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義班   陶樂晞    

我心愛的音樂盒 
一首動聽優雅的旋律在我耳邊走過，那熟悉的聲音——是我的

音樂盒。夕陽西下，隨著那動人優雅的旋律也漸漸消失，我由不得
想起住在遠方的外婆，我的眼淚不禁一滴一滴地掉了下來…… 
 

音樂雖然十分樸素，但是它能帶給我無窮無盡的快樂，它大約
有三個蘋果那麼重。它那淡藍色的身軀站立在玻璃櫃上。每當我一
打開它，便會看到一隻嬌俏玲瓏的小天鵝，就像芭蕾舞者在舞台上
跳舞，所有玩具也給它優美的姿勢讚好！ 

 
光陰似箭，這個音樂盒已陪伴了我兩個春秋。 
 
記得有一次，祖母專程由外國來到香港探望我們，還送給我這

一份小禮物。我十分喜歡它，可是在那次…… 
 
那天，我在房間溫習，為了考試做個準備。剛好，我拿著妹妹

的洋娃娃，祖母就進來我的房間說︰「孩子，做功課就做功課，不
要東摸摸，西看看！」我心裏感到無比的委屈，便隨意亂丟東西。
「砰！」我的音樂盒。我怒火沖燒地說︰「走開，我討厭你！」這
句話令我傷透了祖母的心。祖母雙眼通紅，啞口無言地拾起我的音
樂盒。我怒氣消退後，便走到客廳看見祖母的眼淚一滴，我頓時臉
紅耳赤，不知如何應對，慌張的我呆呆站在走廊，祖母看見後，快
速擦乾淚痕，便立刻上前抱著我說︰「對不起，孩子，都怪祖母！」
自從那天起，我便沒有看見祖母那天使般燦爛的微笑。悔疚的我拾
起打破的音樂盒碎片，好好保存在盒子裏。 

 
一年後，祖母便從外國回來與我慶祝生日，回到香港，她拿着

一份禮物對我說︰「生日快樂，孩子！」，收到這份禮物後，「竟然
是我的音樂盒！」我說道。我感到無比的驚喜。我就為自己的調皮
及不懂事而感到無比的羞愧。 

 
從那一刻起，我決定要專心學習，不要受任何東西的影響和引

誘，以及改掉自己小氣的性格，彌補自己不懂事為祖母而作個道歉。 
 
祖母，你是一顆慈祥的大樹，我卻是一顆卑微的小草，你把我

由一個調皮不懂事的小草教養成一顆懂事的小樹。祖母，你是一盞



明燈，為我指導前路的光明早。祖母，你是…… 
 

祖母，我愛你給送給我的音樂盒，更愛你苦口婆心。每當我打
開音樂盒時，便會想起一幕幕與祖母你度過的美好時光，再次浮在
我的腦海裏。祖母我一定會報答你那麼無微不至的教養之恩。 
  



 五義班   姚依靈    

我最深愛的物品  
「滴答！」我在綿綿細雨中，我收到一個令我是今都是為自如

珍貴的物品——音樂盒。那天正是我八歲的生日，還隱約記得姐姐

的那一番話「好好學習。」他典雅素淨，白璧無瑕，像一位身穿白

裙子的歌手。它約有一本字典那麼大，一本中文書那麼重，正所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音樂盒既可以發出悅耳的二重奏，又

可以錄音，猶如一隻活生生的鸚鵡。它是我不可缺少的物品，更代

表姐姐的叮嚀「好好學習。」 

 

不知不覺，它已經陪伴我三個歲月了，它也漸漸成為「姐姐」

了。記得收到這個音樂盒的喜悅，是無法以言喻解釋的，還有那句

「好好學習」…… 

 

記得有一次，我在學習時，我看着書本，感到昏昏入睡起來。

再轉身之際，看到了它。於是，我試圖播放它，讓我快點進入夢鄉。

可是，它就像跟我作對幹似的，輕輕按了下音樂盒，它隨即播放起

一首刺激緊張的歌曲。我心想︰難道它知道我的心思嗎？既然它都

要我專心學習，我就盡力專心完成功課吧！之後，我精神百倍，一

心一意地把功課完成。在差不多完成之際，抬頭看看這個音樂盒才

發現，它彷彿就是姐姐陪伴我，姐姐的身影浮現在眼前，叮嚀我︰

「好好學習。」 

 

