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級

三、不斷重複提醒：由於此階段孩子思考能力的限制，意志
不堅定，也缺乏自制力，經常受到環境改變的影響，因此需
要父母在不同的場景中，持續提醒好的行為，才能逐步產生
「學習遷移」的效果。
自律階段的孩子，對於道德規範已開始有認知上估算與
修正的能力，也會選擇性地接受環境對他們的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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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律期的孩子則可著重自治，鼓勵運用逐漸發展出來的
道德推理能力，去探討行為是否恰當。給父母的建議：
一、討論價值觀念：有別於在無律階段的「不知而行」，在
此階段的孩子已逐漸發展出抽象的思考能力，可以對道德行
為進行思辨討論。因此父母可以嘗試與孩子就生活中發生的
事件進行對話。
二、提供選擇決定：此階段孩子的道德行為已非全由父母告
知而行，因此父母可與孩子討論各種不同的可能，協助選擇
做出決定。在探索的過程或錯誤的嘗試中，逐步培養孩子反
省檢討的能力與負責的態度。
三、尋找生活典範：在此階段的孩子，情感上已開始漸漸獨
立，欲脫離原來對父母的倚賴，但生活裡他所認同的人依然
對孩子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尋找生活裡的
典範。
上述這些建議雖是就認知發展階段而提出，但也不必然
有絕對的分野。主要是因為孩子本身發展的遲速有個別差
異，而後天和環境互動的經驗也有不同。最後要提醒所有父
母的是，道德價值常是在父母子女的交互作用中，透過微妙
的方式默默傳遞，如何有效讓價值內化，父母本身對此類價

品格教育篇／不同年齡的孩子，該如何教？
校長 鄭陳宏
摘自 2013-05 天下雜誌 親子教育出版
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的道德發展論將兒童的
道德判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無律階段(約五歲以前）
：行
為只是感官動作的自然反應或反射，而沒有道德意識；第二
是他律階段(約五∼十歲）：多以做了一件事或行為的具體後
果來判斷或決定行為的是非善惡，此時會片面尊重成人的權
威；第三為自律階段(約十歲以後）
：多以行為的動機為善惡
判斷的根據，逐步邁向成熟。父母在了解了孩子的道德認知
概念發展階段後，就可以針對不同階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期
許與教育方式。
無律階段的學齡前孩子，在道德判斷上常容易受到情緒
上或周遭人的影響，也不具備思辨的能力。只要是自己覺得
有興趣的，或成人認為是好的，就認為是好的。一般而言，
教育無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需要多一些的引導與約束。
給父母的建議：
一、明確告知期望：在此階段的孩子因為不具備辨別對、錯
的能力，父母要明確清楚的告訴孩子在某一環境裡適當的行
為是什麼，並要求孩子表現出來。
二、父母以身作則：在孩子沒有自主判斷的能力下，最易受
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影響。因此父母應將希望孩子養成的品
格，在生活裡示範給他看。
三、避免負面影響：因為孩子無法辨別在生活中哪些是父母
想要他們學習的，哪些不是，所以往往對父母的行為照單全
收。因此父母要特別留意日常非語言行為，是否有和對孩子
的期望相牴觸者。
四、鼓勵行動實踐：一般對有品德的人的認定，是著眼在其
道德行為而非道德知識。所以還是要在可塑性高的此階段，
指引孩子在適當的時間、地方，做適當的事情。
他律階段的孩子在道德行為的決定上，往往受到行為之
後的結果支配。同儕的關係已開始增加，與他人密切互動。
而在教育他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時，可善用獎勵懲罰、提
示因果關係及透過同儕互動，來塑造合宜的行為。給父母的

值的體悟常是關鍵。

給海洋的一封信

四年一班

温昱淇

親愛的大海：
您好嗎？我記得二年級暑假，我們一家人去找您玩，那
幾天我們都很開心。有時我躺在沙灘上，看著藍天、白雲和
廣闊的大海，有時我光著腳丫踩在沙灘上，我跟著你一起搖
擺、迎風起舞，每天都讓人感覺很放鬆。大海，在白天您看
起來很耀眼，穿著藍色的衣裳、披著雪白的外衣，在夕陽落
下的時候，五顏六色的景色看起來更是繽紛。
每次ㄧ到海邊，我就會到沙灘上玩沙，我會把水跟沙子
加在一起，做成沙球，做完後，我會把沙球一顆顆捏碎，感
覺很療癒。有時候，我會在沙子裡面看到：貝殼、螃蟹、珊

