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A 鄭梓柔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最尊敬的人是張老師, 張老師有一張圓圓的臉蛋, 還

有一對大大的耳朵, 小小的櫻桃小嘴, 還有短短的頭髮。  

 

張老師是一個很樂於助人的老師。有一次, 我的午飯有

些瓜壞了, 我跟張老 師說, 張老師聽了之後, 立刻就給我

吃她自己帶的食物, 還問我餓不餓, 我說 餓, 老師又出錢

請我吃餅乾, 張老師常常幫助我們解決困難。  

 

還有一次, 我班有一個同學沒校服的訂金, 張老師毫無

條件地把錢借給那 個同學, 其他老師是不會借錢給學生

的。因此, 只要同學有困難, 張老師都會出 手相救。這些

例子証明了張老師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我覺得張老師很聰明, 知識很豐富, 而且樂於助人。  

 



 

 

5A 陳之韻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最尊敬的人是莊老師, 她是我的幼兒園老師, 同時也

是我的第一位老師。 她擁有一頭烏黑的頭髮, 一雙明亮的

眼睛散發着快樂的眼神。清新的衣着襯托着 她清秀的臉

龐, 十分美麗。  

 

有一次,我急急忙忙地回家, 途中不小心摔倒了, 莊老

師看見了, 立刻扶我 起來, 由於我一走路便十分疼痛, 老

師便背我回家。事後媽媽告訴我, 原來那天 莊老師已經買

好了火車票, 準備回家探望父母, 卻因為我錯過了時間, 

我十分 慚愧, 並向老師道歉, 老師說: 「沒事的, 不用傷

心, 我可以下次再回家探望父 母的。」,但是我心裏也知

道莊老師一定很傷心的。  

 

莊老師是一個十分樂於助人的老師, 我十分尊敬她, 也

永遠不會忘記她。謝 謝您! 莊老師。  



 

 

5A 鄧予喬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尊敬的人是朱老師, 她是我在深圳小學一年級的班主

任。她有一把烏黑的 長髮, 她的眼睛既嚴厲又温柔, 她的

鼻子高高的, 她長着一張能發出甜美聲音 的小嘴巴, 她的

身形有點偏瘦。  

 

朱老師非常樂於助人, 有一次, 朱老師剛好上完我們的

課, 她走出課室門 口, 就見到一位女同學不小心摔倒, 手

臂受傷流血, 朱老師馬上把手上的物品 放下, 匆匆忙忙地

走過去扶起那位女同學, 然後帶她去醫務室檢查傷口。  

 

此外, 我上朱老師的數學課, 我有一題數學題一直無法

解答, 我就跑去請 教她, 她本來要去吃午飯的, 但她卻停

下來為我講解。  

朱老師就是令我尊敬的人, 我希望可以和她再次相遇, 

親口向她道謝。  



 

 

5A 林紫菲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如今年歲已高, 身

體也沒有當初那般健 壯, 可是他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記得在我五歲時, 媽媽生病了, 需要住院, 爸爸要去

照顧媽媽, 而我和姐姐要上學, 沒人照顧。外公知道了, 

便二話不說來照顧我們。我沒有跟外公一 起住過, 所以覺

得很不習慣, 加上沒有媽媽的陪伴, 我不敢親近外公。直

到在媽 媽住院後的第五天, 我終於因掛念媽媽而哭了起

來, 外公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 柔聲地對我說:「是不

是想媽媽了? 這樣吧, 外公給你講個故事, 好不 好？」 

接着, 外公就給我講了有關媽媽在外婆去世時堅強的一面, 

當時我聽得 很入神, 也沒有哭了。從那以後, 我就經常要

求外公告訴我媽媽以前的事, 從外 公口中得知, 原來當初

外公跟外婆在一起時有很多人反對, 可是最終他們都以實

際行動告訴了全部人, 外婆是一個值得他付出的女人。 我

尊敬外公就是因為他那堅強的性格及他對外婆的那顆心。 



 

 

5C 胡嘉禧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我的媽媽。媽媽水潤的臉上有雙水汪

汪的眼睛, 一把又長 又卷的頭髮, 瓜子臉上還有一個紅潤

的嘴巴, 樣子温柔甜美。  

 

媽媽每天早上六點多就起牀煮早餐給我吃。我吃完早餐

後, 媽媽就會送上書 包給我, 我就會背着書包上學去。記

得有一次, 我的英文默書不合格, 我回到家 的時候生怕媽

媽責罵, 所以做事慢吞吞的。當媽媽看到我的英文默書簿

時, 我很 害怕。然後媽媽甜甜地對我說:「這次雖然不合

格，以後媽媽和你一起温習。」 我剛剛害怕的心情全消失

了，連忙說：「好！」  

 

