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大家，感恩大家一路上的支持。
恭喜大家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的降临意味着世界的新改变。虽
然新世纪难以捉摸，但很多的事物都必须重新
开始。这就是‘新意识’的觉醒。新意识即新
想法。
身为父母，我们必须扬升我们的新意识，
如：健康、环境、卫生、教育、政治、安全意
识等。今天，此时此刻是全球新意识掘起的时
期，也是一个转介期。因此，目前马来西亚教
育政策正面临教改，让孩子们做好准备迎合未
来的新世界即‘爱的合一’的新世界。
文轩设立了“文轩族群”以让大家携手合
作，共同努力，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新世
纪，培养新小孩，孕育新意识，共同迈向5次元
的族群世界。
地。

让我们一起带领孩子们迈向成功的新天
祝大家幸福美满
陈树沄硕士（院长）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graduates, parents
and teacher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s and for
being forgiving all the times.
Nowadays, we could feel our lives are changing.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new world will be born
soon. We are busy in earning money for living. But
now, we must learn the new concept of our future
lives. New generation, new ideas, new concept of
life, new living skills, new lessons plan, new career,
new knowledge and etc are happening concurrently.
As parents,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help
or convey the new world’s concept and message to
our generation. Thus, VE’s troop is formed. We hope
this big family will lighten up our generation in the
aspect of body and spirit. We must learn to work together consciously in order to build a healthy world,
that’s New World in the future.
Human awareness is upgrading subconsciously, such as awareness in health, education, environment, knowledge, politic and etc. Today, children’s
thinking is different from us, especially in lifestyle.
So, we as parents must work closely to guide them to
the New Era and assure the new world is healthier
in all aspect.
As parents, we must take a pledge to ensure
our behavior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world’s principles. We must lead our children to the
happiness path in the future.
Let’s start from this moment. Lastly, I share my
good thoughts and blessings with my troopers
I bless everyone here with happiness and good
health.
Let’s welcome The New Era and New Dimension in our children.
Thank you
Ms. Sally Tan (Principal)

心悦学前品格教育中心
特别感谢家长们主动送上珍贵的“礼物”。感恩！
转眼间，子健在文
轩上幼儿园有两年了。一
开始我的儿子是读特殊学
校的，因为他三岁都不会
说话，我认识文轩是一位
朋友介绍给我，感谢你。
子健在文轩做感觉统合运
动后他会说话，不怕剪指
甲。因为子健一剪头发和
指甲都会哭闹。我的儿子
卓子健
CHOU CHEE KEN
来到文轩，这里给了一个
学习的好环境，学会教
养，品格，阅读故事书，写字和认识很多朋
友。子健有参加课程，如：音乐班，打鼓，还
有其它的活动如乐缘，亲子剪纸和亲子自制心
愫月饼。很少有机会个人表演我的儿子在毕
业典礼的个人表演Piano,我跟他练习的时候我
叫他来都很辛苦到后来，子健都会弹奏一两首
歌，我们一起练习弹歌很开心，快乐和幸福。
感恩陈院长，Teacher Chan, Teacher Emily
谢谢你们的教导，照顾和包容。感觉统老师彭
老师，黄老师，刘老师谢谢你们，每天的阿姨
们和姐姐们，老师们谢谢照顾子健。子健爸爸
妈妈和妹妹都爱你，对不起，我爱你，谢谢
你，祝福你身体健康。
感恩陈院长创办了
文轩教育，让我有机会在
文轩快乐地成长与学习。
同时，我也要感谢用心教
导我的老师们： Teacher
Cac, Teacher Lam, Teacher Ranice, Teacher Chan,
Teacher Emily 和 Teacher Marie。在短短的3年
时间里，老师们教会我读
林法生
书，唱歌，写字和很多有
LIM FA SHENG
趣地活动。除此之外，
Teacher Ada 也教会我念百孝经，文轩教育的
教学制度让我获益良多。