建議：
一、體驗因果關係：因為孩子的行為常受到行為結果的影
響，所以父母可善用「行為改變技術」中的不同策略，將「鼓
勵」、「獎賞」與希望塑造的行為做緊密聯結；「處罰」、「隔
離」等與不當的行為做緊密的聯結，帶領孩子逐步行動出合
乎品德的行為。
二、激發同儕影響：同儕往往生活在一起，其影響不容小覷。
建議父母在適當的時候邀請孩子的朋友到家裡來，在同儕互
動中帶入適當的品格議題。

瑚礁石⋯等，但最讓我吃驚的是，沙子裡居然有垃圾，那些
沒公德心的人，不懂的愛護大海，還害大海裡的動物吃到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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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是我的好朋友，大海的底下有很多的神奇寶物。希
望這片美麗的大海，大家都能共同愛護，你才能永遠這麼美
麗。
祝你永遠如此蔚藍，繼續為大家激起一波波開心的小浪
花，我們永遠愛您！
温昱淇敬上

我最喜歡的家人

四年二班

很慢，但是媽媽說她是為了身體健康而鍛鍊身體，除了注重
健康之外，媽媽也喜歡美食，因為透過觀看美食節目學習怎
麼做蛋糕，不僅能紓壓，而且蛋糕是越做越成功。
假日時，我常常和媽媽一起做蛋糕，我們會先去買食
材，再一起烤蛋糕，我最喜歡和媽媽合力擠出不同的奶油造
型，例如：星星、愛心、圓形、三角形，還有可愛的花朵和
小動物，此次的烘焙活動很有趣，蛋糕製作完成後媽媽就會
把蛋糕跟鄰居分享，大家都稱讚媽媽是個手藝又大方的人。
我想對媽媽說辛苦您了！謝謝您陪伴我一起享受做蛋
糕的樂趣，我要偷偷的在媽媽的耳邊說媽媽謝謝您！我愛
您！您是我最喜歡的家人。

陳維宏

親愛的大海：
你記得嗎？夏日的假期，我都會來看你，我最期待爸爸
帶我到海邊，每次一看到你，我的心情就開心極了！
大海，你帶給我一種舒服的感覺，海浪嘩啦嘩啦的聲音
非常悅耳，我會靜靜地坐在你身邊，細細地聽，就像聽一首
自己喜歡的歌曲。聽著海浪聲，我的煩惱不知不覺也拋到九
霄雲外了。我在你身邊，度過很多快樂的時光，非常感謝你。
台灣四面臨海，爸爸和媽媽帶我去過許多海邊，其中，
我最喜歡的海邊是南寮漁港。去南寮漁港時，徐徐的海風吹
來，我邊吃烤香腸邊騎腳踏車。騎腳踏車的時候，我看見有
人把食物包裝袋丟到你的身上。讓你越來越髒。原來生活在
海中的生物，像水母和海龜，也因為經常誤食這些垃圾而死
亡。由於我們人類亂丟垃圾，讓你受到汙染，也嚴重影響海
洋生態，讓我代替這些人向你說聲「對不起」。
親愛的大海，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可以常常去看
你、親近你，也希望我們人類可以一起來愛護美麗的你，珍
惜你帶來的資源，讓我們可以欣賞到豐富的大海生態。
祝福你永遠美麗健康。

如果我有一隻機器人

四年三班

四年四班

葉采諠

如果我有一隻機器人，她會留著一頭咖啡色的長髮，圓
滾滾的棕色眼珠，以及如同芭比娃娃一樣苗條勻稱的身材，
所以我為她取名為「芭比」。
「芭比」會幫忙媽媽做家事，譬如：洗碗、洗衣服、擦
桌子、窗戶……，樣樣都難不倒她。常常忘東忘西的奶奶，
只要帶著她一起出門就沒有問題了；如果我和姐姐遇到不會
的難題，她能快速的告訴我們解決方式；她還可以整天陪我
們一起閱讀、玩積木、捉迷藏、聽音樂、看電視。
「芭比」最特別的功能是專屬傾聽者，當我難過時她會
靜靜的陪伴在我身旁；或是帶我去逛逛街，吃著喜歡的甜點
忘卻煩惱；抑或是帶我去海邊吶喊，把不愉快的事情說出來。
我覺得「芭比」能讓我們一家歡樂起來，也讓我和姐姐
的成績變得更好，更讓媽媽的家事負擔減輕很多，她是全世
界最厲害、最貼心的機器人。