記得有一次, 我發燒了, 燒到三十九度, 媽媽連夜照顧

我, 可是我的燒就 是不退, 媽媽連忙出去給我買冰袋, 這

可怕的燒才退下去了, 但是媽媽還是徹 夜照顧我。 經過



 

 

媽媽連夜的細心照顧, 我的病終於好了。那時, 我想起媽

媽連 夜的照顧, 立刻跑出去跟媽媽說: 「媽媽謝謝你。」

媽媽太累了, 累得睡着了。 看着媽媽的樣子, 我覺得心很

痛。  

 

媽媽是這世上對我最好的人, 媽媽又辛勤又善良。 媽

媽是我最尊敬的人, 也是我最喜歡的人, 更是我最值得學

習的人。  

 

 

 

 

 

 

 

 

 

 

 



 

 

5C 徐健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尊敬的人不是別人, 他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濃濃的眉毛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高高的鼻

梁, 還有一個乾澀 的嘴唇。  

 

爸爸對工作認認真真。那一年冬天, 下大雨了, 我冷得

打哆嗦。爸爸得了感 冒了, 可是爸爸還堅持要去上班。媽

媽說: 「這麼大雨, 你又感冒, 還是請個假 吧!」 爸爸

說: 「不行, 今天有重要的會議, 不去不行!」說完, 爸爸

穿上衣服, 開車走了。我看着他遠去的背影, 默默的祝願

爸爸的感冒快點好。到了上班的地 方, 爸爸給媽媽打了電

話, 說:「我已經到了, 沒事。」後來我才知道, 那次爸 

爸的感冒很嚴重, 還掛了兩個吊瓶。可他還帶病上班。  

 

這就是我尊敬的一個人, 難道爸爸不值得我尊敬嗎?  



 

 

5D 施巧欣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尊敬的人是陳之韻, 她有一雙亮亮的眼睛, 水汪汪

的, 有時不用說話, 只是一個眼神我就能明白她的想法；

她的嘴唇總是紅紅的, 笑起來露出裏面的一 排小白牙, 表

示她很健康。  

 

她樂觀活潑, 她能在課間為我講很多有趣的故事, 她能

在其他同學沒考好 的時候送出鼓勵, 甚至她在受了傷之

後, 也從來不哭, 所以我們總能看見她在 笑, 就像一隻快

樂的小鳥。  

 

她也很堅強,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操場上踢球, 輪到我

射門時, 我就想: 「這一次我一定要射進更多的球。」於

是, 我用盡全身力氣猛地一踢, 只聽「砰」 的一聲, 足球

被我踢到陳之韻的身上, 她被足球踢得趴在地上, 一動不

動。我當 時嚇壞了, 連忙跑過去查看。當我快到她身邊



 

 

時, 她努力地抬起頭來, 我大吃一 驚, 她居然沒有哭, 還

在朝我笑呢! 當我把她扶起來才發現她的腿上青了一大 

塊。原來, 她怕我擔心, 所以才沒有哭, 而且還笑着面對

我。  

 

有陳之韻這樣的朋友真好, 今後我一定要像她一樣, 做

個勇敢的人。  

 

 

 

 

 

 

 

 

 

 

 

 



 

 

5D 朱俊烽 

 

《一位我尊敬的人》 

 

我有一位尊敬的人是翁蜀惠。 翁蜀惠有一雙明亮而有

神的眼睛, 小小的嘴 巴, 還有一頭濃密而長長的頭髮, 她

的身形高高的。  

 

她是一位樂於助人的人。有一天, 我放學回家的時候, 

在擠逼的巴士上, 我 看見一位滿頭白髮及行動不便的老婆

婆, 沒有人讓座給她, 這時, 翁蜀惠剛剛 看到了這位老婆

婆, 連忙主動地讓座給這位老婆婆。還有一次, 在考中文

試巻的 時候, 我忘記帶筆盒, 她坐在我的後面, 她看出了

我的煩惱, 悄悄地說:「我這 裏還有一枝筆，借給你

吧！」然後，我對着她笑了笑，開始做試卷了，中文考試 

完了，我心想：如果沒有這枝筆，我肯定會不合格的。  

 

我尊敬她是因為她的性格善良，我會向她學習，也想一

直和她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