回憶起又有一次，姐姐即將準備出國交流，要好幾個月也未能

相見，一想起那親切的臉孔要離開，心總是忐忑不安，眼眶又泛起

淚光。姐姐出國後有一天，我遇到一題功課不會做。即使再多思，

也大惑不解。平時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去請教姐姐，不過今天姐姐

出國了。在這無助之時，我想到姐姐送我的音樂盒。拿起精美的它，

彷彿聽到姐姐的提醒「好好學習，依靈。」 頓時，我熱淚盈眶，馬

上全神貫注地思考。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終於想到了。我心想︰

要是沒有姐姐的提醒，我現在一定垂頭喪氣呢！ 



此次，當我溫習時溫得頭昏腦脹時，我總會走到窗前，拿起心

愛的音樂盒，輕輕地扭動按鈕，播放那動人的音樂。頓時，我便感

到精神萬分，這不就是姐姐在身邊的鼓勵和支持嗎？ 

  



五義班   陳慧   

我心愛的布娃娃 
「生日快樂！」媽媽向我送上祝福。聽到這句話，腦海裏浮現

出四歲生日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小熊娃娃。記得爸爸送我
時還說︰「乖女兒，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將來做一個有學識的人。
遇到挫折也不要放棄和灰心，要積極面對啊！」爸爸說的話，我一
直都銘記於心…… 

 
布娃娃嬌小玲瓏，全身都是粉紅色的。圓圓的臉蛋上有兩隻小

巧的耳朵。一雙明亮的眼睛猶如閃閃發亮的出寶石，鑲嵌在它的小
臉上，忽閃忽閃的。高挺的鼻子下有一張櫻桃小嘴，可愛極了！ 

 
我十分喜歡這個布娃娃，並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小粉。小粉

已經陪伴我兩個春秋了，我們就知就如姊妹一樣，形影不離。 
 
記得有一次，我的考試成績不理想，還被媽媽狠狠地教訓了一

頓。我心灰意冷，獨自一人回到房間裏偷偷地哭泣起來。 
 
這時，我突然看到桌上的小粉，便不禁上前抱起它，向它訴苦

起來。小粉一邊聆聽我的說話，一邊以那招牌笑容對着我，好像在
安慰着我似的說︰「沒關係！下次再努力一點就行了！」聽了小粉
的話，我的腦海裏又浮現出爸爸的那番話︰「遇到挫折也不要放棄
和灰心，要積極面對啊！」 

 
對啊！與其自己一個人傷心，倒不如加倍努力。憑着爸爸那句 

令人振奮的話和小粉日以繼夜的陪伴，我勤奮地學習，從沒怨吝，
結果在下一次考試中，我終於取得了好成績呢！ 

 
從四歲那年開始，小粉一直陪伴我、鼓勵我，我決定也要對它

好些。於是，這天我就開始為它製作一條獨一無二的褲子。褲子完
成後，我把它拿給小粉試穿，誰料褲子長了一點。我又拿起剪刀幫
他剪短一點。可是，一不小心，我把小粉的腳剪傷了。焦急的我嚇
得心慌意亂，不知所措，心想︰怎麼辦？怎麼辦？小粉看見我如此
焦急，彷彿在對我說︰「冷靜下來，想想用什麼辦法吧！」小粉說
得對，爸爸也曾說過，遇到挫折也不能放棄和灰心，我要想出辦法
救救它！接著，我便拿起針線，替他包紮傷口。雖然縫得不好看，
但是把它的腳縫上去了呢！ 



現在，小粉已經是和我形影不離的好姊妹。感謝爸爸將它送給
我。爸爸啊！你就是我的太陽，給我帶來溫暖；你就是我的老師，
教會我不少道理；你就是我的明燈，指引我前往正確的道路。我一
定會記住你的教誨，不會辜負！ 