陳維宏敬上
一一 0 年七月二十九日

我最喜歡的家人

鄭伊涵

我的媽媽眼睛大大的像彈珠一樣的閃亮，腳常常得像竹
子修長，眉毛彎彎的像一枚彎月，嘴巴小小的像櫻桃可愛極
了！
媽媽在平時的傍晚喜歡到學校的操場跑步，雖然他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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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海洋的一封信

四年三班

陳昱愷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爸爸，他的膚色是灰灰的肚子，摸起
來大大的，像是一顆圓圓的大西瓜，而我最愛的就是爸爸的
大肚子。
當爸爸心情好的時候，就會一直不停的玩手機和看影
片，不管我怎麼吵他都沒關係，但他只要心情不好的時候，
在他臉上就會出現生氣的臉，這時候我就不敢去吵爸爸。
我最喜歡和爸爸一起玩樸克牌，因為爸爸超級厲害，當
我每次跟爸爸玩幾乎都沒有贏過他，但這也不會讓我退縮，
反而是激發了我的鬥志，在我心中爸爸就像電視中的賭神一
樣厲害，所以我每次跟爸爸玩的同時，也都在跟爸爸學習，
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贏過爸爸，這樣一定很有成就感。
爸爸我想對你說：「謝謝你把我扶養到那麼大」還讓我
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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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一隻機器蛇

四年四班

給海洋的一封信

涂典廷

讓我和妹妹恣意彈奏；還可以變成一顆球，讓我和妹妹盡情
玩耍；甚至能夠使用噴射火箭載我上下課，如此一來節省不
少通勤的時間。
其中還有一項最特別的功能「瞬間移動」，如果想去地
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他可以馬上帶我抵達，另外還可以設
定成時光機模式，讓我回到過去或未來。希望他能帶我回到
自己剛出生的那一年，讓我知道家人們是如何疼愛我、照顧
我，還要看看自己長得是什麼模樣。
我覺得機器蛇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玩伴，他使我的生活
過得便利，也使我的人生體驗更加豐富，陪著我一步一步快
樂成長。

四年五班

吳尚宇

親愛的大海：
最近好嗎？我好久沒有去看看你，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很
久沒有到海灘上走走，雖是如此，我一直沒有忘記你那湛藍
又帶著白色波浪的美麗模樣，等有空時，一定要請家人帶我
去見見你。

我很喜歡蛇，如果我擁有一隻頭是三角形，身上有著紅
色紋路，背上配著噴射火箭的機器蛇，他就可以帶著我到世
界各國旅遊，見識不同的文化。
我的機器蛇有許多的功能，除了可以變成一台小鋼琴，

我的機器貓

四年五班

聽說最近你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爸爸說那是因為污
染的緣故，「海洋」污染一直地球上很嚴重的問題之一，我
們排放的廢水、垃圾及塑膠製品都可以在海洋中看見，如果
我們不亂丟垃圾到海裡，大海應該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海水環境遭到我們排放的廢水所破壞，魚類生活空間也
越來越少，世界各國都在想盡辦法不要讓污染繼續嚴重下
去，各地時常舉辦淨灘的活動，民眾都很踴躍的參與，政府
也會開罰破壞的行為。我們排放的污染，還造成水生動植物
的生存環境到破壞，像是珊瑚白化、海龜把塑膠袋當成水母
吃掉而死亡、海鷗的頭伸進瓶子裡而窒息、甚至有塑膠繩纏
住動物的身體。有時候直升機或飛機從大海上空往下看，會
看到一些飄流物浮在海面上，甚至有一些魚類還因污染問題
而快要滅絕。
海洋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我們不保護海洋的
話，到最後害到的是我們人類，要讓海洋髒亂很簡單，但是
要讓海洋乾淨是很困難的事，魚類生活也會大幅度的改變，
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的保護大海，我多希望可以看到大海之前
那美麗的樣子。

