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This year all the children are filled with love.
2018 is the year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and New Dimension.We are in the 4th Dimension or New World that is full of new concept
of life, new living skills, new knowledge, new awareness and etc.
VE’s troop is formed since 2017. The main
purpose is to accumulate energy or strength of the
children, parents, teachers, and staffs to formulat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So that, we can achieve our
goal easily and learn to live in the moment/now.
No second thoughts, no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and letting go of negativity. We must work
together with one thought and one focus which
leads to one victory.
We lead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y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spirit as we step into the New Era.
VE’s troop is full of passion in leading the
children to realiz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These changes exist in every moment, in
creative future concepts and the coming of the 5th
Dimension World.
Thus, we must exercise good behavior which
attracts positive energy. Subconsciously, the
children will be led into the positive and the right
path.This will enlighten their lives.
As parents,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help
embed the New World’s concepts and messages to
our children. We hope our family will lighten up our
future generation in the aspects of body and spirit,
We have to learn to work together consciously and
build a healthy world, that’s the New World in the
future.
As teachers, we work with children and hope
to deliver the proper high level of thinking skills to
them. I hope we can work together closely to lead
our children to the New Era.

Teaching the children to become human being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o become good person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o become good citizens.
Ms. Sally Tan (Principal)

恭喜您。感谢您对孩子们的爱及支持。
2018年是新世纪的开端，大家都进入了
四次元时空。我们必须学习生活上的大转变，
新意识新思想。文轩族群於2017成立了，目标
是集合集体正能量的意识，身心晋升，一起迈
向“合一”的新世界。
文轩族群不遗余力地带领家长孩子们体验
这瞬息万变的时空及充满创造性的世界，以准
备第五次元新世界的到来。孩子们必须具备新
知识及智慧的光芒。
父母们，我们必须有正向的言行举止，集
体合作，勇敢带领家人及孩子们迎向未来新世
界。
老师们，我们必须传承高思维的意识及创
造性的知识给于下一代，并培养孩子们具备新
思维迎向未来新世界。

{BE HUMBLE ==> SINCERE WITH SOCIETY ==
==> DO COMMUNITY WORK }

{ 谦虚学习===〉真心待人===〉服务人群
这是新小孩在新意识的基本条件。

}

These are the conditions to become the NEW
WORLD CHILDREN.

界。

Let’s welcome and guide our children to the
New World in proper and simple way.

教育是教人做人；教育是教人做好人；教
育是教人做好公民 。			

让我们一起带领孩子们迈向新意识的新世

陈树沄硕士（院长）

心 悦 幼 儿园品格教育课程
W EL L PR O G RA MME
~~~ 适合4岁至6岁孩童

Suitable for 4 to 6 years old children ~~~

《 全能发展课程 》
传授（高思维）高层次思维技能

{ Holistic Programme }
Programme with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 (HOTS)
~ 求知识
~ 学做人
~ 学做事
~ 学共处
2015年决定让孩子
进入心悦学前课程是因为
了解孩子发展里学前的阶
段适合多阅读少写字而我
相信文选教育机构要引导
孩子的方向目标，所以毫
无犹豫地我报名了。
三年里，小女孩在不
会，不懂到讲的一口流利
赖炫宁
LAI XUAN NING
的英语，甚至还可以自己
独立阅读一小篇小故事，
我看见了文轩常常说得阅读的重要性。心悦学
前课程从4岁便给了很多阅读空间，让孩子与父
母有机会互动一起阅读。相比之下，许多学前
课程为了让孩子赶上小学课程而不断让孩子写
字，采用的只是短暂性提升语文能力的方法。
在文轩院长与老师的分享下，从阅读中看见孩
子很自然没刻意地认识了很多语法和生字。更
重要的是，孩子很主动地拿起书本阅读的习惯
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出来。

~ Gain Knowledge
~ Learn Social-Skill
~ Task Management
~ Team Work
今年进入6岁，课程带入国语和华语，很
多家长都认为太迟才进入三语，担心小学赶不
来。而我看见的反而是小女孩6岁到了好奇的阶
段，对新鲜的一切充满期待而快乐地学起三个
语言来，对于困难的听写也轻松地度过。
学习本来是一条漫长的路途，但是态度
和用心却是这一条路的关键。而学前品格教育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我很幸运地遇上文轩以
及院长和所有老师。也感谢她们一路不变的宗
旨，感恩他们不畏惧辛苦地为孩子付出，细心
地照顾也耐心地提醒，让孩子们更快乐自在学
习。也感谢daycare的老师和阿姨们，感恩他
们无怨无悔地为孩子，照顾他们的饮食，还不
忘矫正孩子们的品格德行，谢谢他们用心的付
出。
在此祝福文轩教育机构的院长，所有老
师，阿姨们和职员们以及所有孩子们：身体健
康、幸福美满、光明丰裕、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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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一番寒徹骨，焉
得梅花扑鼻香。
有愿望的人是幸福
的，那是因为他对生命有
着美好的期盼。小孩子正
是无忧无虑的，但成长的
环境也会带给他们不一样
的经历。有些孩子渴望能
出外旅行，有的孩子渴
邱靖甯
HIEW JING NING
望能有一架电动玩具; 其
实，有些孩子的愿望特别
简单，就是希望父母能多抽出时间陪陪自己。
。。我相信我自己的孩子---靖甯，也是有同样
的期盼，因我每次踏进家门时，靖甯以及姐，
哥，妹们都以灿烂及天真无邪的笑容迎接我的
归来，心里顿时提醒自己-明天我一定要早点归
家。同时，心里也默默地祈祷：每一个世界角
落的孩子们务必要健康成长，心灵健康，幸福
美满。
我们其实非常幸运，能遇见了文轩院长及
师长们及认识了心悦同学会的爱心家长。文轩
院长不辞劳苦默默的付出，举办了一场接一场
的孩子及家长的成长讲座会，文轩所有师长都