楚洋，爸爸和妈咪
恭喜你顺利完成幼儿园毕
业啦！祝你健康及前程光
明。
时间飞逝，转眼间这
三年时光在文轩well programme快乐自在学习里
每点点滴滴有苦有泪，感
触良多，很感恩well 老师
黄楚洋
NG ZI YANG
Teacher Chan ， Teacher
Suzanne 及 Teacher Cac
有耐心、细心、爱心和关怀地教导让楚洋没压
力喜欢学习，虽然他很好动顽皮时常被罚老师
们还是无私付出爱和包容接受了他，还有你们
的宝贵意见使我与孩子配合。
孩子你渐渐的成长，看着你学习由零开始
直到现在学会了听、说、读、写、掌握的有进
步了，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你常念的静思
语“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和经文《百孝经》
或《弟子规》妈咪感到欣慰，希望这些的涵义
能警惕自己每时每刻要孝顺长辈及父母。
非常感恩陈院长这三年以来给于我这新
手妈妈的课程如；手护宝宝-按摩班、感统运
动、家长阅读班和心灵课程面对孩子的冲动、
好动、不专注和情绪不安稳，在课程里您的开
导、指导和引导我受益良多铭记于心，渐渐地
孩子改善了许多。
在此真诚的感谢感统老师 Mr Wong、Ms
Lee 以及 Ms Tan 耐心的教导。感谢Daycare阿
姨和姐姐们的悉心照顾与包容。感谢心悦同学
会妈妈们举办素食烹饪班，教会我如何煮健康
的素食给孩子吃到健康又安心。
最后想向我的两位宝贝说声“对不起，请
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祝大家平安喜乐。

时光飞逝，恩甯在
文轩的幼儿生涯就要结束
了！恩甯是我们家的小
么，她的出现也让我们的
家庭命运改变！她也是来
渡我转向素食的孩子！从
小，她的灵性确实与哥哥
姐姐与众不同，很多时候
都会比较敏锐！因为她的
到来，促使我俩夫妻更加
积极地去学习，提升，让
我们在教育的路上更容易

当她在五岁时，拿着555的小簿子回来吵
着每天都要为她阅读书本再做记录。还记得有
一次因为自己很累了，时间也很晚了，我没有
陪读。她一直坚持要我陪读，我却不肯。最后
哭闹我也不理会，然后她哭得很凄惨地说：”
妈咪，我要你陪我读，因为我怕老师骂你！”
顿时变得无语，我的心也被她的贴心融化了！
这孩子真的是天赐给我的小天使，她不但细
心，也很有孝心。因为怕妈妈受伤害（被骂）
，老师有跟她们说过如果没有读到，老师会骂
父母而不是孩子！我自己也在心里对她忏悔，
因为我们的偷懒一下下搞不好就抹杀了她们对
阅读的兴趣!

老大和老二是文轩心悦学前课程的毕业
生，我绝对相信这个课程的魔力与信心，很自
然恩甯也和文轩牵上这条因缘线。打从在妈妈
的肚里，妈妈每天坐在文轩楼下的柜台沙发
上”吸收”文轩的文昌能量！幸福的她，有哥
哥和姐姐的疼爱与帮忙照顾，在学习方面的吸
收能力超快！也因如此，她三岁半就进入PreWell，到了年尾就一直期待着上幼儿园。因为
我相信这个课程带给孩子们的好处，也看到它
的不同之处！

到了六岁时的她，上课时的理解能力、听
写、读故事等也轻易掌握！虽然她还没参加感
觉统合的训练，因为她是爬到两岁才自己放手
走路的宝宝，所以我相信这对她的脑部发展有
着很大的帮助！她在课堂上的吸收能力快、记
忆力好、专注力或者是手眼协调也不差。从小
就懂得察颜观色的她，很多时候会很醒目的懂
得如何自律！老师派回家读的故事书，她也很
快就认得里面的字，所以每换另一本新的故事
书回来她也很快的学会，第二天也很勇敢地举
手出去朗读！

苏恩甯
SOH EN NING

轻松掌握。

相隔五年，我看到 Well programme 里
的课程也有了一些变化。因为要跟着教育局的
不断改革，用心的院长也为这个课程不断编排
新知识和更新最新的讯息给我们这班家长，
以便孩子轻易连接到小学的KSSR课程。Well
programme不像其他幼儿园，教育局一直在改
革，他们却一味地加重幼儿的功课给孩子们。
而 Well programme 正是一个注重品格态度的
课程，由于恩甯是小么，有时候的态度会有一
点任性。当老师们向我投诉她的一些脾气与态
度时，我都与老师配合，调整。因为师生配合
在孩子的学习生涯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在文轩里已有差不多将近十年之久，院
长的每一个课程与讲座都会支持。我觉得：人
不学不知道，很多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就因为
自我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尤其在这新意识和迈
向第五次元的世纪里，我们不积极学习，如何
在教养方面得心应手呢？
回想起4岁时拿回来的 Reader 1, 恩甯每天
都会不厌其烦地拿出来朗读几次。婴儿时期已
培养的阅读习惯使她对书本有着很大的兴趣。