何言之

我曾經想像家裡如果有一隻機器貓，該有多棒！如果真
的有，那牠會是一隻活潑可愛的機器貓，名叫「牛奶」，牠
有一身雪白的毛，像一顆白色的雪球，長著一對尖尖的小耳

最後，祝福海洋永遠美麗茁壯。

朵－可以收到最新的新聞廣播，還有一個大嘴－像十圓硬幣
一樣的大嘴巴，嘴巴的功能可多了!可以當小小的吸塵器，
還能唱出優美的歌曲，播報收到的新聞、廣播及故事。牠也
會像貓咪一樣舔人和喵喵叫，更喜歡跟人撒嬌呢!
牛奶會照顧我家的小貓，小貓也會和牛奶一起玩，當小
貓的肚子餓了，牛奶就會跳上飼料機，用牠靈活的腳掌按下
按鈕，等到小貓吃飽後，牠們又會一起玩。牠們玩的遊戲有：
咬著繩子拔河、用前腳玩小玩具、撲來撲去的打架遊戲，牛
奶每次都故意讓小貓贏，雖然牛奶不用讓牠，小貓也會贏。
偶爾牛奶會播放小鳥或是老鼠的叫聲來捉弄小貓，小貓就會
左看看右看看尋找聲音的來源，樣子真的很好玩，逗得我們
哈哈大笑。
牛奶的功能真是多樣化，它真的很棒。有一次，牛奶打
碎花瓶，牠原本想去找朋友可可幫忙修理，但又怕可可把這
件事告訴我們，只好躲起來自己處理，整天下來大家都找不
到牛奶，而花瓶也不見了!後來聽到衣櫃怎麼有一些叮叮咚
咚的聲響，才發現是牛奶在修花瓶，牠只好一五一十將經過
告訴我們，又得意地將修好的花瓶「秀」給我們看，我們都

110 年 8 月 吳尚宇

企鵝仔的心聲

四年六班

駱品安

我還記得和小主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屏東的海生館。小
主人一眼就看上了我，只是小主人的媽媽不讓他買，於是他
們轉去看禮品店裡其他的東西，但是小主人總是惦記著我，
因為我的長相奇特，和其他隻就是不一樣。他一直懇求媽
媽，最後媽媽終於同意，於是小主人開心的帶我回家。
其實我是一隻小企鵝的絨毛玩具，在小主人傷心難過的
時候，他都會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會去傾聽他的心事，
並且安慰他，我也是主人的紓壓玩具，主人可以任意施展魔
法，把我變得胖胖的、瘦瘦的，也可以變得高高的或是矮矮
的。施過魔法之後，小主人的心情也開朗了起來；另外，我
也是家裡的小明星，大家都非常喜歡我呢！
我希望可以永遠和小主人在一起，因為他非常喜歡我，
我也非常喜歡他。我在主人心中的地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就算以後我不在了，希望主人也能永遠記得我們在一起的快

驚呆了！又很好奇牠是怎麼辦到的啊，連做錯事都有方法處
理，牛奶果然很厲害。
雖然目前我並沒有這樣的一隻機器貓，但相信以現在科
技的進展，不久之後，我的願望也許就會實現呢!而且我們
也會是很要好的家人及朋友。

樂時光。

3

給大海的信

四年六班

給海洋的一封信

何之妍

四年七班

黃亭樺

親愛的大海：
您過得好嗎？我已經好久沒去看您了，因為近來新冠肺
炎的疫情嚴重，所以暫時不能去找您玩。這是因為要保護大
家的安全，所以只好下回找時間再去探望您了。

親愛的大海：
您最近好嗎？每當到了暑假的時候，我最開心的事就是
住在宜蘭的爺爺來接我和妹妹一起去找您玩，這是我每次到
假期時最期待的事情。

記得有一回，我和家人歡天喜地的在您家門口玩起「沙
子樂」
，我們先脫掉鞋子，光著腳丫踩在溫溫熱熱的沙子上，
大家都興奮不已！我們還在沙灘上蓋了大大小小的城堡，帶
給我大大的滿足！城堡上有正方形的窗戶，窗台上種了許多
植物，還有寬敞的房間，四周圍還有小河流，相當有趣呢。
大家看到了一望無際的大海，都不斷的稱讚，因為您既
溫柔又大方，讓我們在您的肚子上奔跑、嬉戲，所以大家都
玩得不亦樂乎！我常常在想，如果颱風來襲，您是不是會變
得很生氣，您還會玩「變臉遊戲」嗎？因為家園被破壞是大
家都不想要的結果呀！
最後祝福您
永遠美麗