孜孜不倦，务必教好每一位孩子，并让孩子们
心灵健康的成长；心悦同学会的爱心家长，群
策群力，策划了许多健康的活动，务必让所有
的家长都能一起快乐的成长及提升。再次，我
们也最真挚及诚恳的心意向文轩院长，师长们
及心悦同学会的爱心家长致了万二分的谢意。
我们的孩子---靖甯，从一个内向及害臊的
孩子，蜕变成现在一个比较大但及能够呈现自
己的孩子。看着孩子一日比一日的提升，心中
满是欣慰。所谓：饮水思源，前人种树，后人
乘凉，若没有文轩无私的教诲及指导，我们怎
样慢慢的成为孩子的明灯呢，孩子又怎能屈壮
勇敢及自信的成长呢？衷心祝福文轩，感恩您
为家长及孩子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让我们
与新频率的时空一起身心灵扬昇。祝大家平安
喜悦，幸福健康，新年快乐。共勉之，谢谢指
教。

陈玠锜
CHAN JIE QI

光阴似箭，孩子在
文轩已经有两年了！转眼
间，她也即将毕业步入小
学的生涯了。回想起她到
文轩的第一天，哭着进
去，而现在她是每一天很
期待的去上课，看到她学
习的那股热忱，真令我感
觉安慰，可能她已经找到
了学习的原动力吧！

孩子是一位蛮固执的
女孩，她想要的的一定要得到。但在这两年
里，也看得到她有少许的改变。记得有一天放
学回家，她跟我们说：爸妈，我是一位会听指
示的小孩。我们听了，不以为然。当她闹情绪
或不听教时，我就会问她：妳是一位会听指示
的孩子，对吗？她就会顿时低下了头来软化自
己。
在文轩教育是一所特别的幼儿园，它提昌
的不是直接教导而是启发性的教学，让孩子更
有兴趣学习。起初，孩子常常用口述，告诉家
长老师交待的事，开始我们对带着怀疑的心，
是老师交待的吗？老师不可能只告诉孩子，没
通知家长。但经过一番了解过后，才知道这是
校方的一片苦心，原来要他们学习资讯转达
( information transfer )。
在这两年里，改变最大的是培养了阅读的
习惯。还记得四岁那年, 把第一本 reader 带回
家时，她从厌倦而不断的从复阅读。接下来，
她也带了一本 555的簿子回来说要记录每天读
的故事书。她每一天都会要我跟她讲故事。如
今，如果拿了一本书她一定要把她手上的读完
才罢休。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看到她的坚持。希
望这阅读的种子可以永远陪伴着她。。。
很感恩院长的引领，按排许多的讲座让我
们父母更了解如何引导我们的孩子。也感谢老
师的指导还有许多阿姨们的付出,使孩子能快乐
学习。
愿祝大家生活幸福，美满和安康！

亲爱的老师，院长
和同学们：我就快要毕业
了，时间就像滑滑梯，过
得真快，一转眼，我在
VE 都四年了，我就要毕
业和离开 VE 了，离开我
们亲爱的老师和院长，离
开可爱的小朋友，离开我
们快乐的大家庭，要上小
学了，真有点不舍得。如
李宇轩
今，我们长大了，要上小
LEE YU HIN
学了，就象小鸟长大了，
要飞向更远的地方，都忘不了ve里的欢歌笑
语，忘不了亲爱的小朋友，忘不了像爸爸，妈
妈一样亲爱的老师和院长!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是您手里的风筝，无论我们飞得多高、飞得多
远，我们的心永远和您连在一起! 谢谢您，老
师!愿您永远健康、快乐、美丽! 我们一定会好
好学习，用出色的表现来报答老师。我们一定
会很棒。
我孩子是马乐晏，她
从三岁就进 Joyful，然后
四岁继续就读 Well Programme。文轩没让我失
望，训练孩子从小开始看
书阅读，比起其他孩子来
说，我的孩子真的很爱看
书、很爱阅读、不会讨厌
做功课的。我的孩子都很
爱上学，补习班、才艺班
马乐晏
LYANNE
都是她自己要求要上的。
MAH LOK YIN
她从不会说讨厌上学或者
恐惧上学，还没毕业就已经告诉我上了小学还
要来到文轩的安亲班。这证明了她真的很爱文
轩、很爱这里的老师们。
在家里，当她功课上遇到难题，她也懂得
自己去找书本、图画字典等等的。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们父母也要学会引导
孩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答案。
我很欣赏文轩的一点，那就是让孩子学
习把信息传达回来给父母，这真的是很棒的教
导。
最后，感恩我和孩子们有缘份来到文轩学
习，这是我们的福气，能够在那么有爱的环境
里让孩子度过充满美好回忆的童年。谢谢。

Hi, name saya Lee
Yee Yee, ibu kepada
Choo Zi Qian, Saya ingin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guru-guru di VE
Well Program. Saya
amat menghargai jasa
semua guru-guru di VE
Well Programme selama
徐梓骞
3 1/2 tahun anak saya
CHOO ZI QIAN
menuntut ilmu di sana.
Saya boleh melihat perkembangan yang baik
dari segi pembelajaran pada diri anak saya.
Tidak dilupakan, saya ingin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Cikgu Chan dan
Cikgu Ranice kerana bersabar dalam mendidik
anak saya walaupun anak saya kadang-kala
enggan bekerjasama, dan juga menegur anak
saya dengan lembut jika anak saya melakukan
kesalahan.
Terima kasih juga kepada Guru Besar kerana memberi ceramah yang bermanfaat kepada ibubapa. Untuk pengetahuan pihak VE Well
Programme, anak saya amat menyukai Kelas
Wushu yang dianjurkan dan saya amat berharap kelas ini akan diteruskan juga di masa
hadapan. Perkembangan yang ketara saya
nampak pada anak saya ialah posisi berdiri
atau duduk adalah posisi yang tegak , saya
amat berpuas hati dan ingin mengucap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Cikgu Wu yang mengajar
anak saya. Holiday Programme yang dianjurkan oleh VE anak-anak saya belajar dengan
gembira sebab mereka telah belajar sesuatu
yang berbeza.
Dan akhir sekali saya amat bersyukur kerana anak saya belajar di VE Well Programme.
Sekian terima kasih .

时间像小马车，我
坐着小马车在幼儿园驶
过二年的快乐时光，我
从一个咿呀学语的三岁
幼童，长成了一个勇于担
当、活泼可爱的六岁男
孩，那里是我成长的第
一个台阶，是我最快乐
和幸福的家!我立刻要告
别幼儿园，离开二年来
林子谦
MATTHEW
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小伙
LIM CHEE HIM
伴 们 ，立 刻 要 从 充 满 欢
声笑语的幼儿园毕业，进
入到遍布朗朗读书声的小学校园，我是多么舍
不得!
但是妈妈告诉我小鸟在一天天长大，它终
究有一天要高飞，我们也一天天在成长，也不
得不离开心爱的幼儿园，飞到更广阔的天空，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老师!谢谢幼儿园!
二年来，老师的悉心教导使我慢慢地成
长，小朋友的友情让我依恋，幼儿园的完备设
施让我乐而不想回家，老师成了我心中最爱的
人，小伙伴成了我口中提到最多的人，幼儿园
成了我心目中的天堂。
感谢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护我们!每一天老师
都早早地赶到学校，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迎接每一个小朋友的到来，您让学会了识
字、算数、绘画、音乐、钢琴、舞蹈，老师
教会了我管理自己、与人合作，我就像棵小树
苗，在那里尽情吮吸着汩汩甘泉，不断地茁壮
成长。老师就是我们的好妈妈!
感谢亲爱的小伙伴们给我的关心、爱护!
我们一块画画、一块写字、一块唱歌、一块游
戏，笑在一齐，乐在一齐!太多完美的回忆会陪
伴我一生，让我们永远做朋友!更要感谢幼儿园
给我们创造出这样活泼、多彩、个性的幼儿学
习生活!
亲爱的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孩子，是您手
里的风筝，无论我们飞得多高、飞得多远，我
们的心永远和您在一齐!谢谢老师!祝你们永远健
康、美丽!谢谢幼儿园!祝您的明天更加完美!

