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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A 袁尤注 

     《動物小檔案》 

    我最喜歡小狗，我爺爺的家就有一隻小狗，牠叫

「大黑」，牠看到陌生人的時候，會「汪汪，汪汪」地

叫，直到把陌生人嚇跑，牠才停止吠叫。 

  牠很貪吃，但從不挑食，我們家的剩飯剩菜牠都

吃。但是，牠最愛吃骨頭，我一拿起骨頭，牠便飛奔

到我前面「汪汪」大叫，彷彿在對我說：「快給我吧！」 

  夏天到來的時候，牠就會趴在地上伸著牠那長長

的舌頭散熱，一幅無精打采的樣子。冬天的時候，牠

則捲著身子，把自己縮成一團，動也不動，好像在給

自己取暖，一副甚麼也不願意做的樣子。 

我最喜愛這隻小狗，牠是我最喜愛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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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A張文琦 

《我尊敬的老師》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麥老師。麥老師今年大約三十多歲，

她那烏黑而濃密的長頭髮襯托著端莊秀麗的面龐，真是漂亮

極了！ 

麥老師是個溫柔的人，她教授同學的時候，會用和藹親

切的態度，而且循循善誘。當同學在學習上有不明白的地方

時，她會詳細地解釋，直至同學完全明白為止。 

麥老師雖然是一個十分溫柔的人，但也會有嚴肅的一

面。當同學搗蛋的時候，她會嚴加教導，直至同學明白自己

的錯誤為止。 

由此可見，麥老師雖然溫柔，但亦是一位嚴肅的老師。

我很尊敬她。 

    我很感謝麥老師的教導，她是我

敬愛的一位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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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A黃錦成 

    《我尊敬的老師》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黃老師，她是我們的班主任，又是我

們的數學老師。 

    她有一頭長頭髮，烏黑發亮，十分美麗。她那兩道彎彎

的眉毛下有一雙水注注的眼睛，她有高高的鼻樑、紅潤的嘴

唇和雪白的牙齒。 

    黃老師是一個認真教學的人。有一次，有一位同學不會

做作業，所以沒有做，但黃老師沒有責罵她，反而對那位同

學說：「你以後不會做功課時，可以問老師和同學。」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的數學成績不好，黃老

師就用課後的時間來教導我，令我獲益不少。 

    黃老師是一個好老師，我祝願她永遠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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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A張梓龍  

《課室裏的怪盒子》 

 今年除夕的下午，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盒子在課室的角

落，那刻，剛剛響起了放學的鐘聲，所以我把它帶回家，在

路上，我總覺得這盒子很奇怪，於是我便打開它來看看。當

我打開它的一瞬間，怪事就發生了。 

 當時，我被盒子吸了進去，我驚慌地說：「我在哪裏？

同學們呢？」之後，我發現自己孤零零一個在一所廢棄的學

校內，四周一片漆黑，周圍是破舊的桌椅，使人感到非常不

安。「這裏很恐怖啊！媽媽，你在哪裏啊？」我驚恐萬分地

說。沒想到，原來我正身處電影的場景裏，這種事居然會發

生在我身上。 

 這時，我望向一張桌子，桌子上被畫上不同的圖案，令

我充滿恐懼。我用手摸了摸圖案，之後它變成了紅色。接着，

整張桌子飛了起來，它對我說：「來吧！讓我們擁抱在一起

吧！」 

 這時，我被嚇呆了。當我反應過來時，它早已離我不到

十米了。我赤著腳跑，可是它太快了，最後它更壓著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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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魔鬼椅子差不多要吃我的時候，一把陌生的聲音在我耳邊

說：「快把盒子扔向它！」我按著聲音的指示，用盒子扔向

它，之後，眼前一道白光閃過。 

 

 當我驚恐地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在床上，滿頭大汗，

我想這是真實的，還是夢？我真想弄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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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B 黃明悅                                                 

                   《動物小檔案》 

    去年，我生日的時候，爸爸帶我到

寵物店買了一條可愛的金魚作生日禮

物。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金魚，牠有尖尖

的臉，很像貓，但牠不是貓，所以我給牠改了一個名字，叫

咪咪。咪咪的嘴巴不停地在水裏張合呼吸，很奇妙。牠全身

都是金黃色的，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真是十分迷人啊！ 

  咪咪肚子餓的時候，會游到水上吹泡泡，牠懂得這樣做

來表達自己肚子餓，真的很有趣啊！ 

  咪咪很貪吃，但是牠吃不了太多的魚糧。有一次，牠像

餓了很久，我便給牠很多魚糧，但牠吃不了那麼多，把食物

浪費了！有空的時候，我會和牠玩。我躲起來嚇牠，咪咪就

游到魚缸底下，像是在說：「主人，為甚麼你要嚇我?我很生

氣啊！」 

  有了咪咪，我的生活不再單調，我覺得像多了一個家人

伴著我，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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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B 黃雅靖   