在这三年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因为见证了课程的奇妙，我看到孩子是快乐自
在的学习。没有压力，只有推动力在牵引着她
们不断进步中！教育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重
要的一个环节！好的教育方程式是以孩子们的
心智方面发展之余，同时也保存孩子们那颗纯
净善至的心灵。院长平时对孩子们的苦口婆心
教导，甚至是教训都促使孩子们不断成长！感
恩院长看到我的孩子一有差错就马上指正及调
整，并正面积极地帮助她改过！
除此以外，也感恩陈院长给予我们家长和
孩子很多的平台去学习，如心悦同学会举办的
各种活动、国语学会、中秋节的朗诵诗歌等！
托孩子的福，恩甯也从中学习得最多。文轩开
办的书坊让我们家长有机会去贡献当图书馆管
理员，恩甯也一直跟着我身边学习。中秋节举
办的诗歌朗诵，让恩甯有机会第一次站在舞台
上有感情地朗诵“游子吟”！试问外面有哪一
家幼儿园会提供这样的平台给孩子呢？
我深信素食宝宝是很有善缘的孩子，近

这两年文轩也增加了武术、非洲鼓的课程。这
都是与身心灵发展有联系的课程。孩子在生理
与心理上的认识，甚至是内在的心灵认知，都
在课程里受惠不少，也间接提升自我内在的提
升！
所以，一切都随因缘而合，恩甯选择在这个
世纪做个新小孩就是来成就我们父母！而选择
好的教育也是已安排好。院长每次都提到，
现在KSSR的孩子一定要有多元智慧发展，而
WELL PROGRAMME 100%是可以符合KSSR所
要的水准！不但如此，文轩所提供的每一项课
程都是迈向多元智慧发展的前景！我看到那道
曙光正朝着这里的每一位新小孩发光发亮！身
为家长的我们，绝对要信任我们的孩子，要相
信她们能在学习上取得一番成就，而我们的努
力绝不可抹杀的！
我俩夫妇非常感恩上天所赐的这位小天
使！我们相信恩甯已满怀期待及准备好踏上另
一个里程碑！哥哥姐姐也祝福你！
同时也不忘感谢day care的每一位老师，
阿姨们！虽然恩甯只有在最后这年，一星期
短短两天的day care，您们对她的细心照顾及
管教（吃饭礼仪等的规矩），她都很欢喜和珍
惜！她甚至告诉我很想每天都来daycare，因为
明年没来了！当然，也要谢谢经理煮的每一道
菜，滋养了她的身体！
谢谢每一位老师，尤其Teacher Emily（音
乐及鼓的老师）、Teacher Chan (4岁)、Teacher
Suzanne（5岁）和Teacher Cac（6岁）看着恩
甯成长的转变与鼓励！您们爱的教导〜把爱的
种子播种在孩子的潜意识里，让她日后也学会
把爱传播出去！
最后，还是要谢谢陈院长对教育的热忱，
在传承爱的教育里让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更光
明！
在此要祝福文轩的全体同仁喜悦，安康，
幸福！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感恩！阿弥陀佛！

陆彦伸
LOKE ANSON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
转眼，孩子的幼儿园求
学生涯就快结束了。感
谢上帝让我遇见了一位
老师让我认识了文轩，
感谢丈夫的鼓励与推动
才正式的接触文轩，感
谢文轩爱的教育让孩子
健康快乐的成长，感谢
尊敬的文轩老师们对孩
子的付出与爱心。

孩子在文轩两年的
学习过程里，最让我们值得开心的是学会感
恩，道德与礼貌的行为。虽然，在家里还是小
霸王；但是，在外头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该有的
礼貌与道德行为。在家懂得帮忙照顾奶奶的一
些小事物，在外头会帮忙扶奶奶过马路，看见
自己喜欢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不吵不闹看完
后还把东西还回给主人还很自然的说谢谢。
他也曾要求买自己爱吃的饼干送给他最爱的老
师。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全都看在丈夫和
我的眼里。
课业上，丈夫和我没多大的要求，就只希
望他爱上阅读。所以，看见他自己从书包里拿
出老师给他的故事书要求我一起阅读时，真的
是很开心又意外。他对于华文与英文的读刊比
较有兴趣，所以有些比较简单的华文与英文故
事书已经不需要大人的帮助下能自己阅读。每
个星期一的”spelling”,星期三的“听写”和
星期五的“Ejaan”,也能自动自发的提醒我们
帮他复习。这一切的一切，真的让我们觉得欣
慰。
丈夫和我都希望坚持“文轩 - 爱的教育”
理念，继续让孩子成长。当然最希望这个教育
理念能渐渐的让孩子的其他缺点和不好的行为
改善。
文轩与老师们，你们热爱教育事业,一心扑
在教坛上,你们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为了你
们亲手播下的种子尽快开花、结果，给予孩子
们露水般的滋润和精心的呵护。为此，丈夫和
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陆彦伸的妈咪