孩子在学校学习当
中增加了不少知识，她每
天开开心心的与朋友学习
新知识还认识许多新的朋
友，甚至会互相教导彼此
所学到的东西。希望孩子
能上一年级的时候能用到
幼儿园老师所教的东西。
感恩老师所付出的一切。
杨紫棋
JACYLIA YONG ZI QI

转眼间，女儿就要毕
业了。感谢院长，一路以
来的指导和包容以及感谢
所有的老师给于凯欣的细
心教导，关心与爱护。
回想起三年前，刚来
到joyful，从一个不懂事
不识字的孩子，现在已成
长懂事，在老师们的引导
萧凯欣
下，变得有礼貌，感谢老
SEOW KAI XIN
师对孩子的鼓励，在您的
赏识下她变得自信多了。她学会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谢谢老师的培育，使我的孩子有了很大
的改观。在您的照顾和教育下，已经比以前有
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我们都能体会到。
在这三年里，她在这里学写字，学画画，
唱歌跳舞，游戏，武术，吃，睡，笑，乐在一
起！太多美好的回忆陪伴着她。感谢院长，感
谢老师们，感谢阿姨们及同学们与她一起度过
的这些年。感恩有您！
我们深深明白孩子的点滴进步，得益于院
长的直接领导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院长和老
师对家长周到热情，经常同家长保持良好的联
系沟通，让我们感到非常温心。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院长引导出这么杰出
的幼儿园，感谢教育过我女儿的所有老师及阿
姨们，感谢你们对孩子的爱和关怀！对您的感
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却记在心中！祝愿各
位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文轩、陈院长、全体
老师您们好！又到孩子毕
业也是必须俭讨孩子们，
父母们在今年的努力有什
么结论的时候。
看看现代的社会，
很多父母都是处于双薪家
庭，同是父母的我也感同
身受，所以在这些曰子里
萧凱元
CHIEW KHAI YUAN
面无论是父母、老师都各
司其职尽最大努力把日常
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做好。在今年我本人觉得
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
年我相信是我们全马來西亚人情绪波动最大的
一年。因为沒有人相信有些事情真的可以改
变。有些人说这些改变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什
么都沒有！我本人觉得有什么好处就在于你对
国家的未來抱着什么心态和观点去看，其实这
些人都处于选择性看世界的病态去看待每些事
情。无论什么心态都好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心
态一样有个雨过天睛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全体
人民；父母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全
新的新时代。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不可
思仪，也觉得生在这个年代的我非常幸运。因
为有幸让我看见一段不须流血的革命成功的诞
生，真是不枉此生。在看看有一班这么努力付
出的年长领导，我们做父母的吃些苦算得了什
么？
正所谓上梁不正就下梁歪，沒国那会有
家？所以为人父母的我们也更加必须自我超
越，以身作则好让孩有个好榜样。
在次感谢文轩上下的工作人员、院长、老
师们感恩有您们。谢谢。

感恩老师，啊姨，院
长，文轩多年来细心照顾
和教导。
祝福：大家身心灵健
康，快乐。
刘沛宇
LOW PUI YU

刘心语
WENDY
LAU SIN YEE

心语与文轩一起相伴
了三年。三年的时间里，
学会了看到人会主动微笑
打招呼，离开的时候会挥
手说再见。还记得你刚来
幼儿园时，哭闹着找妈妈
的样子。三年后，站在我
们面前的你，通过自己的
努力，真正获得属于你自
己的那份收获。看到你三
年来的成长点滴，觉得倍
感珍贵！

希望你即将开始的小学生活中能有更好的
表现，也希望你将来不要吝啬你灿烂的笑容，
让它填充你未来的每一天！
Best Regards
Catherine Chua
(Wendy Lau’s mother)

感恩有文轩孩子在文
轩上课可以看到孩子的成
长和懂事学校的的老师们
都很有爱心让我孩子有丰
富的教育谢谢文轩。
黄文丰的爸爸
黄文沣
ENG BOON HONG

我与文轩机构结识已
有七年了。我三个女儿都
在文轩完成幼儿园阶段。
文轩已经成了她们三姐妹
的共同成长记忆。
转眼间，又轮到我最
小的女儿 Esther Yeoh 毕
业了。
杨韵蓓

ESTHER
非常感恩文轩心悦的
YEOH
YUN BEI
学前教育课程的编排，让
我的女儿们能在没有压力，轻松、快乐自在完
成幼儿园生活。

在此，感谢创办人陈院长和老师们的培养
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最后再次感恩文轩带领着
和陪伴我和孩子一起成长。

张智聪
CHARLIE
CHEONG CHE CHUNG

张智祥
SHAWN
CHEONG CHE SHIONG

CONGRATULATIONS SHAWN &CHARLIE !
Whale DONE boys !!
Finally both of you have made it through
you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years. Thank
you for being so well behave & thank god both
had achieved what its supposed to know. All
these achievements should lies with all the
caring teachers who have been well taught
our kids. And herewith we would like to thanks
all teachers who have been involved. Teacher
Lam, thank you for being so patience & loving.
Teacher Chan, thank you for being so tactful &
passionate.Teacher Ranice, thank you for being so straightforward yet loving.Teacher Suzanne, thank you for being so kind & loving.
Never forget Teacher Eng& Teacher Cac who
have been left while ago. Thank you all !!
Lastly thank you VE for providing the environment for our kids to explore themselves &
yet there’s still many rooms for improvement.
Lastl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childrens&
Happy graduations !!

刘奕阳
LOW YI YANG

时光飞，转眼间，
孩子你即将要迈向小学生
涯。回忆起从妳呱呱落地
直到现在,成长路上的点点
滴滴，有快乐的、有伤心
的、都深深地收藏在爸爸
妈妈的心里。		
		
爸爸妈妈感谢上天将
妳赐予我们，感恩妳健康
平安的成长，爸爸妈妈爱
妳。

李紫卉
LEE ZI HUI

非常感谢文轩所有的老师、阿姨、姐姐
们，你们无私奉献耐心教导还有对孩子的爱与
包容让我们体会到教育工作者的伟大，你们的
用心让孩子得以在一个充满爱与正能量的,环境
下健康快乐的学习和成长。			
					
在此真诚的感谢文轩全体同仁，安康、喜
悦、幸福！		
转眼间，今年就轮到
皓杰毕业了。不知不觉他
在文轩度过了三年半的心
悦学品格教育课程。

杨浩杰
YONG HAO JIE

感谢 Teacher Ranice
的指导和任真的付出。在
老师的指导下，让他学会
儿歌， 唱歌，写字 和分
享等。

不久后，你将会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了，妈
妈和爸爸希望你能勇敢的面对另一个里程碑。
在此谢谢院长给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文轩
教育机构的老师们 和感统训练的老师，谢谢你
们！

It has been wonderful to have you as my son teachers . I appreciate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We thank you for that. Yi Yang is more
discipline in term of his personality and have the healthy knowledge of not
eating junk food whenever I bring him out.
From Yi Yang’s mother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ose
thoughful teachers, lecturers and organizers of
VE Well Programme. It
is indeed a good environment to learn m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from
this academy. Of course, I
李长政
come across this thoughLUCAS
ful academy has provide
LEE CHANG ZHENT
a relax and easy teaching
for the students. My boy has learn the fundamental discipline, manners, automatic spontaneous from the academy. Beside this academy would organise all sort of family activities
which help the parents understand their child
better.