  



五義班   譚可宜    

我心愛的音樂盒 
「碰！」糟糕了！我真不小心啊！把那視如珍寶的音樂盒丟到

地上了，我溫柔地把它放在桌子，扭了幾下控制桿，靜靜地坐在角

落欣賞着那悅耳的音樂，它是我一位好朋友——小靜為了鼓勵我好

好學習和遇到挫折也要站起來才送給我的，它的價值不菲，它非同

凡響，它意義非凡。還記得當時她交給我那份珍貴的禮物時說過…… 

 

這個音樂盒十分小巧，大約兩個拳頭那麼大，一本字典那麼重，

它還是一個身穿啡色裙子的小姑娘呢！它並沒有特別的花紋，但它

的質地可強硬了！是用木塊來製成的，彷彿一件避彈衣，刀槍不入。

雖然它外貌十分樸素，但我也十分喜歡它。 

 

眨眼間，這個音樂盒已陪伴我一個歲月了！還記得當初收到這

份禮物時，我便緊緊地抱着它，對它愛不釋手，心裏既開心又高興，

雖然這個音樂盒談不上華麗，但能擁有一個自己的音樂盒，我已心

滿意足了！ 

 

還記得有一次，我在進評中考得一個不理想的成績。在學校不

但被老師罵，回到家還被父母責備，那時我情緒十分低落，坐在牀

上的我扭動着這音樂盒，忽然彷彿聽到角落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

「難道你忘了我的話了嗎？『失望乃成功之母』快從谷底爬上來吧！」

聽完這番話，我不禁說道︰「小靜呀！小靜！」音樂盒就像小靜般

時刻鼓勵我、支持我。 

 

還有一次，那回更大事不妙了！呈分試被我搞砸了，我又考了

一個不盡人意的成績，那時我心灰意冷，坐在房間的一個角落看着

那個音樂盒，它彷彿在跟我說︰「我的好朋友，別不開心了，你又

沒有好好記住我跟你說過的話嗎？『失敗乃成功之母』你還有兩次

機會的，再勤力一點吧！」聽完這番話，我心裏確實沒有那麼難過

了。 



從此以後，我便發奮圖強，希望考得一個好成績。 

 

我愛我的音樂盒，更愛小靜的淳淳教誨。 

  



五義班 王子丁 

我心愛的口琴                    

我把抽屜打開，拿出陪伴了我四年的口琴，緊緊地握在手掌中。

它雖然很樸素，口琴上只有幾個方方的小孔 但是他總能帶給我無窮

的快樂…… 

    還記得在我七歲生日時，爸爸帶我在街上散步，讓我買自己想

要的禮物。正當我在考慮選購什麼禮物時，忽然聽見遠處傳來幽幽

的琴聲。轉身過去，原來美妙的樂章是由一間售賣口琴的樂器店傳

來。那優美動人的旋律，使我頓時陶醉在音樂海洋中。我拉著爸爸

粗糙的手走到櫥窗前，看著那一把銀光閃閃的口琴，我毫不猶豫地

嚷著爸爸給我買，於是我買下了人生第一把銀色的口琴。爸爸買過

口琴後，把細小的它輕輕放到我的手掌上。我接過那簇新嘅口琴，

爸爸隨即說：「你要記住『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日後好好

練習，絕不要輕易放棄啊！」 

    聽過那番語重心長的話後，我一口答應。這樣，這把口琴就這

樣陪伴著我成長了。 

    時光飛逝，這把口琴經已陪伴我四個春秋。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口琴的款式也日新月異，看到別人的口琴都是五顏六色、金光閃閃。