叶俊汉
JAYDEN
YAP CHUN HAN

光阴似箭，叶俊汉
在文轩已4年了。从他讲
话语音不准到现在的口齿
伶俐，真的衷心感谢文
轩教育机构老师们的用
心教导。文轩是个可以
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和平衡
发展的地方，也会教会父
母们聆听孩子们的心声让
我们与孩子容易相处。

今年年头开始，俊汉
的脾气真的很坏，跟陈院长谈了后就开始让他
去做感觉统合运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他
的脾气变好多了。我也让他参加文轩的各种活
动，如：武术，音乐，补习等等……所以他在
文轩的时间比在家里长，朋友们都会问我为什
么你的小孩都不会吵累。我也觉得很神奇。文
轩就是有这个能量场可让孩子不觉得累也很喜
欢留在文轩玩。
《文轩，加油！加油！》
在这里也衷心地感谢文轩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你们的用心付出。也祝福文轩的孩子们都
幸福，快乐。
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秦嘉成
CHIN JIA CHENG

在忙！忙！忙的日
子里，不久我家小宝贝
(秦嘉成)将近畢业了。我
的心情是有喜悦和带着
怀念他小时的成长点点
滴滴。从以前我忧愁他
学走路慢到至今他的格
性敏感的各种问题，经
过感统运动后，他进步
了很多也在课业上有学
习能力了。

在WELL PROGRAME里我感觉到嘉成每天
很开心的去上学 (有学习的动力- motivation of
learning)。在这里我要感谢 VE 的老师 (WELL
PROGRAM，daycare 和感统老师),感恩老师们
的无私付出。也在这里感恩VE陈院长,陈经理，
所有VE的职员和武术吴老师，感谢你们的包容
和教导了嘉成很多很多我有做不足的事。
嘉成，妈妈要感恩你。因为你让我学习
了很多，也在小时候体谅我比较多陪哥哥做感
统运动。在这里妈妈向你说”对不起，请原谅
我，谢谢你，我爱你”。妈妈祝福你健康快乐
的长大和福慧双修。
最后向各位祝福生活愉快！一起努力成
长。加油！
嘉成妈咪上。

我的女儿毕业了。。。
回想起她刚出世时一
转眼就六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
眨眼Janice已经六岁毕业
了。

俗语说：日月如俊现在的她已经向小白兔一
样爱蹦蹦跳跳和口齿伶
俐。
王微茵

回想起这几年，因为
ONG BEE YIN
她两岁就开始上JOYFUL
幼儿班，所以比较独立，吃喝拉撒从来都不用
我操心。交代了的事都会自动自发的完成它，
记忆力超好哦！
谢谢陈院长领导的文轩教育机构，让我的
女儿品格兼优。

很感恩文轩上上下下
的老师，阿姨，姐姐们，
对我的女儿Janice的照
顾，包容她的一切。在学
校里，她学会了独立，整
齐。

彭詠试
PANG WENG SHI
JANICE

最后，在心里的一
句话：“各位老师，阿姨，姐姐们，祝福大家
安康！”

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一语道尽教育工作者
的鞠躬尽瘁。尤其是幼儿
教育，更是人生成长过程
中不可忽视的关键时期。
我们很庆幸能将一对孩子
送来文轩，让他们孕育在
自由自在的学习与成长的
过程。
刘芷霖
LAW ZHI LIN

我们的长女，芷霖是
一位内向敏感的孩子。跟
其他同龄的孩子相较起来，对于新环境或陌生
人会显得害羞及胆怯，也常常会因为稍强度的
触觉，声音及外在刺激而显得不安哭泣。这曾
经让我们夫妻俩觉得很困惑，也一度自我怀
疑。
在陈院长的引导及教育下，我们对于敏感
的孩子有了全新的认知及了解。更重要的是，
文轩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案让我们懂得如何与敏
感的孩子相处。亲子按摩，感统，亲子阅读......
加上文轩幼儿班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及耐心指
导。芷霖现在已经是一个懂事，独立及善解人
意的小孩儿。尤其是文轩所提倡的亲子阅读习
惯，其意识贯彻于图书馆内的丰富藏书，还有
一系列宣扬中华文化的活动。毫无保留的印证
了文轩的核心价值及理念。
芷霖喜爱阅读的习惯也因为得到文轩老师
们引导而逐渐的培养起来。我们坚信在这期间
埋下的种子，将会是我们孩子们将来面对社会
的挑战及诱惑时最佳的指南针。
成为父母也让我们遇到了重新学习的机
会。从最初的疑惑，沮丧及充满不确定的挫折
感。到如今能拥有平静，坚定及懂得珍惜的心
态。尽管不完美，却也能在过程中与孩子一同
感受成长的甜，酸，苦，辣。
在这充满功利主义的现实社会，文轩就是
教育的一股清流。感谢文轩，提供我们的孩子
一个优质及充满关爱的环境。感谢陈院长，让
我与内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寻觅到明灯。感
谢文轩的老师们及工作人员，你们对工作的热
爱会是孩子们最佳的学习榜样。请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Regards,
GohSweeYen