                  《我最喜歡的人物》 

    她是一位就讀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身材瘦削，相貌善

良，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秀麗的臉上看起來很溫柔，臉

上常常掛著開朗的表情。她的聲音很響亮，清脆，做起事來

很認真、小心謹慎。她是我最喜歡的人──黃明悅。 

  黃明悅是我的同學，她做事非常認真，每當我的班主任

叫她幫忙做事時，她從不粗心，而且她做事也很小心，讓我

們印象深刻。有一次，她教我做功課的時候，我和她看到了

一道我和她也不懂的數學題，然後她就跑到教員室去請教楊

老師，自此以後，我看見不會做的問題

時，我就會去請教別人，這真是一個學

習的好方法啊！因此，我認為要以黃明

悅為榜樣，做一個踏實的人。 

  我和她一起放學的時候，每到火車

站的蛋糕店，總要站在櫥窗外看看美味

的蛋糕，才肯回家去。 

  我覺得黃明悅有很多優點，所以我要好好向她學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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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B趙穎儀 

《我尊敬的楊老師》 

 楊老師是我四年級的班主任，他的身材強壯又高大，有

一頭烏黑又整齊的頭髮。他有端莊的面龐，炯炯有神的眼

睛，高高的鼻樑，薄薄的雙脣露出整齊而雪白的牙齒。 

 楊老師是個很有耐性的人。有一次，我的作業中有一道

題目做錯了。楊老師看見後，不但沒有責備我，還耐心地教

導我，直至我懂得做那道題目為止，他真是個很有耐性的人

啊！ 

 另外，楊老師亦非常關心學生，他總是在我們失落的時

候鼓勵我們。有一次，我的默書不合格，他拍拍我的肩膀，

微微笑了一下。看見他的笑容，我失落的心情馬上消失了！ 

 我最喜歡楊老師，因為他很有耐性，而且非常關心學

生。我相信假如我向他好好學習，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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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B陳泳雅  

               《我最敬愛的人》(家人) 

 她是一位售貨員，身材瘦削，相貌秀麗，她有一雙明亮

的眼睛，臉上常常掛着燦爛的笑容。她的聲音甜美，做起事

來很認真、不馬虎，她是我最敬愛的家人──媽媽。  

 媽媽有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紅紅的嘴巴，而嘴巴

下面有一顆痣。 

  媽媽的性格堅強，她雖然一

個人教養我，但還能微笑着生活。 

 有一次，我生病了，而且是

很嚴重的病。當時，媽媽白天上

班，晚上要照顧我。可是她沒有

任何抱怨，到了第二天，媽媽更

特意調整上班的時間，然後把我

叫醒，帶我去看醫生。 

    我覺得媽媽對我很好，所以我要努力讀書，長大後回報

媽媽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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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C 張浩樞 

《短文兩則-第一則》 

  我會買《如何面對壓力》這本書給哥哥。因為哥哥剛升

上大學，功課會變多和困難，而相對的壓力也會變多。如果

我送這本書給哥哥，他就可以學會一些減輕壓力的方法。因

此，我決定買《如何面對壓力》給他。 

 

《短文兩則-第二則》 

   校慶快到了，有三位嘉賓將會在當天到校參觀，我會帶

他們到圖書館和童心天地。 

   首先，我會帶他們先到童心天地。童心天地是一條走

廊，它的天花板有藍天與白雲的圖案，十分漂亮。童心天地

的兩旁擺放了不同年級同學製作的視藝作品，非常值得參

觀。 

   接著，我會帶他們到圖書館。同學們都喜歡到圖書館，

因為館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圖書，例如科學類、故事類、歷

史類。在午膳小息，同學們都喜歡坐上圖書館的台階上看書。 

  我希望他們會喜歡我介紹的地方。 



11 
 

(15-16) 4C 黃錦樹 

《我最喜歡的人物》 

    他是我們班的一位班長，身材矮矮的，相貌英俊。他有

一雙明亮的眼睛，臉上常常掛著笑臉。他的聲音非常響亮、

悅耳，做起事來很盡職、認真。他是我最喜歡的人──張浩

樞。 

   他做事非常認真。每當我一有我不明白的題目，他都會

細心地講解給我聽。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對我

說：「你知道我為甚麼踢足球這麼厲害嗎？」我搖搖頭，他

說：「我的 爸爸希望我能做足球明星，所以我從小就開始苦

練踢足球的技巧。」因此，我認為要以張浩樞為榜樣，做一

個認真學習的人。 

   另外，他還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有一次，他的手受傷

了，但他看見一個小女孩拿著一堆書，他仍上前說：「我來

幫你，好嗎？」那個小女孩說：「不用，我自己拿就可以了。」

但他還是幫了那個小女孩拿了一些書本。那個小女孩說：「不

用了，你的手已經受傷了，你為甚麼要幫我呢，還是我來

吧！」他說：「我的手不痛了，讓我來幫你！」因此，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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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張浩樞為榜樣，做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張浩樞是我的好朋友，希望我們能像兄弟一樣，永遠都