时间过得真快，凯
堂今年就幼儿园毕业了。
凯堂在家中排行第二。常
听人说排行第二的小孩在
性格上都比较“搞对抗”
，我当时绝对认同。在他
五岁学校安排家长见面讨
论时，老师都会告诉我：
“凯堂不错啊。小孩顽皮
是有的，但是劝他的都会
张开堂
听。”我很惊讶因为他在 CHONG KHAI TANG
家里和学校的态度不一
样，完全判若两人。在家里，他的脾气真的很
倔，生气时还会对父母拳打脚踢。老师回答我
的当下，我意识到了我们身为父母的问题而不
是他。我改变了对他的想法和应对态度。逐渐
地，我们的关系也改善了。他的态度比以前温
和多了。坦诚的爱可以融化彼此的心，进而解
决问题。
借此，我想称赞凯堂。他是一个比较独
立和自律的小孩，较少让我操心。他的品行建
立，我不得不感谢文轩的院长，老师们，看护
阿姨们和其他/她文轩伙伴们，因为有你们的爱
心教导和用心付出，才会让孩子们健康（内外
在）的成长。感恩！

要同时教养两个孩
子真的不简单。自从你
出世后，我是忙得满头
烟，常常忽略了你，但
是很感恩，你一直是很
好带的孩子。你从小就
很少哭闹，很懂事，也
很暖心，会懂得跟我们
撒娇，是个很乖巧的孩
子。曾经一度我们太纵
朱雨轩
CHEE YEE XUAN
容你，导致你变得很调
皮，也很不独立，在你四
岁上幼儿园时，因为我交代姐姐要照顾你，所
以你一上学就哭闹，后来我知道你是时候要独
立了，便嘱咐姐姐，不需要再看着你了，也给
了你信心，因为你已经长大了。那时真的很神
奇，你从此以后上学就不哭了，也会自己背起
书包上学去。
你去文轩很多年了，这些年一直在看你成
长。文选教育机构没有太多的作业和考试，可
以让你好好地享受童年，保留童真。你学会交
朋友，学会自己做好事情，学会自己负责，学
会爱别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热爱学习比考
试更重要，所以让你留在文轩，希望你能对学
习保持兴趣。
你常常会问很多很奇怪的问题，也很会
思考，有时候问的问题连我们都不会回答，所
以我们都说你是很有慧根的孩子。比如有一
次你问了问题，我随口说：“等你长大后就懂
了。”你竟然继续追问：“为什么长大后就会
懂呢？那你已经长大了，什么都懂了吗？”
我教你读书的时间没有姐姐多，太多东西
要兼顾，所以发现你看书都只看图画，导致认
字比较慢，所以对你有歉意，但是很庆幸，你
的领悟力还是很好，还可以跟得上课业，而且
还很喜欢学习，在外面看到认识的字，还会指
给我看，这让我很欣慰。
雨轩，感谢你为我们带来欢乐，希望你不
断成长。
也感谢文轩的院长、老师和阿姨们对你的
照顾。
朱雨轩妈妈

李冠祤
LEE KYONYU

冠祤，我家的老二，
别名江鱼仔，想不到你终
于要幼稚园毕业了，明年
即将展开你生命中全新的
一页，迈入小学生涯。曾
几何时，我心里期待着看
穿着小学校服的你踏进校
园的画面，但是另一方面
又不想你这么快长大，很
是矛盾。

想起当时仅听一
位朋友说文轩不错，就把你姐送进 Pre - WELL
Programme幼儿潜能开发课程 (2岁至3岁)，接
着报读 WELL Programme 学前品格教育课程
(4岁至6岁) ，不过期间我很少出现在文轩，不
清楚文轩的教育理念，而且因为工作关系，都
是你爸爸和你亲爱的外婆，我伟大的妈妈在接
送你姐上学和放学。
到了你上幼儿园的年龄，没多加考虑，理
所当然也给你报读 WELL Programme。也在这
时候，你的小妹出世了，我毅然辞去了工作，
做起了全职妈妈。我这才真正接触和了解文
轩，我的选择是对的-给你们选对了幼儿园，相
信这是我送给你们到现在为止最好的礼物。
孩子，爸爸妈妈要你快乐学习，健康平安
快乐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最重要的是
要学会“感恩”。爸妈相信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总是比较快乐，因为你总是能看到所有事物美
好的那一面，感受到“爱”的存在，有个快乐
人生。
在此，借此机会要谢谢陈院长和各位文轩
的老师，总是在我彷徨无助时（在教育孩子方
面遇到难题）给我建议，点亮那指路的明灯。
感恩
林晔彤
LIM YIP TONG

终于毕业啦！感谢在
文轩所有老师阿姨姐姐们
的在这一年里，对晔彤的
用心教导让孩子可以自由
自在愉快的学习。谢谢大
家了。

煦恩在文轩三年了。
从原本胆小、说话含糊不
清、爱哭的小女孩，蜕变
成懂事、活泼、说话有条
理的好孩子。感恩老师们
的付出和照顾。
选择文轩学前教育机
构，是因为喜欢这个机构
的教育理念。煦恩在文轩
吴煦恩
不只学习到基本的书面知
NG HUI YEN
识，还有许多待人处世的
道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感恩老师们着重培养
学生们的情商、健康饮食及中华文化的知识。
此外，感恩老师们大量阅读绘本故事给孩
子们听，让煦恩每一天都很期待去上学。
幼儿园毕业后，希望煦恩能一直抱着学习
的热诚。感谢所有老师们，谢谢您们，让孩子
们在快快乐乐的环境中学习。
转眼间，JENSIE 在
文轩的三年学前教育结
束了，即将踏入另一个
阶段。

顾诗欣
JENSIE
KHOO SZE XIN

感谢让我和她轻松
愉快地度过这三年，没
有太多的功课和压力，
而是通过阅读让她能够
顺着看、听、读、写、
记来掌握三语，让她能
快乐地学习。

除了教导学识智商(IQ)，还要兼顾品格情
商(EQ)，IQ高的孩子人生未必成功或快乐，但
善於管理情绪EQ的孩子，将来的成就和人际关
系是被肯定的。
最后，感谢文轩院长及所有老师的用心和
付出，让孩子有全面地学习。
谢谢。

感谢 Ms. Yong 介绍
和分享才认识到文轩。欣
倪不知不觉在文轩已经有
四年多了。我怀她尾期就
报名去上陈院长所教的课
程，如育儿宝典，以手传
爱按摩和阅读方法。由于
上课而了解更多宝宝身心
发展和对文轩的信任，在
欣倪一岁十个月我就决定
蔡欣倪
CHUA XING EE
让她进 Joyful了。欣倪从
小情绪和身心都很稳定，
应该是从她出世后一个月我就开始跟她按摩和
她所在 Joyful 做的大小肌肉运动。

有建议我让欣倪学唱歌，她学得很开心也让她
在今年的中秋节晚会表演合唱团，感谢学校制
造让孩子有自己表演平台的机会和鼓励孩子表
演的勇气。

欣倪从小我就有陪伴她阅读的习惯和学
校很推广亲子阅读计划，使到她培养了阅读兴
趣，每晚都一定要阅读才肯睡觉。我选文轩另
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学校让孩子吃健康素食。要
感恩与感谢 Joyful 的 Ms. Yap, Ms. Chua 与
aunties 对欣倪的照顾。她很喜欢吃学校准备的
素食。有时她还会说她有加面或加饭吃呢。感
谢 Well Programme 的 Auntie 们准备美味的素