时光如箭，转眼一
划而过。
真快凯祥要迈向小
学就读了。
还记得那时他刚进
Well Programme的第一
个星期都在哭泣，担心
他不适应。四岁时，老
曽凯祥
CHEN KAI XIANG
师说他既乖巧很文静直
到了五岁开始好动、分
心、又认不到字。那时
候，开始但心他跟不上小学的程度。到了六岁
学习比较慢的他，也开始有进步了。每天阅读
故事书真的很重要，孩子才可以认识更多的知
识。读书重要品格更重要！
很荣幸，凯祥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环
境下成长学习。
感谢院长一路来一直鼓励孩子们多阅读，
谢谢 Ms. Chan, Teacher Cac 用心的教导。以及
文轩的所有老师们和 Auntie 教出优良品格的孩
子。感恩您们的付出。
文轩是孩子最好的学习地方。

感恩文轩院长和老师
们对我孩子的教导，我孩
子是个顽皮好动的小孩，
有时让我觉得难以应付，
到了这所学校，他改变了
很多…我尤其感谢院长，
她很耐心的给我解释了很
多很多，让我释怀了一些
对孩子教育角度上的看
法，她让我觉得不止孩子
在这里上学，我也跟着在
进步。

张笃阳
MIKADO TIEW

感恩+谢谢你们的耐心，祝喜悦。
谢谢院长老师教导

续大儿子在文轩毕业
后，隔了三年，又到了二
儿子的毕业，明年又到小
女儿也将在文轩毕业。
选择把孩子们都送来
文轩教育机构来完成他们
的学前教育，是因为看到
院长和老师们的用心。根
据孩子的年龄发展来设计
顾铭翔
KHOO MENG SIANG
的课程，比起一直攻，一
JENSEN
直拼命读和写的填鸭式教
育，文轩的课程实在是棒多了。
没有繁重的功课，亲子阅读让我和孩子都
轻松度过学前教育时期拥有美好的亲子共读时
间及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孩子也都快乐学习。
大儿子在这系统下进小学，一直到现在三
年级，没有脱节跟不上，平均分都超80分，而
且勇於上台讲故事，歌唱。创造力，情感发展
也好。
我利用感统运动和阅读来帮助孩子，证
实它是有效的，让我更有信心和方向来带领孩
子。
最后，非常谢谢和感恩文轩的存在，感谢
院长和老师们的爱心与用心，继续帮助更多的
家庭与孩子，谢谢您们所付出的一切。

亲爱的文轩老师们：
我是叶智宇的母亲，
我感恩我的孩子在贵校上
幼儿班的课程，在老师细
心的教导之下，叶智宇是
一个听话的孩子和守纪
律，回家会帮忙做家务和
细心，不过有时会很好动
和喜欢上课不专心，贵校
的教学有进步的空间。
谢谢！
在此万分感恩，陈院长的协助。

吕恩颐
LU EN HEE

My daughter had
joined “VE” since she is
2 and half years old. I am
very glad to see her improvement and many small
achievements in many
fields. She had learn to become independent, and accomplish her daily activities
like playing social games,
handling her toys, drawing and story book tell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had also see a lot of improvement in her handling of 3 languages in reading
and writtings.
And mastimportant of all, during her schooling life in VE, she had learn well to treat other people with “love” and great manners!
Lu En Hee’s father

孩子，爸爸感谢上天
让你成为我的孩子。一路
走来，爸爸感恩你可以健
康地学习，平安地成长。
也感谢太太一路以来任劳
任怨地陪伴，协助整个家
庭的成长。
感谢文轩的陈院长，4
岁班的 Teacher Suzanne，
叶明朗
5岁班的Teacher Chan及
YAP MING LANG
现任的级任老师 Teacher
Emily耐心的教导。感恩你们的用心。

叶智宇
YAP ZHI YU

感谢孩子的同学及父母们能体谅他的固执
及好玩。感谢同学们陪伴明朗学习及玩乐。谢
谢你孩子，爸爸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成长，好
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将来成为一位有知识及对
社会有贡献的人士。加油！
祝福大家

A few words for my 1st kid
graduation day

时光飞逝，一眨眼
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即将
六岁毕业了，很快就会
去另一个新旅程。