不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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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C任倩儀 

《我尊敬的老師》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禤老師。禤老師不高不矮，她的頭髮

烏黑而柔亮。她有端莊的面龐，一雙水注注的眼睛，一個高

挺的鼻子和一個小巧的嘴巴。我最佩服禤老師的性格，她是

一個和藹可親和有耐性的老師。 

 有一次，王文喆在上課時睡著了。禤老師看見後，不但

沒有生氣，反而和藹可親地說：「王文喆起來吧，你先去洗

手間洗洗臉，回來後便會精神一點了！」王文喆聽了後，便

乖乖地去洗臉了。禤老師真的很溫柔啊！ 

禤老師還很有耐性。有一次，禤老師要解釋一個很深奧

的詞語，於是她就找一些日常生

活中常見的例子來解釋。之後，

有同學問了她一個很難的問題，

禤老師就盡心盡力地回答他。 

 我很尊敬禤老師，因為她既

和藹可親，又有耐性。我們全班

都很喜歡上她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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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C蔡漢洲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是樂高積木。 

 那是我生日的時候，表姐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它是一盒

我非常想要的樂高積木。在那盒積木裏，我最喜歡的是其中

一個忍者，它有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和一個大大的頭。它圍

著一條黑色的頭巾，身上背著兩把劍，十分帥氣。 

 我不開心的時候，只要看見樂高忍者，心情就會大好。

開心時，我還會用它們舉行一場攻擊戰。我會找來樂高盒裏

的場地卡，還會找來玩具飛機、汽車、船和救護車，讓它們

「上天下地」，舉行一場大比拼…… 

    樂高積木經常令我

快樂無窮，所以我十分

喜歡這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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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D 李卓玥                                                

《動物小檔案》 

  星期六，我和爸爸到寵物店買了一隻狗。寵物店裏有很

多不同種類的動物，有可愛的小兔子，有機智的鸚鵡，有兇

猛的蛇。我最後還是選了狗。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狗，而我最喜歡的狗是金毛尋回犬。

金毛尋回犬和拉布拉多都是良好的導盲犬，牠們的外貌有幾

分相似。可是，金毛尋回犬的毛比較長，而拉布拉多的毛比

較短，所以我叫這隻狗做長毛。 

  吃完晚飯後，牠最愛到公園散步。每次去散步，牠都會

照顧步伐慢的奶奶，直到媽媽叫牠陪我玩耍。 

  我雖然有時候很晚才回家，但牠都有一個習慣──等我

一回到家，就出來迎接我。有時，牠還會讓我放下書包，然

後騎著牠。 

  我覺得金毛尋回犬是一種溫馴的動物，我們應該愛護牠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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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D 黃銘渝                                                 

《我的求知法寶》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求知法寶，今天，我來給你介紹我

的求知法寶。 

  在我的求知法寶中，其中一個就是字典，字典上有字義

解釋，當我查閱字典時，可以令我清楚明白字詞的意思。 

  除了字典外，課外書也是一種求知法寶，其實單靠課堂

的講義及參考書的輔助是不足以吸收知識的。要學習新事

物，我們可以閱讀相關的課外書，不斷地思考，才可以獲得

有用的知識。 

  最後，我要為你介紹的求知法寶是電視，電視上有新聞

直播和天氣報告等節目，例如：北京怎樣了？明天下雨嗎？

這統統可以透過收看電視接收資

訊。 

  求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只

要我們用心去探索，便能獲得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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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D周尚 

《我最敬愛的人》(家人) 

 大家都有自己最敬愛的人，而我最敬愛的人就是我的媽

媽。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照顧我和爸爸的日常生活，她最

喜歡的就是在下班回家後躺在床上看電視劇。 

   我的媽媽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彷彿是兩顆大大的黑葡

萄。她的鼻子高高的，嘴巴小小的。她有一頭長長的頭髮。 

  媽媽是一個溫柔而明理的人。有一次考試後，我以為自

己的成績會很好，但我收到考試卷後，發現自己竟然只得七

十分！回家後，我低着頭把考試卷給媽媽。她看了後並沒有

生氣，反而安慰我，更鼓勵我下次要繼續努力。 

 還有一次，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智障人士，他在車上跳來

跳去，甚至胡說八道，令我哈哈大笑起來，但我的媽媽卻很

嚴肅地告訴我不要歧視別人。 

 我非常感謝我的媽媽，因為她教了我

許多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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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D黃啟明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我最喜歡的禮物是甚麼呢？就是一個模型。它是去年媽