我不禁以嫌棄的目光看著那把樸素的 口琴，我恨不得快點換掉這陳



舊的口琴，可是媽媽一直沒答應，而這把古舊的口琴也只好無奈地

留在我身邊。 

    記得在我八歲那一年，我和爸爸一起去蓮花山公園野餐。出發

前，我滿心歡喜地帶上了那一把珍貴的口琴作為「消閒神器」。 

    到達那兒後，我和爸爸一起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看著眼前美好

的風景，我拿出「消閒神器」陶醉地吹了起來。一直吹著吹著，爸

爸在旁用那欣賞的目光直直看著我表演。 

誰料，旁邊的兩個小朋友聽見優美的旋律後，紛紛站在我面前，擺

出一副期待樣子。可是，當我看到那一雙雙期待的眼睛，不禁緊張

得手心冒汗，耳朵也紅起來了，因為我怕出洋相，所以堅決不想吹

奏。爸爸看見後拍了拍我的肩膊，用那溫柔的眼神再次對我說「世

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說畢，微微笑了一下，看着那滿滿鼓勵的

笑容，瞬間我心裏一股暖流湧上心頭，眼眶泛起一點紅。我連忙點

點頭，戰戰兢兢地拿起那熟悉的口琴一鼓作氣吹了下去。優美的旋

律隨浪漫空氣跳躍着，公園裏的遊客也向我投上肯定的目光，好不

容易歌曲順利演奏完畢，我也鬆了一口氣。從那一刻起，我開始份

外珍惜這平平無奇的口琴。 

    還有一次 我在家裏向爸爸請教吹口琴的技巧。爸爸先讓我自己

練習一番，於是我便跟著樂譜吹了起來。「嘟—啦—嘟—」 過了一

會兒，我不耐煩地用力把口琴扔牀上說：「口琴真無聊！學不學都



行，反正我怎樣也學不會！」爸爸看見後立刻用嚴厲的眼神阻止了

我的想法，並語重心長地說：「難道我跟你說過的話，你沒好好記

住了嗎？」我仔細一想，不禁羞愧地重新站了起來。經過爸爸的鼓

勵後，我不斷努力嘗試地吹，只要遇到不明的地方，爸爸也會耐心

地指導。終於，我學會了，我學會了唱出一首首動人的樂章。 

    眨眼間四年光陰流逝，直至現在，每天晚上我也會把口琴拿出

來，把它擦得閃閃發亮。時光啊！請你帶我回到四年前，回到跟爸

爸學口琴的日子，回到那無憂無慮的時光，回到爸爸的身旁…… 

 

 

 

 

 

 

 

 

 

 

 

 

 



五義班 吳煒禎 

我心愛的毛筆 

   望著手上的這支毛筆，就會想起祖父把他交給我的情景，不禁

令我心頭湧起複雜的情緒… … 

 