食给孩子们吃。

我的小儿子，浩扬在
文轩三年的学习时光就如
白驹过隙似，转眼间他已
来到即将进入小学的里程
碑了。

到了欣倪准备上幼稚园，我其实有为欣倪
报名慈济大爱幼稚园也带她参观学校，最后我
让她自己选择读文轩和大爱。最后她自己选择
文轩。从这里我看到自己的孩子确实喜欢文轩
的老师们和学校环境。这让我更放心的让她继
续在文轩学习
。
在孩子四岁和五岁读 Well Programme
的期间，我过得很轻松，也看到孩子在学校
是过着轻松快乐自在得学习。这个 Well Programme 课程让孩子阅读很多故事书，也使到
孩子在六岁的时候就认识很多字了。她的生活
自理也很棒，时常会主动在家吃饱饭后自己洗
碗。我最感动的是在欣倪五岁的时候，我的情
绪不稳而影响到她的情绪，这个期间很感谢
Teacher Chan 和陈院长的配合和努力帮忙一起
教导我的女儿。女儿也配合学感统运动也使到
她的情绪好很多，谢谢感觉统合老师 Teacher
Tan。
这三年我们也参加学校所举办的中秋节和
圣诞节晚会，学校筹办和安排很多亲子活动也
让家长们可以和孩子增加亲子关系。今年陈院长

在这个育儿途中，我要很感谢Teacher
Emily 给了我很多育儿资讯和支持。
在此，忠心地感恩和感谢文轩教育机构
全体老师们，Teacher Emily, Teacher Lam,
Teacher Chan, Teacher Ranice, Teacher Marie,
Teacher Ada, Ms. Yong, Teacher Tan, 张老师,
Nursery auntie 们和陈院长，祝福您们幸福快
乐安康。

我与内子都很庆幸
在众多的幼儿园里选择了
文轩。在这里没有填鸭式
的功课压力，尤其对于较
刘浩扬
LAW HAO YANG
为好动的男孩儿，他们更
能够自在的学习。尽管如
此，纪律与阅读依然是院方贯彻的灵魂文化。
如此的熏陶更能让小孩感受学习的乐趣。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对文轩上下
同仁的最佳写照。感谢陈院长及文轩所有老师
们的努力及用心。请继续加油！
Hao Yang Father

郑嘉乐
CHANG GA LOG

我是郑嘉乐，我的哥哥郑家颖和弟弟郑家
轩都在文轩学习，我去学校不会哭，这里的东
西很素食很好吃，可以学画画，武术，能参加
运动会，还可以上台表演。谢谢院长，老师，
阿凤阿姨，Ms Chua 姐姐, Ms Yap 姐姐，Aunty
Lau 他们都有照顾我，我顽皮时也有罚我，也
会给我很多食物吃。谢谢!

爱子皓文将快毕业
了，回想当初初入文轩求
学的他时，百般滋味顿时
涌入心头。
孩子的语言发展较同
龄的小孩来得迟缓，专注
力也差。在2015年10月
份，三岁多的他开始接受
感觉统合训练。依稀记得
郑皓文
TEH HAO WEN
孩子初受感统训练，肢体
动作略显僵硬笨拙也不协
调，时闹情绪也不会听从导师的指示。庆幸在
我俩的坚持与老师们的耐心协助下，孩子接下
来也不再排斥感统运动了。感恩院长的用心安
排，孩子在 2016 年一月以四岁之龄顺利进入
Joyful Programme学习，在约半年的时间里当
插班生与三岁学童一同上课。当时我俩还真担
心他跟不上学习步伐，因学什么东西都比同龄
孩子来得慢。感激院长的细心观察与评估，孩
子终于度过了 ”试用期”，在下半年正式进入
Well Programme学习。
在年中及年尾的两次学习评估时，老师
让我知道孩子具体的学习状况。四岁时的他只
会以鹦鹉式般的说话方式来沟通，理解与表达
能力弱，同时不懂得传达讯息，同学间发生的
事或老师交代的事务也都一问三不知。除了握
笔书写乏力，学习态度不认真，也不能够安定
坐下听课。心里很苦恼也纳闷自己不懂得教孩
子，为何我俩的孩子这样不听话也不思进取
呢。感恩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与谆谆善诱下，
同时结合感统运动的训练, 之后孩子的学习专
注力也改善了很多，语言表达能力明显地进步
了，肢体动作也灵巧多了。
文轩推崇的全素食文化帮忙克服了孩子挑
食的坏习惯。孩子自小就滴菜不沾，要是硬把
菜往他嘴里送，他都会作呕。也许文轩的素食
环境改变了他，现在孩子不再抱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在学堂进食，阿姨们准备的爱心食物也不
再被他浪费了。
孩子五岁时，他在读，写和记忆方面掌握
地不错。现在的他学会帮忙作家务，也懂得关
心家人了。记得有一晚，他看到我腿上有被蚊
子叮咬过的痕迹，就说要拿药膏给我涂。当下
我真的很感动，我俩的孩子长大了! 孩子已能快

乐地学习，除了参加音乐班，孩子也在历届文
轩毕业典礼中参与班级舞台演出。
今年六岁的他除了报读文轩英语会话班也
参与了三语补习班，以期为接下来的小学之路
奠下基石。而我也每天坚持拨出一些时间陪孩
子阅读，希望能培养他多阅读的习惯，提升语
文能力的同时也让他多思考。如今，孩子的情
感发展明显进步多了，懂得投诉，抱怨，也开
始调皮了。或许是这年龄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吧。
皓文在学校里给老师与阿姨们添了不少
麻烦，谨此诚恳地向们说声 “ 对不起。”非
常感激妳们一直以来付出的爱心, 包容与悉心
地照料孩子。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用心栽培及教
导孩子，妳们的努力，我俩感受得到，期待
妳们能继续培育更多快乐自在的孩子。谢谢感
统老师们的耐心与教导，辛苦妳们啦。不忘感
谢院长不时给予的咨询与讲座，让我俩学习及
吸收到不少新知识，开拓视野的同时也在心灵
上得到升华。在您的倡导支持下，文轩举办的
各种亲子活动让家长们有机会跟孩子一同参与
玩乐，促进更紧密的亲子关系。感恩您苦口婆
心地一再提醒我们多陪伴孩子阅读和多按摩，
也要爱护地球。在此也感谢心悦同学会设立的
facebook, 提供一个平台让家长能针对每日一
字，用不同表达思维的方法来协助文轩族群们
的成长，并吸收了满满的正能量。此外，妳们
的whatsapp通告也提供多种有用的最新活动讯
息，谢谢。文轩亲子坊的义务管理员，有劳妳
们的付出了，谢谢。
祝你们大家幸福美满，期待文轩未来再迈
向新的里程碑。
之。

起步要早，起步也要好，愿与孩子们共勉
给孩子的话，

谢谢你的到来，让爸妈能学习如何教养与
跟你这新时代的新小孩相处。你要信任爸妈，
将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不管未来有什么挑
战，我俩都会跟你共同面对及克服它。不求你
学业成绩有多出众，但愿你一生安康，简单自
在地快乐学习，成长。
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祝福你 !

