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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歡的動物是甚麼？我最喜歡的

動物是陸地上的	「短跑冠軍」—獵豹。

獵豹又稱印度豹，牠身上有圓形的

黑色斑紋，眼睛內側有很長的淚腺，尾巴

尖端黑色。還有，獵豹整個身體呈流線

型，牠的眼睛兇猛而銳利，十分神氣。最

特別的是，雖然獵豹是貓科動物，但是牠

的爪子竟然不能伸縮！

獵豹分佈在亞洲，而牠的棲息環境主

要是在山區、草原和沙漠。歷史上，牠還

曾出現於西亞、中亞與南亞各國。

				獵豹是肉食性動物，以各種羚羊為

主要食物，例如：瞪羚、黑斑羚……有時

也捕食幼牛羚、疣豬和野兔等。

開首（第１段）：開篇點題，

指出最喜愛的動物是獵豹。

暗喻：以「短跑冠軍」比喻

獵豹，反映牠跑步速度快。

正文（第 2 段）：說明獵豹的

外形特點。

描述說明：仔細描述獵豹

的斑紋、眼睛、尾巴和體

形，令獵豹的形象生動地呈

現在讀者眼前。

正文（第 3 段）：說明獵豹的

棲息範圍。

正文（第 4 段）：說明獵豹是

肉食性動物和主要食物是羚

羊。

升級貼士

第 4 段說明獵豹的主要食物

時，可補充獵豹是奔跑最快

的哺乳動物，常以高速追擊

的方式捕獵，令內容更豐富。

我最喜歡的動物
姓名：林樂而

  年級：四
年級

學校：聖公會
聖十架小學

5

獵豹跟鯨一樣，都是哺乳類動物。每

年六至七月是獵豹的繁殖期。懷孕的母豹

是非常辛苦的，牠們的懷孕期約九十至

九十五天。幼豹在出生兩年後，便可以獨

立生活。可是獵豹繁殖的能力非常低，

每年只有約十對獵豹進行交配。現今全球

獵豹數量估計只有約七千隻，所以被《世

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由「易危」升級

至「瀕危」動物。

獵豹那麼珍貴，我們應該減少對草原

的損害。當我們減少對草原的損害時，既

能保護一些草原上的小動物，又能為獵豹

提供糧食，真是一舉兩得。

正文（第 5 段）：說明獵豹

繁殖期和面臨絕種危機。

數據說明：清楚指出獵

豹的繁殖期、懷孕期，能

反映母豹的辛苦；指出交

配的獵豹數量和全球總數

量，能反映獵豹面臨絕種

危機。

總結（第 6 段）：呼籲人們

愛護草原，以保護野生動

物和獵豹。

事
物
說
明

動
物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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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詞補給 

斑紋 尖端 銳利 神氣 分佈

棲息 估計 瀕危 糧食 流線型

繁殖期 獨立生活 一舉兩得 肉食性動物 哺乳類動物

好句補給 

關於獵豹的句子

	 牠身上有圓形的黑色斑紋，眼睛內側有很長的淚腺，尾巴尖端黑色。

	 牠的眼睛兇猛而銳利，十分神氣。

小 筆

試參考以下示例，選出一種動物，並用簡短的文字寫出牠的特徵，讓別人猜一

猜是甚麼動物。

示例

牠沒有手也沒有腳，身

子又長又光滑，靠腹部

在地上快速地移動。

動物：蛇

 作提示

運用猜謎語的方法引入文章，既能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又能增加文章的趣味性。

											動物：

事
物
說
明

動
物
篇

簡介

總結

食物

棲息
範圍

繁殖
情況

「短跑冠軍」
稱譽

瞪羚、黑斑羚、
幼牛羚、疣豬、
野兔

身體：圓形黑色
斑紋、流線型

獵豹

山區、草原、
沙漠

外形
特徵

懷孕期：90-95 日

繁殖期：六至七月 肉食性動物

亞洲

眼睛：內側長淚
腺，兇猛銳利

爪子不能伸縮

繁殖能力低，
瀕危動物

校長  評校長 

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事前蒐集

的資料豐富、行文流暢，讀者看畢全文，

如上了一節生物課。

作者對獵豹的認識很深，能仔細描述

牠們的外貌特點，並加入自己的感受，如

「十分神氣」、「最特別的是……」，使人相

信這是他最喜愛的動物，很有說服力。

哺乳類動物

呼籲保育草原
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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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筆」參考答案