媽送給我的模型，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模型。因為我考試成

績好，所以媽媽把它送給我。 

 它的目光銳利，雙手拿著一枝激光槍和一把激光劍，像

在準備戰鬥。它的背後有一雙大大的翅膀，像一個天使從天

空落到凡間。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砌模型，於是我打電話請教「模型大

王」──表哥。我學會後，便馬上砌起模型來，我發現在砌

模型的過程中，非常有趣。因此，我便愛上砌模型了。 

 每天上學前，我都會幫它擺出一個帥氣的姿態。每當它

身上有骯髒的東西時，我都會用

水把污垢洗掉。 

 雖然這個模型已經很舊，但

是我依然會好好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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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4E廖敏嫻 

                  《一張舊照片》 

 有一次，有客人要來我們家，媽媽說我的房間太亂了，

叫我趕快把房間收好。當我在收書本的時候，我在一本書裏

發現了一張舊照片，這張照片使我回想起媽媽帶我去桂林旅

遊的事情。 

 那天，我們到了桂林，我們漓江坐船到陽朔遊玩，我們

還買了很多東西，例如香噴噴的香包、精緻的手鐲、古典的

懷錶……在船上的時候，我們看見了許多莫可名狀的山峰，

有九馬晝山，有駱駝山，有象鼻山等等。媽媽說九馬晝山像

九匹馬，她給我詳細介紹了關於九馬晝山的故事，我聽得入

迷了。可是我看著九馬晝山的時候，我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九

匹馬，我感到十分失望。媽媽安慰我說，這九匹馬很難找的，

沒有多少人能找出來。 

 我們還看見了駱駝山，駱駝山真的像一隻駱駝站立在水

中。我們也看見了形象生動的象鼻山，象鼻山好像一隻真的

大象在河岸邊用鼻子喝水，栩栩如生。我們又看到黃布倒影 

，黃布倒影是人民幣二十元紙幣背面的圖案，江面水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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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美不勝收。這時，我聽見「喀擦」的一聲，原來爸爸已

經幫我和媽媽照了一張照片了。 

    這張照片讓我回憶起以前去旅遊的美好時光，我會好好 

保存好它，不讓它弄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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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4E麥婷婷  

《我最喜愛的一份禮物》 

    你最喜愛的一份禮物是甚麼？我最喜愛的禮物就是一

個筆袋。在去年的生日會上，我的媽媽把它送給我的。 

    這筆袋有長長的身體，顏色鮮艷。它是彩色的，上面還

有兩條海豚的圖案呢！雖然這筆袋外表平平無奇，但這是我

的媽媽送給的的生日禮物。因此，我十分喜愛它。 

    每天上學，我都會將筆袋好好放在書包內。每當我看見

它時，我又把它放在顯眼的地方，這樣我便能無時無刻看著

它。 

    由於這筆袋代表了媽媽對我的愛，所以我一定會竭盡所

能去珍惜、愛護它，不讓它有絲毫的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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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E葉凱怡 

《我最敬愛的人》 

  你們猜猜我今天要介紹的人是誰？她就是我最敬愛的

人──外婆。她今年已七十多歲，她的喜好是在有空的時間

做小飾物。 

  外婆圓圓的臉上有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一個乾澀的嘴

巴和一個小小的鼻子。外婆的肩上披著一頭稀疏的頭髮，最

特別的地方是她有一雙黑白分明，但很小的眼睛。 

  外婆對我的關懷無微不至。有一次，我生病了，她又餵

我吃藥，又替我洗澡。後來，外婆更因照顧我，令自己十分

勞累，但她卻不肯去休息。 

  又有一次，我的衣服破了一個洞。雖然我已對她說不要

緊，但她看見後仍一針一線地幫我把它縫補好。外婆真的對

我關懷備至啊！ 

  我有一位這麼疼愛我的外婆，我感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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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4E梁竣煒 

《一個可怕的夢》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在夢境中，我和朋友一起到森林探險。黃昏的時候，我

們迷路了，開始著急了。就在這時，我們發現了一間殘舊的

小屋，窗口透出微微的燭光。 

    我就提議：「我們進去問路吧！」朋友點點頭，我們敲

了敲門，但是沒有聲響。這時，奇怪的事卻發生了，那道門

自動打開，我們進去卻發現一個人沒有。我正納悶時，不知

從哪裏跳了一隻殭屍出來，它張牙舞爪，露出可怕的尖牙，

撲過來想咬我們，我們被嚇到哇哇大哭。「快些起床了！」

媽媽的叫聲驚醒了我。 

    幸好這只是一個夢，可真把我嚇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