李慧恩
LEE HUI EARN

光阴似箭，转眼间，
我们家的慧恩就幼儿毕业
了。记得一开始，是在
她18个月大时，让她去
上 Emily 老师的幼儿音乐
班。这才让我认识了文轩
教育中心。在此，我要谢
谢Emily老师的教导。慧
恩每次上完音乐课，回家
总会手舞足蹈的哼起音乐
来，现在她是一个爱音乐
的小孩。

再来是2岁时，给她送进文轩 Joyful 托儿
班。一开始，她也是会哭哭啼啼不肯进学院，
感恩她很快的就适应了。谢谢老师，姐姐和阿
姨们给她一个爱与温暖的环境学习。她从还要
喂吃饭到她自己吃，变成一个很棒的孩子。
到4岁时，也让她上文轩的 Well Programme
幼儿院。在此要谢谢她的班主任 Teacher Lam
的教导。以及谢谢现在6岁的班主任Teacher
Ranice,谢谢妳们教会她很多道理与知识。也
让她在幼儿院快乐成长的学习。我也要谢谢文
轩的陈院长，谢谢妳时常给我们家长讲坐会，
让我们长知识，同时也一直提昌阅读。很尧辛
的，我的女儿不必在填鸭式的环境学习。
我也要谢谢负责监督她感统学的陈老师。
谢谢老师时常鼓力她，她从开始不可以到现在
可以独自的完成所有的运动，也不会像以前那
样的依赖妈咪。在此我也要谢谢学院的老师，
姐姐和阿姨们，谢谢你们辛勤的教育孩子们。
祝愿你们健康快乐。
“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我爱你”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
间我的孩子-朱晋贤即将
踏入小学一年级。

朱晋贤
CHU JIN XIAN

还记得在他三岁时，
不怎么会说话，让我觉得
有点担心。后来进了Joyful之后，他既然学会了说
很多简单的词语，这才使
我放下“心头大石”。因

转眼间！即将迈入
小学的李嘉俊，在文轩幼
儿园就快结束了。他的两
个姐姐也是文轩的毕业
生。现在轮到他也在此完
成他的幼儿毕业了。在家
是个小霸王也是个被宠的
孩子。从他两岁半就开始
上 JOYFUL 儿班了。相
隔一年半后，他也是一样
李嘉俊
的进幼儿园（ Well ProLEE JIA JUN
gramme ) 到现㽵。在这
几年里看着他的成长过程，认识学习和开心成
长。他是个爱玩的孩子，思想和两个姐姐的不
一样。但他回到家后会主动写作业和练习听
写。虽然考出來的成绩时好时坏，毕竟也是尽
力而为。有時也会给我知道他的想法和意见。
也時不時在听从他的婆婆和公公说他是个有爱
会关心人也是个暖男孩。
对着三个孩子的我也遇到孩子的叛逆期
時，会觉得很累，很无奈也很无助。曾经有想
过放弃的时候。但幸好都有陈院长的的敎导，
鼓励和正能量才能坚持到现在。也请原谅嘉俊
和很多我有做不足的事。
感谢，文轩敎育机构。感谢陈院长给了
一个一式站服务和孩子们学习的平台。
感恩，文轩全体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
敎导，包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孩子们得以快
乐的成长。
最后是，嘉俊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爱你！
你们永远都是爸妈的宝贝，加油！
对不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祝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和安康！
为好动和无法集中注意力，院长就提议我
让孩子参与感统运动的项列。坚持了一段时间
后，发现真的稍微有一些改善。其中阅读的教
学方式使晋贤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也从中获取
许多知识。
最后，在此感谢院长以及全体老师给予晋
贤一直以来的耐心教导，包容以及关爱。
谢谢,愿大家幸福美满。

首先我要感恩上天
有美好的安排，也和大家
說聲好！感謝創辦文軒機
構的院長，還有各位老師
們，因爲有你們真心與用
心付出引導與教導孩子使
得我們家長們都很安心；
也能專心工作不必擔憂很
多。在文軒機構的教育我
感覺孩子會很正常的成
张慧德
TRUONG HUI TER
長，也能發揮他們的潛在
能力很有生命力。所以我
可以找到那麽好的地方讓我的孩子在這裏學
習，感到非常的高興所以我選擇對了地方。
在文軒教育機構里有包羅萬象可以讓孩子
學習的地方，比喻: 幼兒園，安親班，補習
班，音樂班，武術班，感覺統，等等各種各式
的課程都有。這些課程都能激發孩子在情感上
能發展的很順利也能發揮孩子的潛在能力。這
些課程也能讓孩子能平復調和他們身心靈。在
這裏學習可以讓他們有很好的回憶。我感覺孩
子在這裏學習他們會學到很多，記憶也慢慢的
增加；我們在家里不必費很多力氣教導而是在
和他們一起復習就可以了。
以前有位朋友和我説我懂的生小孩就要懂
的如何教孩子，不要讓孩子沒有教育讓他們學
壞。所以這些話讓我很懊惱很壓力，不知所鑄
也不知如何引導孩子。現在慢慢在文軒教育機
構學習著如何陪伴孩子一起成長，我的部分就
是要付出時間與精神陪伴。我感覺孩子在這裏
學習一定會有希望我對文軒教育機構也很有信
心的。
我選擇孩子在文軒教育機構里學習會省了
很多時間不需要到處找學習的地方，因爲這裏
有孩子可以學習感覺統能激發孩子手脚靈活頭
腦也會清醒。以前還未理解什麽是感覺統現在
慢慢懂了。我的孩子做了這些運動是真的能激
發他們，慢慢的他們會清醒記憶力都有增加。
這些都是要時間不是一下子就有效果，很多人
都不理解說我浪費錢是騙人的不要相信，但是
我慢慢的能體會我的孩子學習了有改變，這不
是騙人的。
我有讓我的孩子學習音樂＆武術，這兩項
是我小的時候很想學習，但是我沒錢也不知道

在哪裏可以學習所以沒有學。現在在文軒教育
機構里有的學習，我讓我的孩子學習這兩項課
程。音樂是能給我們可以紓解壓力也能讓我們
能專注。現在科技發達電腦手機孩子是最喜歡
玩，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學音樂懂的玩樂器
不要玩手機。手機對孩子的身心性不好，會破
壞我們的身體的所有細胞。武術能讓我們養生
也能保護自己，在文軒教育機構里都有這個課
程，我看到我的女兒很喜歡學習我很高興。
在文軒教育機構里院長會安排很多節目都
很好也能把中國文化傳承讓我們知道。讓下一
代的孩子能繼續了解要懂的傳承。家長們送孩
子來也很的空，院長會安排很多節目讓他們發
揮，也會安排時間和他們交流教育有都協助學
習付出。但是我還不能投入因爲要忙工作，家
務沒有時間真的很對不起。我會盡量安排時間
參與文軒的活動。最后我真的很感謝院長，老
師們還有家長們的鼓勵，謝謝你們大家。