Yi Lerk, you had done
it! Congratuation to my boy
and also his fellows friends
at VE Education Center.
Being a first time parent,
we
are clueless on what
龚奕乐
best for our kids from the
KONG YI LERK
start, initially we enrolled
my boy for the exercise session and continue
enrolling for the pre-school program here. We
see our boy underwent “a balance transformation”, in character development, study and
interest exploration. He always sharing with us
his up and down during pre-school days, and
today means something special, it is his graduation day.
Through VE additional program, activities
and parent talks from time to time, we learn to
understand our kid better, try to learn to be a
better parents. We turned countless childhood
minutes, hours, days, and weeks (eg. joy, fun,
emotional, tense moment,etc) that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lost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into special moments that we’ll cherish forever perhaps in years to come.
Despite, not able to join all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we learn
some important one, and still find a lots of
things that we wish we had known, and now,
our kids begin making plans to move on—to
his next formal school soon. This perhaps will
be a new parenting experience and definately
VE talks will helps us to grow with the time.
The days were long, the years were short,
and the time we had with them was then. But
we made the time and we took the time and
just hope, raising a healthy, well-adjusted being of our lover child.
CONGRATULATIONS!!!
from Parents of Yi Lerk, BW & Simon.

刘祉宏
LIEW ZIHONG

想当初，我是通过
Media Focus而认识到文
轩，当时的我只是想找
一间没有太大压力的幼
儿园给我的儿子，我希
望儿子会通过游戏的方
式而学习到课本上的知
识。

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孩子的品德比成绩更
为重要。对我们父母亲来说，孩子的成绩再怎
么出色也比不上品德来的重要，这真是文轩的
教育方向。
祉宏也在文轩这大家庭里快乐的学习，
他会要求学习各种不同的课程有如英文班，画
画班，武术班，音乐班。。。这都是他自己要
求，也显得学习的自由自在。
在这三年里，祉宏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快
乐的学习独立，学习纪律，学习知识，学习与
同学相处。。。
在这里要借此机会感谢院长，文轩所有的
老师与教职人员，感谢您们各位默默付出无私
的爱，用心教导使到我们的孩子快乐成长。衷
心祝福每一位小朋友都拥有快乐与健康的美好
人生。
爸爸妈妈姐姐的话：
祉宏，虽然你有时会调皮，也常惹我们生
气。。。但在我们的心里，你永远是我们的宝
贝。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妈妈都会保
护你和姐姐。
我们永远爱你，支持你。。。你要尽全力
去填写你美好的人生，加油哦！

光阴似箭，一转眼靖
珩幼儿园毕业了!在文轩
也快四年。我们是从朋友
那知道文轩的，有两位不
同朋友的小孩在Well 就
读，这里只是玩耍没有上
课，不会有压力。于是我
们就过来了解，然后就来
上课了。
张靖珩
CHONG JEAN HENG

刚开始，靖珩很喜欢
来，因为可以认识朋友，
学习不同的东西。但是不久，也不知道什
么原因，她不去了。我们也没有逼她。但过了
两个月，心里觉得不行，就来跟院长了解后。
在软硬兼施之下，又把她送去。过了不久，她
去上Teacher Emily的音乐课一直到现在。还好
有听老师的建议让她去学一些东西，让她喜欢
上学。
为了加强靖珩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在
她进入四岁，我让她去上感统。感统真的是一
个很好的运动。刺激脑部血液循环，让脑筋灵
活。让她学习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吸收能力也
会很快。这些都是要靠父母持之以恒的带孩子
去训练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很累，而不带孩
子去，那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能力。
我要谢谢这里所有的老师对靖珩的爱戴与
教导！让她有个愉快的幼儿园生活！让她学习
到待人处世，认知学习，刻苦耐劳。。。。。。
我要谢谢文轩教育机构，因为他有一站式
服务。可说是文武双全。有补习，有武术，有
音乐等等。让我这位懒惰的妈妈可以剩下很多
时间，也让我很安心的把靖珩放在这里。而且
全部都是院长筛选过的好课程。除此之外，这
里还会举办一些活动让这里的小朋友。因为在
学校的活动，父母可能没有办法参与而没法多
了解自己的孩子。
还要谢谢院长，因为她时不时会带来很
多新资讯给我们。还开办讲座会分享她所知道
的信息，让我们事半功倍，更容易的与孩子沟
通，学习和一起成长。谢谢她用爱来经营她的
教育事业。谢谢她让我学习到分享，付出，感
恩，原谅，放下，爱。。。

靖珩只是幼儿园毕业！而学习的旅程还
有很远，所以你们还是会再看到我们在文轩走
动！
对不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感恩你，祝福你！
靖珩妈妈
19/10/2017