    這枝陳舊的毛筆黑漆漆的，筆毛因我長年累月的而使用變得份

外烏黑。儘管它陳舊得、殘破得不能使用，但我仍然好好留著這份

珍貴的禮物，就是為了時常提醒自己那寄養的歲月和祖父的教誨。 

    小時候，父母在外地奔波工作，所以我一直住在祖父家中。那

兒沒有什麼玩具、沒有電視機、沒有其他小朋友，對貪玩、好奇的

我來說是沉悶至極的地方。我每天就像一座等待夕陽下山的「沉思

像」一樣，百無聊賴。 

    祖父知道我整天悶悶不樂，為了一解我沉悶的愁緒，又盼望教

授我中國傳統文化米所以決定教授我寫書法。祖父對我要求十分嚴

格，可是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嘗試「逃學」，但終究逃不過他那「五指

山」。往往在祖父的嚴刻教育下，我不得不堅持學下去。自此，寫書

法就成為我每天例行工作。經日以斷夜的續習，我的書法造詣一日

比一日深，由起初格格不入的「鬼畫符」，經年月練習，瞬間變成一

手工整正的楷書。我仍然清楚記得我拿起第一副似模似樣的手寫對

聯時，不禁自豪喜樂的心情，那時我立即拿給祖父看看祖父接過對



聯，份外感觸，微笑地對我說：「可造之材。」聽過後，我沾沾自喜。

自此，我開始愛上書法。 

    經過漫長的三年時間，父親終於從內地回來帶我跑到香港居住。

聽到即將搬離的消息，我感到驚訝又興奮，同時要離開一起生活三

年多的祖父，我十分依依不捨，甚至尤為珍惜最後跟祖父一起練習

書法的時光。畢竟，這些日子都是我最珍貴的童年回憶。可是，我

知道父母花了三年時間賺錢帶我到香港唸書的用心良苦，所以儘管

是依依不捨，但我還是無奈地離開了故鄉。 

    還記得離別前，祖父把這枝心愛的毛筆送贈給我，還叮囑我要

常練習書法。接過這枝毛筆後，我緊緊握著它，強忍著淚水與祖父

揮手作別。 

    至今五年多了，我和祖父已經很少見面，但我卻堅持每天練習

書法。拿起這古老的毛筆，一幕幕與祖父練習書法的回憶又再浮現

在我的腦海裏。我承諾一定不負所託，寫得一手好書法來報答他的

養育之恩。 

 

 

 



五義班  羅諾 

我心愛的檯燈 

我終於把功課做完了，輕輕地把檯燈關上，呆呆地凝視著它，那些

既愉快又痛心的回憶在腦海掠過，我忍不住又想起了表姐。牀邊小

桌子上的這位「知心好友」是表姐在我生日時送我的，想着想着，

我的眼眶又不禁泛起淚光… … 

    這盞檯燈是穿上了純白色外套的小姑娘，正上方有一個桃紅色

的小愛心，甚為引人注目。這盞檯燈的中間是一條長長的變形彈簧，

使它可以伸縮自如。這盞燈最特別的是燈柱兩旁刻上了我的名字，

對我來說非常有意義，也突顯這盞檯燈是多麼的獨一無二。看！他

就像一隻優美的小天鵝一樣，昂首挺胸停駐在牀邊的小桌子，非常

美麗。 

    這盞檯燈陪伴了我四個春秋，還記得當初收到這份禮物時，我

便對他愛不釋手。雖然我的檯燈外貌看起來很樸素，但是非常實用。

能擁有一盞擁有自己名字的檯燈，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記得收到檯燈那天，表姐把它遞到我眼前，我接過後便緊緊地

抱著它，心裏有種說不出的高興。表姐看到這副模樣便哈哈大笑起

來，對我說：「收到這盞檯燈後，你可要好好學習，於考試中考得好

成績啊！」我聽了後回答說：「我一定會下定決心，努力學習的。」



表姐聽後只是微微一笑，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膊道：「你要說到做到

啊」轉身便離開了。 

    那天開始，我便把它放在我的牀邊。它成為了我的「最佳拍檔」，

在我開心高興時，為我發亮；在我傷心失意時，為我燃點希望的光

芒。然而，世事難料，不久之後表姐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憂心忡忡

的我每天都會去醫院探望她。有一次，她用那冰冷的手 捉緊著坐在

床邊的我，對我說：「我並沒有大礙！你花時間在這裏陪伴我，倒不

如靜下心來去學習吧！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好嗎？」聽到她

反過來安慰我，我的心如被刀切割般的痛和難受，只好一邊苦笑著，

一面點點頭答應了她。 

    在表姐生病住院的孤獨夜裏，只有那一盞檯燈陪伴在我身旁。

幾個月俊，表姐永遠地離開了。每當我看着這盞檯燈，我便會想起

表姐的話，想起跟她一起的快樂時光，仿彿表姐仍然在每個刻苦學

習的夜裏陪着我，為我打氣。 

    我愛這盞檯燈，愛它的樸素實用，更愛表姐的諄諄教誨。 

 

 

  



五義班   何政錤  

我心愛的本子 
「啪！」我終於把整個月的計劃看完了！我把那本一直陪伴着

我的本子小心翼翼地放進雪櫃裏。它紫色的身軀躺在我的書櫃裏。

這是我十一歲生日時，張老師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把它視如珍寶。

她送給我的一番話，我牢牢地刻在心中。 

 

它給人的感覺很可愛。它穿着紫色的外套，它大約有兩個蘋果

那麼重，三個拳頭那麼大，它在上方有一些白色的花紋。而它的內

頁設計總共分為四個不同的格式，有的寫整年計劃，一至十二月計

劃的。每一頁上都有不同的貓咪圖案，不同的表情的貓咪，好像在

哄我笑一樣。我常常用這本子記事的。真是實用極了！ 

 

