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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
姓名：李皓晴

  年級：六
年級

學校：聖公會
奉基千禧小學

1

記
物

友
伴
同
行

上星期五，我到小食部買零食，拿出

口袋裏的半圓形藍色錢包，想起已移民的

好同學—小美和我的一段回憶。

五年級時，我得知小美將移民的消

息，				非常不捨。為了製造既難忘又美好

的回憶給她，我和一班同學決定為她辦歡

	送會。

歡送會那天，大家都享受着相聚的一

刻，小美十分感激我們。突然，她走過

來問我喜歡甚麼顏色。我當時不以為然，

沒有把這問題放在心裏。大家繼續盡情地

享受着最後一次聚會。

到了小美離開那日，我們一大早到機

場送別。		 	大家依依不捨地和她道別。

她在進入候機室前，突然把半圓形的藍色

錢包塞進我手裏。我還來不及問清楚，她

便快步走進候機室。這時，她看着我，舉

起同樣的錢包，我立即明白，這是友情的

開首（第１段）：記述到小食

部買零食，引入要記述的物

品，並回憶往事。

正文（第 2 段）：記述小美將

移民，同學為她舉辦歡送會。

正文（第 3 段）：記述歡送會

的情況。

埋下伏筆：透過小美突然

的發問埋下線索，增加懸疑

感，也令結局更合理。

正文（第 4 段）：記述在機場

送別小美的情況。

行動描寫：細緻刻畫小美

送禮的過程，表現了小美的

個性和二人之間的友情。

聯繫，也是共同回憶。她別過充滿淚水的

臉，頭也不回地走進候機室，我們也正式

分別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抓緊錢包，

心想：這錢包紀念了我們的珍貴友情，我

一定要好好保存。

這份禮物雖不太昂貴，但滿載我們的

友情。我們即使分隔異地，也有共同回

憶。期待我和小美能再次相聚，把兩個

半圓的錢包，合併成「圓滿」的圓形。

升級貼士

運用「不捨」、「依依不捨」

等詞語同時，可以加強描

述不捨的心情，豐富文章

的情感。例如仔細描寫不

捨的神情、內心感受等，

也可表達班上同學對離別

的不同情感或整體氣氛。

總結（第 5 段）：：帶出半

圓形錢包的意義。

象徵：以禮物的形狀象

徵好友的聚散，可見同學

的心思與情感。



在《禮物》這篇文章中，作者對好同

學移民的不捨與無奈，並盼望將來重聚的

日子，小禮物的心意，都描述得很好。文

章佈局流暢，一氣呵成，值得讚賞！

校長  評校長 

思路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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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詞補給 

送別 快步 別過 保存 昂貴

滿載 相聚 圓滿 盡情地 來不及

不以為然 放在心裏 共同回憶 頭也不回 分隔異地

好句補給 

關於哭泣的句子

	 她別過充滿淚水的臉，頭也不回地走進候機室，我們也正式分別了。

	 我強忍眼眶中的淚水，苦澀卻倒流到心裏去。

	 他微微顫抖，一滴滴壓抑的傷痛，猶如從靈魂的深處一行行緩緩流下，

流到衣領上，染成了深藍的哀傷。

	 你要記得盛起此刻的眼淚，日後用來栽種成長的鮮花。

小 筆

假如你要送一份禮物給朋友，你會送甚麼？它背後有甚麼意義或感情？

我會送

給好朋友 ，

因為

 作提示

文章中的關鍵物品

要有背後的意義，

亦要有獨特之處，

如果物品可以隨意

轉換而不影響文章

情節，那可能代表

物品未能與文章所

記的事情緊扣。

開首

感悟

小美問「我」
喜歡的顏色

禮物

小美
移民

回憶

歡送會

歡送會

不捨

享受相聚

回家路上感悟友情

小美送「我」
半圓形錢包

禮物的意義：
友情

想起小美

半圓形錢包

小食部買零食

期望圓滿相聚

「我」不以為然

機場
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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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筆」參考答案