殷昕亮
OON XIN LIANG

殷昕旻
OON XIN MIN

很快的，三年的幼儿园的时光就这样的划
过，毕业啦！没错，我的双胞胎女儿毕业了，
她们即将进入小学一年级，迈向新的一道旅程
开始新的小学生的生涯。
想起开学的第一天，还担心她们哭嚷着
不要去上学，出乎意料的她们没有哭还很乐意
的。渐渐的，这三年里看着她们学习，还每天
会和说在学校的点点滴滴，很是开心。
在此要向院长以及所有的老师们，谢谢你
们，感谢你们的耐心教导。

覃晴
SAM CHNG

光阴似箭，2018年
轮到我在这此留感谢词。
我想说我的女儿毕业了！
谢谢这些年文轩的啊姨给
与女儿的照顾，女儿好喜
欢好开心啊姨用心准备的
午餐。还有谢谢一些父母
为小朋友准备的糕点馒
头。谢谢所有文轩老师们
细心的栽培。感恩！有文
轩真好，真的让我和女儿
获益良多。

回想起，自己上网查询亲子活动课程而接
触到了文轩。刚开始先试音乐课，然后才咨询
一下文轩教育课程。真的很幸运的让我搭上了
教育专家陈院长。通过陈院长的书籍和专访报
道和CD对文轩的认识。院长的文章里都让我这
个母亲有了新的意识。文轩在传承爱的教育爱
的正能量让我敬佩，让我知道原来通过按摩方
式让孩子关系更亲密。我也认同院长说的习字
不是写多多字，多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起步
的好等等的分享。文轩教育时常都有安排不同
课题的教育课程让父母小孩收益！文轩不止提
供父母小孩教育方法很有一套，对于饮食也很
讲究，环保意识很强，值得学习鼓励的！

不得不佩服的是文轩营业时间长，为了
配合迟下班的父母，赞！我女儿是三岁多在
joyful开始，然后就到六岁开始上感统。感统
运动棒！一开始会觉得很辛苦艰难，可是观察
了后，了解到可以帮助各方面的发展。好像一
部车子在四轮板上要学怎么控制和平衡。然后
体会到原来感统也可以触进亲子关系通过陪孩
子加油打气按摩。也可以乘着感统运动，放下
手机一个小时的时间陪孩子。谢谢全体感统老
师的耐心！看到她每天开心快乐的上课，不但
不会因为太多课业而且有自己时间看喜欢的节
目，有时间阅读上感统上语文班。在欣赏了两
届的毕业典礼表演，这里六岁的小孩们都有一
个上舞台表现的机会，不只是筛选出色的小朋
友还而是人人有个人表现的机会，这就是文轩
最特别的地方。
最后还有要谢谢文轩开了脸书，让大家聚
集把正能量转发。文轩脸书还可以让妈咪我认
识高思维很多创意思想的爸妈以及老师，棒！
在此再给全体文轩的老师们啊姨心悦同学会的
委员们致敬。
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祝福你！
覃晴妈咪上。

转眼间，孩子在文
轩“玩”了3年，岁月真
是不饶人。感谢文轩上上
下下，老师们以及幕后工
作人员，谢谢你们的包
容，在这三年里有你们的
陪伴，让我家幺女开心快
乐成长。

在文轩，她最开心的莫过于能够在年底的
毕业典礼上台表演。一学了舞蹈就开心的在家
里练习，希望在台上能做到最好。毕业了，很
快就会和好朋友们分道扬镳，开始另一段学习
旅程。

佳乐是个素宝宝，是
读着绘本和妈妈的手按摩
长大的。小小的她，很快
就牙牙学语，学习能力也很好。

再一次谢谢文轩这个大家庭，让孩子们能
快乐学习。祝福大家，幸福快乐，健康美满。

詹佳乐
CHIAM JIA LE

虽然，在四岁刚踏入文轩时，也哭闹了
好一段时间，但是在妈妈和老师们的耐心帮助
下，她还是融入了文轩这个大家庭。看着她，
每次放学回家，就迫不及待分享课堂上发生的
事情，都觉得很安慰，为她开心。做父母的不
就是希望孩子们快乐健康长大吗。

妈妈希望，在生活里不管遇到什么事，你
都能以感恩的心渡过一切。

From Jackie Lai
ChiamJiaLe’s mother

时间飞逝，眨眼间我
家老二皓信要毕业了。回
想起2012年，当时还怀
着皓信来到了文轩，机缘
巧合下学习了婴儿按摩，
童话世界，育儿宝典课
程，让我们获益良多。

张皓信
TIU HAO XIN

感恩院长在这六年
里，给予我们很多育儿启
发，让我们学习如何带领
新小孩。

皓信在文轩这三年里，除了学习知识，还
学习做人处事。看见孩子快乐自在的学习，正
向思考，让我们深感安慰。
皓信，
对不起, 请原谅爸爸和妈妈的无知。
谢谢你成为我们家的孩子。
我们永远爱你。
接下来，你就要进入小学面对新的环境。
爸爸妈妈祝福你平安，健康，快乐自在学习。
爸爸妈妈不怕你学习慢，只怕态度不对。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 Teacher Lam, Teacher Chan, Teacher Ranice和全体老师们的用心
教诲。还记得皓信第一天上学时的模样，从一
个爱哭的小不点蛻变成一个有自信爱发言的小
弟弟。
谢谢讲故事的姐姐们让孩子结下书缘，阿
姨们准备的爱心食物，武术班的吴老师还有筹
备活动的心悦同学会。
谢谢你们，让孩子有个快乐美好回忆。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悦。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
芯羽在幼儿园已度过了精
彩的三年时光。三年前，
她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的小孩子，经
过老师的培养和教育，关
心和鼓励，让孩子们在兴
趣中学习，在学习中掌握
知识。现如今，她已成为
一个具有多方面本领的小
林芯羽
大人了!这三年，也是孩子
LIM XIN YU
在幼儿园里理解新知识、
接触新事物的启蒙阶段。学画画、学识字、唱
歌、游戏、做手工等等，丰富的活动令孩子们
的幼儿园生活多彩多姿，既培养了孩子们的技
能和适应潜力，还完成了幼小衔接的平稳过
度。
感谢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护孩子!感谢老师
照顾孩子渐渐长大!感谢老师和阿姨们陪孩子吃
饭，陪护孩子休息，拉着孩子的小手做游戏!感
谢老师无怨无悔地教育孩子!感谢老师在生活中
教育孩子做个好人!感谢老师三年来对孩子的关
心与爱护!感谢老师的慈爱、宽容、聪明，让孩
子学会感恩、理解、思考!感谢老师的教诲之恩
让孩子终生难忘!感谢老师指导孩子如何和别的
小朋友们相处……
感谢三年来亲爱的小伙伴们给芯羽的关
心、爱护!你们一起画画、一起写字、一起唱
歌、一起游戏，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笑在一
起，乐在一起!太多美好的回忆陪伴着芯羽……
感谢陈院长，感谢老师们，感谢同学们，更要
感谢文轩给孩子们创造出这样活泼、舒适、多
彩的幼儿学习生活!