1	 筆的家族

(1)	我的頭上戴着一頂白色帽子，藍色肚子裏裝滿雪白的塗改液。

(2)	小主人寫錯字時，就會摘下我的帽子，再搖一搖我，然後對着錯誤的
地方擠一下我的肚子，讓塗改液流出來，覆蓋在錯誤的地方，待塗改

液乾了後就可以重新再寫。

2	 智能書包

	 這款智能書包設有指紋解鎖功能。（有甚麼配件？）書包的開口處有一個

細小的四方形裝置，（怎樣操作？）只要把手指放在裝置上，開口就會自

動打開。（有甚麼用途？）這個裝置只有書包主人的指紋才能打開，不容

易被別人打開和偷東西，有保安作用。

3	 我設計的玩具

	 航航具備智能助理功能。只要說一聲「你好，航航」，航航就會跟你對

話。你可以跟航航分享日常生活的事情，有時它會給予你建議，有時它

會說笑話逗你高興，有時它會為你找資料，就像老師、父母和朋友一樣。

4	 我的玩具

	 把三根木塊並排放在一起，交錯疊高成木塔。然後，玩家輪流抽取任何

一層的木塊。最後，把抽取出來的木塊放在木塔的頂層。如果在抽取和

放置木塊的過程中，木塔倒塌便算輸。

5	 我最喜歡的動物

	 牠的頭頂有兩隻角，身上背着重甸甸的「房子」，走起路來慢吞吞。

	 動物：蝸牛

6	 奇妙的貓

(1)	肉食性動物							

(2)	貓與兇猛的老虎同屬貓科動物，雖然野貓的體形比老虎細小得多，但
牠們的捕獵本領毫不遜色。貓捕獵時會先埋伏，等待時機成熟再迅速

捕捉獵物。有時，牠們會猛烈撞擊獵物，再用尖銳的牙齒咬住獵物的

頸部，以殺死獵物。

7	 有趣的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是如此有趣、聰明和團結，難怪這麼多人喜愛。可是近年填

海、水質污染等問題，令海豚瀕臨絕種。希望政府和市民同心合力，好

好保育中華白海豚，令牠們安心地生活下去。

8	 我最喜愛的街頭小食

	 我很喜歡吃雞蛋仔，因為它外面香脆，裏面鬆軟，有一股濃郁的蛋香							

味道。

9	 特別的榴槤

	 我是一個紅蘋果，有圓鼓鼓的身形，平日最愛穿着紅豔豔的外衣。雖然

我看起來有點胖，但我的肉又白又甜，散發着淡淡香味，還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 C、E等，對人類的身體十分有益。

10	陸路交通特工隊

	 香港的小巴有兩大家族—紅色家族和綠色家族。雖然現時紅色家族只有

991位成員，與綠色家族 3267名成員相比有點人丁單薄，不過綠色家族
只可以在固定路線行走，紅色家族則可以行駛香港各區，自由自在得多

了。

11	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是意大利著名建築物，也是世界遺產之一。它是一座八層高的

圓柱形鐘樓，建造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因「斜而不倒」的塔身而聞名世

界。這座獨特的斜塔到底是怎樣建造起來的呢？

12	水的自述

	 獅子山是香港著名山峯，一曲《獅子山下》唱出香港人的生活寫照，唱出

香港人的拼搏精神，使獅子山成為香港的地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