每天下午，爺爺總會帶我和妹妹去海邊嬉戲，有時玩
水，有時玩沙，也會跟妹妹打水仗、玩水上接球遊戲。有一
次，我們在沙灘上尋找漂亮的貝殼時，妹妹還被貝殼下面的
寄居蟹嚇到，於是妹妹就抓起寄居蟹丟回海裡，真是調皮。
有時候我也喜歡踩踩浪花，我總是在上面跳啊跳的，可
惜妹妹總是被浪花絆倒，最後只好抱著爺爺的腿跳浪花，真
可愛。有時只是去看夕陽，看著美麗的夕陽把天空漸漸從橘
黃色變成紫紅色，最後再變成藍紫色，一眼望去，漂亮極了！
可惜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假期已經到了尾聲，
我們就要分離了。我期待下次的假期快點到來，我們就可以
再見面。
祝福您 永遠那麼乾淨美麗

您的好友何之妍敬上
九月十一日

如果我有一隻機器龍

四年七班

亭樺上
110 年 9 月 29 日

陳睿騏

給海洋的一封信

我的家裡有一隻巨大的機器龍，它身上的顏色有紅色、
黃色，還有我最喜歡的金色，因為是用我的名字幫它取的，
所以它的名字叫「龍騏士」。
「龍騏士」的功能是做家事，有掃地、拖地和洗碗……
等，各種家事它都會做，而且還會教我寫作業，每次遇到不
會的題目，它都會教我，連超高難度的題目，它都會，它的
功能就跟超級電腦一樣博學多聞，簡直就是家裡的「萬事
通」。
「龍騏士」最喜歡聽音樂，每次開機的時候，它就會馬
上播放音樂來聽，有古典音樂、現代音樂和流行樂，然後順
便叫我起床，他會說：「起床囉！已經早上了！」如果我一
直賴床，它就會繼續說：「快點起來！再不起來，我就要生
氣了！」，然後我只好馬上起床。
我覺得「龍騏士」對家裡幫助很大，不但可以為家人減
輕家事負擔，還可以教導我各種知識，擴展我的視野，真是

四年八班

涂采瑜

親愛的大海：
你好嗎？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的爸爸因為工作的
關係，好久沒有回家，之前一回來，就會帶我們去「新月沙
灣」玩。
我在那裏看到星星狀的沙子，覺得特別又新奇。我們可
以一邊玩沙，一邊戲水，爸媽也可以坐在一旁聊天，陪著我
們一同享受快樂的時光。
我喜歡大海，喜歡白白的浪花，喜歡在海邊玩耍。可是，
我最喜歡的這些，卻被垃圾給汙染，讓我最愛的大海不再乾
淨了。
希望有一天，你能恢復原本乾淨的樣貌，魚兒可以自由
自在的在海裡面生活，而我也可以更開心的擁抱你。
祝福你愈來愈乾淨，愈來愈美麗。
涂采瑜敬上

我不可或缺的好寶貝。

110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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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海洋的一封信

四年八班

給海洋的一封信

廖庭毅

四年十班

李奕陞

親愛的大海：
你好嗎？每年寒假，我最喜歡和爸爸媽媽憶起去海邊，
你是如此的無邊無際，看著看著都讓我的心情放鬆了起來！
徐徐的海風吹在臉上，腳底踩著熱呼呼的沙子，總讓我

親愛的大海：你過得好嗎？每個夏天，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去海邊玩，看著你無邊無際的汪洋讓我的煩惱都拋到九霄
雲外。
一陣鹹鹹的海風打在我的臉上，腳下踩著濕濕暖暖的沙

迫不及待地衝向你，享受浪打在我腿上的感覺。暖呼呼的陽
光曬在金黃色的沙灘，不時還會出現令人喜歡的小生物：有
可愛的寄居蟹和小螃蟹，以及散落在沙灘上的美麗小貝殼和
石頭。
大海是我們的好朋友，在海邊，看著藍藍的天﹑白色的
雲朵和廣闊的海，我們可以一起隨之擺動，共同享受這魔幻
般的時刻。雖然還是有那些不遵守規矩的人，會把垃圾丟在
你那美麗的海面上，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共同維
護，你才會永遠這麼漂亮。
祝福你每天都能如此蔚藍，我永遠愛您。
廖庭毅敬上
110 年 7 月 5 日