我的儿子易伸在去
年五月开始就读文轩教育
的心悦幼儿园。由于过去
他连握笔写字都有困难，
而且还面对学习缓慢的问
题，因此渐渐无法适应本
来的学校，经过朋友推荐
后决定送他到这里继续学
习。
蔡易伸
CHIA EASON

对于老师们耐心和充
满爱心的教导，我们感激
不已。

感谢老师们对孩子的包容，感恩老师们细
心的教导，感恩心悦幼儿园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给孩子们。
易伸目前的学习状况大有改善，以往他
连听写的概念都不清楚，现在他可以渐渐的跟
上，回家后还会主动写功课，并且要求妈妈陪
伴他练习听写。每一次都尽力的做考前准备，
虽然考出来的成绩时时好时坏，不过最可贵的
是，儿子现在懂得事前要准备了。无论结果如
何，事前尽量尽力而为。这是很难得，很可贵
的好习惯。
但愿孩子们，可以适应小学的生活，一边
玩了一边学习，有个快乐有难忘的童年。
感恩院长，老师们所做的一切。
Helen Choo
(母亲)

时间过的真快，转
眼间又到了年尾，奇威的
毕业典礼又将近了。好不
容易盼到孩子长大了，却
又但心他进入小学即将面
对的问题，感觉真的很矛
盾。
首先要感谢上天对我
的眷顾，让我在机缘巧合
萧奇威
SIAW CHI WEI
下接触了文轩，认识了陈
院长。文轩提供了孩子一
个舒适和纯朴的学习环境，注重孩子的品格教
养。加上院长孜孜不倦的灌输家长们如何与孩
子共处和成长，她总是在我很迷惘的时候适时
的拉了我一把，尤其是对小儿子奇威的成长进
度和教育方式。
奇威两岁就进入文轩Joyful，四岁时发现
他上课无法专注，情绪不稳定，手脚也不灵
活。在院长解说下开始让他上感统。刚开始时
他连滑板都无法好好控制，某一些动作甚至要
在催，鼓励和骂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所幸的是
他并没有抗拒，而且情绪也慢慢的改善。过程
中偶尔有段时间工作很忙，没法准时带他去运
动，结果造成他的情绪反反复复地不稳定。也
试过在课室被罚站，玩游戏时闹情绪，抗拒老
师的指示等。每次听到老师们的转述时，我就
觉得好累，也很无奈。但每当看到他一点一点
地进步时，心里就觉得很安慰。
谢谢院长的鼓励，也感谢感统老师Ms Tan,
谢谢她的关心和指示，常常跟进我奇威在VE的
情况，谢谢Ada老师，文轩的所有老师和阿姨
的照顾。真的感恩!
最后要告诉奇威，爸爸妈妈爱你!
哥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加油！
我要感谢文轩老师
给我孩子的教导，让张紫
欣更聪明，谢谢文轩的老
师。

张紫欣
TEOH ZI XIN

你和哥

时间过得真快，又
到了毕业的时候，今年轮
到我家宝贝文乐毕业。在
文轩里，看着你从牙牙学
语的小不点，学会握笔写
字，阅读。
在此要谢谢院长，
常常劝我们阅读和为孩
子讲故事，谢谢Teacher
Emily 用心教学。

余文乐
SEAH WEN LE

谢谢大家。

不知不觉，女儿已
六岁了，今年她要毕业
了！

黄裕玲
WONG YU LING

裕玲是从Jouful到
Well Programme,时间大
概已有四年了吧。刚开
始真的有点不舍把她送
到这儿，因为她是我与
丈夫的宝贝。可是这个
决定我俩是做对了。

1. 首先，很感谢子凯妈妈，将文轩这所学校介
绍给我和我的丈夫。一路以来，我们的女儿
都有皮肤敏感的问题。文轩所提供素食餐饮
于所有学生，让我女儿的敏感问题解决了，
也让我与丈夫放下心头大石了。
2. 也很感谢Teacher Emily,让我在音乐班里跟
女儿开始有了亲子互动。我都会不定时向
Teacher Emily 讨教如何去改善我母女俩的
互动关系。对于一个有做工的妈妈，每天要
定时抽空一至二小时陪女儿一起砌Puzzle,按
摩，讲故事确实有点累。付出的努力有成绩
的，我俩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3. 文轩，教会我怎样去学习用爱与体谅和孩子
相处，感谢陈院长，各位老师们，阿姨们无
私的照顾与关怀，成就了我们的孩子快乐成
长，谢谢妳们！
祝福大家平安，喜悦，美满！