今天，芯羽终于要从幼儿园毕业了，就要
离开文轩这个温热的大家庭了，让我们带着院
长、老师的真心祝福，带着爸妈的期盼，祝愿
芯羽和文轩中每一位毕业的孩子走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再次对我们辛勤的陈院长、老师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祝文轩越办越好!祝愿所有的小朋友
都快乐、幸福、平安，也期望小朋友们能很快
踏上更大、更宽、更高的人生舞台!

哎呀，时间过得真
快！瞬间就到了大儿子人
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幼
儿园》。
回想当初，我是抱着
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让他
就读都没怎样去了解其它
的幼儿园。因为总是觉得
四岁还小就抱着给他轻松
赖敬毅
LAI JEEN YIK
无压力的心态学习咯。开
课不久就去参予文轩的讲
座会，才了解到阅读的重要性和其它的育儿知
识。那时就开始和他做阅读到现在，不过当中
也有偷懒和放弃过因为用错了方法。幸运的有
院长和老师们的指点，长气和罗哩罗嗦的也不
怕我们生气的一直提醒阅读的重要。还好现在
他有拿书的习惯了。
五岁那年，开始了解到他的课程和其它的
不一样。担心他会跟不上一年级。当中也有想
过帮他转换其它的幼儿园。不过因为列出利与
弊的因素后，最终还是选择了这里（文轩）。
到了今年（六岁），他的品行和学习态度也让
我尚可接受。当中也多谢感觉统的效果。在文
轩的这段日子里，要感谢这里所给予的各种平
台，资讯，教育方式，饮食习惯和良好的环境
让我们学习与成长。除此以外，也要感谢文轩
里的老师和全体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用心良苦的
教导，付出，体谅和包容。最后，祝福您和文
轩的小朋友们身心安康。在学涯旅程中发光发
亮。
爸爸妈妈爱你哟。如有做不对的地方，请
原谅我们。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
你，祝福你,谢谢。

从小我就发觉我的女
儿在语言和沟通方面比其
他小朋友来的慢，通过我
的朋友推荐我就了解文轩
教育机构的宗旨而我就送
了我三岁的女儿进了Joyful安亲班。起初我女儿很
抗拒甚至隔离自己与其他
的小朋友和老师沟通。可
是经过老师和多位安亲班
林恩晴
LAM YAN CHENG
的导师的细心和耐心的教
导，我的女儿渐渐敞开心
房去融入这个大家庭。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院长（陈树云）老师
的劝导而去参加感觉统和运动，令到我和我女
儿互动更加亲密，而且我女儿在沟通和思想越
进了一大步。
最后，我们在此感谢文轩教育机构全体教
育人员的付出与爱心而今到我们的下一代可以
秉承文轩宗旨快乐地学习和成长。
谢谢！

林恩晴家长
林志立和盧裕蓉

转眼间，我家的小
女儿向恩也要毕业了。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她便要
从6岁升上一年级了。还
记得四岁的她，一进“文
轩”，什么也不会。现在
的她，也学会了很多的事
物，学会珍惜，学会分享
也学会尊敬师长及朋友。
虽然，她在学习的过程中
陈向恩
THAN XIANG EN
遇到了阻碍，但是老师们
都在她的身旁，给予她一些帮忙。感谢老师们
的付出与教诲，让向恩在她的学习生涯留下了
这美好的回忆。真心感谢老师们。谢谢你们！

尊敬的院长、尊敬的
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
们：

王绥和
WONG SWEE HOE

这天是绥和毕业的日
子，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发
表几句感言。首先，要祝
贺小朋友，顺顺利利、开
开心心的从文轩幼儿园毕
业。同时，我向幼儿园的
全体教职员工，致以最诚
挚的谢意。多谢你们！

幼儿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孩
子的第二个家。是孩子理解启蒙教育的地方，
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乐园。从绥和三周岁时进
入托儿班起到之后三年的幼儿园生活，我切身
感受到孩子日益成长的变化。从初次离开父
母，哭的一塌糊涂的小屁孩，逐渐成长为这天
生活规律、富有爱心，会讲故事、会唱儿歌，
微笑可人，偶尔耍点小滑头的大孩子。这些变
化，都离不开幼儿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和精心
培育。
孩子是感情的延续，是家庭的期望，是
我们的未来。孩子是父母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作
品，永远值得我们去精雕细琢。几年来，我深
切的体会到，应对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拓展
自我的视野和潜力，时而天使偶尔魔鬼的小生
命，父母更多时候不是要树立权威，而是要放
下身段，与孩子平等对话。不要一味付出金钱
财物，而是要尽可能的多陪伴孩子，参与孩子
的活动，与孩子共同成长。
在此感谢文轩的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护绥
和！感谢老师照顾绥和孩子渐渐长大！感谢老
师无怨无悔地教育孩子！感谢老师在生活中教
育孩子做个好人！感谢老师三年来对孩子的关
心与爱护！感谢老师的慈爱、宽容、智慧，让
孩子学会感恩、理解、思考！感谢老师的教诲
之恩让孩子终生难忘！感谢老师指导孩子如何
和别的小朋友们相处......

大概三年前，是我第
一次带着忐忑与不安的心
送我的大女儿去文轩。我
们两夫妇都是上班族，最
大的顾虑就是孩子不想上
学。多亏文轩的院长与老
师的细心照顾，女儿没有
抗拒上学，这样就过了三
年。
王晨歆
有人告诉我，一间幼
WONG CHEN XIN
儿园若没有操场或者空地
让孩子们嬉戏玩乐，对孩子们身心发育有影
响。我想，最重要老师们的专业与热诚吧。文
轩对健康饮食的坚持，致力塑造孩子们的良好
品行与思想，还有举办各种活动让家长与孩子
们同乐，这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有的人会因
为孩子们在六岁就掌握了很强的数学和语文能
力而感到自豪。我觉得孩子们的自信和与别人
相处的能力更重要。看到大女儿在参与文轩的
活动时，与其他小朋友们打成一片，令我感到
十分欣慰。

最后，祝文轩院长、全体老师、学生与家
长：平安喜乐。谢谢文轩。
光阴似箭，我的女
儿名叫陈美瑛，在文轩已
经有四年啦！记得那时候
说话咬齿不清的她到现在
口齿伶俐，看着她慢慢长
大也变得懂事听话真的令
我非常感动。还记得那时
侯的她性格比较内向还怕
她会交不到朋友，但是在
文轩的教导下她慢慢的开
陈美瑛
TAN MAY YING
始学会分享与开心的交朋
友。当然这里所教的都是开心学习，完全没有
给孩子学习压力跟外面的有很大的分别。特别
的节日也会呼吁父母亲一起和孩子来参加活
动，非常注重亲子教育。她在这些里学习吃素
与珍惜食物。真的非常感谢文轩教育机构细心
的教导。
最后，祝福所有文轩教育的每一位工作人
员幸福安康。谢谢你们在孩子的四年里得到您
们的细心呵护与教导，感恩！
陈美瑛父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