子。每次都讓我非常期待地想與您嬉戲，享受海洋帶來的歡
樂，耀眼的陽光灑在沙灘上熠熠生輝美麗極了，海灘上有貝
殼、海螺、珊瑚、螃蟹，我真的好喜歡生氣盎然的海邊。
海底下有許多珍貴的海洋生物，希望以後的子孫還能擁
有美麗的海洋，但是，如果要有一片乾淨的海洋，一定要從
你我做起，不然一切皆是無稽之談。若是人們能到此一遊
時，能順手把垃圾帶走，想必您的沙灘會非常的美麗吧！
祝你每天穿著為蔚藍的大衣，跳著輕快的舞步，繼續為
我們帶來豐富的海洋資源。
祝平安快樂
李奕陞敬上
110 年 8 月 25 日

給海洋的一封信

給海的一封信

四年九班

四年十一班

鄭晴

親愛的大海:
好久不見了，您好嗎？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好久都沒有
到海邊去看您了，不知道您有什麼改變呢?
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去海邊，是個炎熱的夏天，陽光灑在
整片藍藍的水面上，閃閃發亮，您美得讓我目不轉睛。我和
姐姐很興奮的踏著浪，奔跑在沙灘上，冰涼的海水，把我們
衣服都噴溼了，軟軟的沙子不斷鑽進拖鞋裡，但我和姐姐並
不在意，開心的大叫著，您就像個開朗的大哥哥，送來一朵
朵的浪花，逗得我們笑哈哈。我們靜靜坐在沙灘上看著您，
邊吹著海風，覺得好幸福。
您的肚子裡有許多可愛的小生物，我一直有個疑問，很
想問問您，您的肚子裡真的有美人魚嗎？想必一定有很多我
不知道的秘密吧！等我長大後，一定要一探究竟。上一次到
海邊看您，已經是半年前了，那天是直排輪冬季路溜活動，
剛好遇上寒流，一早的天氣非常寒冷，吹過來的海風都是冰
的，您的面容看起來灰灰的，您一定也很冷吧！不過，當我
們溜到一半時，太陽公公出現了，大家都暖和了起來，笑容
滿面，您的面容也逐漸變成了美麗的藍色，我最喜歡您閃閃
發光的樣子又出現了。聽著您的海浪聲，我們一群人溜過 16
公里海岸線，本來覺得漫長的 16 公里變得很輕鬆，因為您
的陪伴，讓所有的事變得很美好。
親愛的大海哥哥，謝謝您總帶給我許多快樂，下次我去
看您時，希望您一樣散發著閃閃發亮的面容，我還想您繼續
送我一朵朵美麗的浪花呢！
鄭晴敬上
110 年 8 月 10 日

吳嘉勳

親愛的海伯伯：
您好嗎？每個周末，爸爸都會帶我們全家到海邊探望
您。當我看著您風平浪靜的海平面時，我的心情也跟著平靜
下來。
我喜歡坐在海堤邊靜靜欣賞您曼妙的舞姿，有時您會捲
起大大的浪花，隨著輕柔的風迎面撲來，好像要給我一個熱
情的擁抱似的。我也喜歡在岸邊撿許多石頭堆疊成高高的巨
塔，而您總是快速地沖毀我的傑作，就這樣一來一往，您跟
我玩的不亦樂乎，快樂極了！我更喜歡在您身邊散步，因為
可以更貼近您，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呼吸大海的氣息讓我
心曠神怡。
大海是人類的重要資源之一，海伯伯您不但提供我們豐
富的海產食物，又讓我們在您身上航行，促進各國經濟，您
的心胸真是寬大無比，令我非常的敬佩。雖然有些壞人不斷
地傾倒垃圾、排放廢水，汙染您原本漂亮的面貌，但您放心，
人們正在想辦法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您
就會恢復原來美麗的風貌。
最後，我要祝福您天天美麗，繼續為我們激起開心的浪
花，為我們唱出悅耳的浪濤聲，我永遠敬愛您。
吳嘉勳敬上
110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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