工作報告 本年度舉辦/合辦了多項活動，計有：

1. 10/9/16 

2. 22/10/16 

3. 29/10/16

4. 1/17    

5. 4/3/17    

6. 3/17

7. 4/3/17 

8. 6/5/17

9. 6/17   

 家教會委員參加中四迎新日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家長講座 : 大學聯招    

 家長校董選舉

 聯校家教會活動

 中六級模範生選舉

 家長講座 : 「成為子女的同行者」家長工作坊

 委員參與唐初「家長與校長真情對話」活動   

 出版第七期會訊

聯絡家教會
 

家長如欲聯絡本會，或反映任何意見，可以： 

1. 致函予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或

2. 傳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郵信箱：ptassoc@sfc-plk.edu.hk

    家教會執行委員有定期例會，商討會務及跟進活動進展，如家長會員有興趣列席，可隨時致電

    或電郵給我們查詢開會日期及報名留座。

本年度家教會共開五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委任家長代表加入「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

監察學校買賣物資的情況，以保障學生的利益

委任家長代表參予審批學校的大額標書。

舉辦年度模範生獎，以鼓勵學生勤奮學習。

支援學校為新高中的同學舉辦的活動，如生涯規劃講座，

探訪大專院校，及遊學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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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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