1	 禮物

	 我會送一個三角形鐵盒給好朋友麗麗和哈利，因為鐵盒裏滿載了我們「鐵

三角」永固的友情。

2	 令人懷念的被子

	 陪我看過許許多多晨昏交接與四季更替。無論我多頑皮，用抹滅不掉的

顏色筆把它畫成「花臉貓」；無論我多粗暴，把	 重的書本和雜物壓在它

身上，它依舊靜默不言，堅定不移地陪伴我讀書，讓我舒適地暢游在知

識海洋中，讓我疲累時能伏下來稍作休息。

3	 伴我走過仁立的夥伴

	 我的寶貝球鞋啊，	謝謝你陪伴我走過無數籃球場，經歷日復一日的刻苦訓

練。在比賽場上，只要穿上你心裏就會安然穩妥，能暢快地奔跑、搶

奪、防守、進攻、投籃。轉眼間兩年過去了，看着你逐漸衰老，我再也

捨不得讓你衝鋒陷陣。我會把你放在盒子裏好好保存，期待有一天讓你

見證我達成籃球夢想。

4	 消失的音樂盒

(1)	石頭壓在胸前，喘不過氣來																																		

(2)	上興趣班前，我匆匆忙忙把音樂盒放進儲物櫃，忘了上鎖，看來是被
人偷走了										

5	 我的熊娃娃

	 熊娃娃啊，謝謝你！九年來你一直陪伴我，不論現在你變得多殘舊，我

仍然很喜歡你。過去，你在我開心、害怕、悲傷或生氣的時候，總是陪

伴着我，未來我們也會在一起，永不分離。

6	 一盒象棋勾起的回憶

	 爺爺先教我擺放棋局，然後告訴我每隻棋子的名稱、佈局和走法。我似

懂非懂地聽着，棋盤中各式各樣的棋子，錯綜複雜的佈局令我不耐煩起

來。爺爺憐愛地摸摸我的頭，勉勵我不要放棄，還耐心地指導我一步一

步地走，讓我有信心學習下去。		

7	 失去

	 我把自己關在房間，不想看書、不想上網、不想玩遊戲機……甚麼事都

不想做。吃飯時，聽着電視機傳來籃球賽事的精彩旁述，我想起失去了

的籃球，心情跌進谷底，眼淚又不聽使喚地掉下來。								

8	 有趣的一課

	 跳水運動員在跳板大步向前跨步，一、二、三、四，	起跳，在空中抱膝

翻騰轉體數圈，做出高難度動作，再拉直身體衝入水中。

9	 同學，謝謝你

(1)	媽媽露出嚴厲的／兇惡的／生氣的樣子，大聲地責罵／斥責／喝罵
我，說：「你做錯事不認錯，還推卸責任，令我太失望了！」

(2)	同學看見壁虎害怕得尖叫逃走，家強勇敢地站出來，說：「不要怕，
讓我來趕走牠。」

10	媽媽哭了

	 緊緊地握着我，像小時候怕我走失牽得很緊、很緊‥‥‥她的手被雨水

弄得冷冷的，我的鼻子忽然酸了，我用力摩擦媽媽的手，讓她温暖起來。

11	人間有真情

	 有一天，大衞走到街上。突然，有一名乞丐緊握着他的雙手，說：「兄

弟，請問你可以買一瓶水給我嗎？」大衞二話不說，立即買了一瓶水給乞

丐。大衞看着這個乞丐，他蓬頭垢面，衣衫不整，用黝黑的雙手捧着純

淨的瓶裝水，顫顫巍巍地放在乾裂的嘴脣邊呼嚕呼嚕地往肚子灌。瞬

間，那枯乾的臉容煥發出新機，彷彿重生了。大衞感到像拯救了一個生

命，一個在艱難中掙扎求存的寶貴生命，他心裏十分激動，更找到了自

己生存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