Dear Teachers from VE
Well Programme,

大家好！我是许维恒
的妈妈，很荣幸能在此发
言，感谢你们给了我孩子
一段丰富多彩、健康快乐
的幼儿园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
儿子在文轩教育机构已度
过了精彩的三年时间。在
这三年的时间，孩子经过
许 维恒
HOI WEI HANG
老师的培养和教育，关心
和鼓励，慢慢地学习和成
长。除了在知识上增进，学习的态度和品格都
有很大的变化。孩子变得较自动自发，有信心
及体谅父母和他人使我感到很欣慰。
在这三年里，我最期待的是每晚临睡前
与孩子进行亲子阅读和听他分享学校的生活点
滴。这活动成了我和孩子的一个沟通管道。身
为母亲的我从这过程中也领悟和学习了很多。
感恩孩子能够在W.E.L.L.Programme课程
里快乐轻松地学习，掌握技能和适应能力，建
立了正确的品行与人格对他往后的学习路程有
了巨大的帮助。再此我要谢谢院长、老师们和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耐心和爱心教导。

I am mother of the year
6 student – Goh Yan Yang, I
am writing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Goh Yan Yang for
the past 2 years.
During his tenure,
he had learnt to be disciplined, and I found that he is
very well prepared for his
primary school as of now.
伍彦阳
GOH YAN YANG

Last but not least, we would like to wish the
school continue success in guiding the kids continually and according to the academic planning of the
MOE.
Thanks.
Cheers,
Wai Ming

转眼又3年了。
继哥哥和姐姐在文轩
幼教中心毕业后，弟弟也
要在这里结束他的幼儿园
生活了。
除了感谢文轩所有的
老师和工作人员，也要感
恩大家的包容，让孩子得
以快乐的成长。

叶仲晨
YAP TIONG XEN

希望大家长保身心愉快与健康，让文轩教
育永继发展。

谢谢文轩院长及老师
们用心教导我的孩子，让
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他
们不但教导也很关心孩子
健康和行为。文轩老师很
有爱心，责任感。谢谢文
轩院长及老师对孩子的关
怀。

陈浩迅
TAN HAO XUN

相信每一位父母的都
为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而
头痛着、烦着，不知该作
何选择。我也不例外。在
孩子接近三岁时，就开始
为孩子物色理想的幼儿园
就读。探访了好几间，总
找不到心中理想的学校。
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下，配
合朋友的步伐，踏进了文
黄晴琳
NG QING LING
轩教育机构，询问了有关
的课程与教学方针。回家
后就与丈夫分享这是我所向往的学生生涯，希
望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于是便让孩
子进入了Pre-Well课程，过后再转进WellProgramme课程。转眼看看已是四年了，我的女
儿也将在今年毕业了。真的要很感谢陈院长与
各位老师的付出，让我们在职的爸爸妈妈，不
用苦恼每天要如何劝孩子去上学，因为这件事
情从来没有发生在孩子身上。孩子每天总是开
开心心地去上学，欢欢喜喜地回家。从一开始
无法说出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吃过什么、玩了
什么游戏等到现在回到家就滔滔不绝的与你分
享学校的生活点滴。
文轩的老师，你们真的很棒！你们不需要
过多的作业、不用强硬的死背活记听写生字，
就能让孩子们拥有识字、聆听与阅读的能力。
当我看见自己的孩子可以拿着一本本的故事书
读给我听时，心中真的为她与你们感到自豪。
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指导，让孩子们可以在无忧
无虑的环境下轻松学习。在此我也要感谢所有
的阿姨，谢谢你们平日的照顾，谢谢你们烹调
的食物，谢谢你们的包容与关爱，因为有你
们，让我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转眼间安淇在文轩
渡过了四个年头了，在
这四年里，我看着安淇
一天天的成长和在课业
上的进展，我觉得很欣
慰。不知不觉中她教会我
很多东西，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说，而我也清
楚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她从
老师们的用心教导下而呈
余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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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虽然孩子们会
为了前程而各奔东西，但
我深深的相信，他们会秉
持老师灌输的正确理念去开启另一页精彩的人
生。
现在回想起孩子们每天背着小书包，脸带
笑容的叫我阿姨，真的令我念念不忘。感谢文
轩一直以来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充满爱的读书
环境，让他们每个都过着简单、快乐、知足和
感恩的童年。
感谢院长和老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谢
姐姐和阿姨们尽心尽力的付出。还有一班可蔼
可亲的同学们，因为有你们才成就了今天的安
淇。
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圆满。

转眼间，Cassly即将
迈入小学。谢谢文轩所有
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的爱
心教导与照顾，在此也谢
谢院长的关心。
对不起，原谅我，谢
谢你，我爱你
张雨彤
CHOONG YU TONG
CASSLY

感恩大家
PANG SHI 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