光陰似箭，這本子已陪伴了我三個歲月了。還記得收到這份生

日禮物，我十分驚喜和開心，還記得接過禮物後，張老師向我說了

一句︰「政錤，加油！向着呈分試的目標努力！」自此，我便十分

珍惜這雖毫不起眼，但是意義非法的本子。每當我遇到挫敗時，它

也像張老師為我打氣。 

 

記得有一次，我在進評考得不理想時，意志消沉的我把心裏的

感受一一寫給我這個「好夥伴」。寫着寫着，無意間看到本子的一些

小貓咪圖案猶如對著我微笑，此刻彷彿聽到張老師那苦口婆心的叮

嚀︰「別給太大壓力自己！」頓時，我稍微放鬆了一些再努力溫習，

絕不放棄。 

 

還記得有一次，我把本子隨意放在一個藍色的袋子裏，就輕輕

鬆鬆上學去。但當我回到家後，一下子我記不起自己把本子放在哪

裏了，我緊張得快要哭了，雙腿也在抖動。當我努力嘗試找時，我

心想︰「正所謂『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一定會找到的！」

最後我果然找到了，自此以後，我都不會把心愛的物品隨意放，經

過這次經歷後，我會分愛珍惜這本子。現在，這本本子不但是我的



「好夥伴」，還是我的「知心好友」。 

 

每當我看到這本本子，我最想感謝張嘉敏老師！張老師，我一

定會好好保存這本本子，不會讓它隨著歲月流逝而有任何的破損。

我更不會忘記你的叮嚀、不會辜負你對我的期望。本子，我愛你！ 

  



五義班   黃振宇    

我心愛的球衣 
三年的一場足球比賽，我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失誤導致全球隊落

敗。那天晚上，我看着窗外下着大雨，我也流下了不甘的淚水。這

時我的表哥默默地走進房間，坐在我的身旁，遞上一件球衣，然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膊，默不作聲地走出房間。在別人眼中這可能是一

件微不足道的球衣，但在我的眼中，它是無可替代的。 

 

這件球衣是一位穿著紅色外衣的王子，在人群中十分顯眼。球

衣上有許多復古的花紋，球衣的兩側有白色的彩帶作為裝飾。就是

這樣英俊的王子，每天晚上都會昂首挺胸地站立在床前，守護着我

入睡。 

 

光陰似箭，眨眼間這件球衣和我一起接受了三個歲月的洗禮。

它見證了我從一個天真可愛的小孩子，褪變成一名有主見的男孩子。

這三年身邊很多東西都變了，唯一沒有變的是這件球衣一直是我在

球場上的「知心好隊友」。 

 

去年我的表哥得了重病，家裏為了承擔表哥的醫藥費用，差不

多用光家中所有的存款。表哥住進了醫院，可是家裏離醫院太遠了，

所以沒有辦法每天都去探望表哥。這段時間家裏也聽不見吱吱喳喳

的談天聲，每天晚上我只能與球衣相依結伴，常常我會把頭以當成

表哥，和他聊天、和他吃飯、和他分享在學校發生的趣事…… 

 

半年過去，我們終於放假了，我也終於有機會去醫院探望表哥。

我知道這一次或許是最後一次機會探望表哥，所以我格外珍惜這一

次機會。我還特意穿了表哥送給我的球衣，希望能藉此表達心意。

當我走進病房，看見表哥臉色蒼白，身體十分虛弱。雖然在相片上

我已經知道表哥的情況，但當親眼看見，我還是分外的心痛。那天

我和表哥聊了很久，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三個小時。當天晚上，表哥

靜靜地離開了我們。當我知道這個消息後，我抱著那件球衣不禁痛



哭起來，因為表哥除了爸爸媽媽外，和我最親近的人，但現在他就

永遠離開了我…… 

 

表哥，現在我是香港足球代表隊隊員，你在天上看見了嗎？我

想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