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致：家长们
感谢您的支持及配
合。恭祝孩子们的未来一
切顺意。让我们一起领导
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成功
的道路。在此，我也祝您
和谐平静，健康平安。

陈树沄硕士
Ms. Sally Tan
(Consultant)

最后，由衷感谢大家
的热心支持。
文轩爱您

Dear Parents,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Congratuations and wishing your children all
the best in their furture. Let’s guide our children together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knowledgeable
path. In addition, I wish you peace and harmony,
good health and stability.
Again, thank you all for the great support all
the way.
VE LOVES YOU

Congratulations
Graduates of 2015!
Another period of hard
work for Well Programme teachers and
graduates. This coming
concert will be a platform for everyone there
to witness the great
effort you have been
thriving for. There is no
denial that all eyes will Ms. Shenny Lim
(Consultant)
be on you, Graduates
of 2015 and also the parents who by right,
should take over this stage as your landing to
show your creativity at work too!
I am grateful to be there as an audience to
watch your ‘little innocent perfections’ rolling.
And not forgetting the four and five year-olds
who are going to let their hair down as well.
Do your stuffs, children, you are definitely the Centre of Attractions! May your future
be filled with bountiful times and blessings!

孩子，你们长大了 !
你们毕业了 !
6岁是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典礼。你们还会有小学、中学毕业典礼、
甚至大学毕业典礼！老师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断向前迈进。你们要把握每一
个的学习机会。当然爸爸妈妈以及老师都会帮助你们。所以你们要听话，好好
学习。
至于爸爸妈妈，我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合作。因为有
你们，因为有我们才有了爱的感动，使我们的孩子都在健康快乐地成长 !
在此也不忘感谢心悦前教育的顾问Mrs.Lim与Ms .Tan 的指导，让老师们
Ms. Eng
能在一个轻松又快乐的环境与孩子一同成长。感恩 !
(Principal)
WELL Programme
最后，祝福大家永远幸福安康 !

喜气洋洋的“2015”
年，是我丰收又探险的一
年，也可以说是我已经重
生而又全新的开始 ! 感恩让
我认识到你们这群 Modest
class 的15 位新小孩，让我
有机会成为以心灵与科学结
合的正规教师 !

我在文轩已第六年了，每一天，依然
抱着开心及好奇来上班，只因为这里有一
群充满爱心心的老师及院长。
另一方面，学生们一年比一年的好
动及不安稳的情况，不论学生有什么变
化，身为一位老师都要充满爱心及责任面
对学生，也更希望每位父母的配合与合
作，让我们一起为这群孩子有更好的明
天。
祝福大家幸福美满，感恩有你们 !
Teacher Chan
2015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大家都各自在体
验经历无味复杂的人生，而孩子也随着父母的
情绪大起大落。
现今社会里，太多的物质也太多视觉的
享受。这一切都把孩子培养在一个观念中就
是“美”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应该的。
而文轩提倡的真正相反的理念，我们都希望孩
子以最纯真的方式去学习去感受。所以我们持
素以减低孩子的欲望，也以一个朴素的环境让
孩子学习来帮助他们减少杂念。
非常感恩这一路有 Well programme 让
我和小朋友们一起互相学习，一年一年的孩子
都有新的体验。但愿大家可以保持安定平稳朴
素的心，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祝福大家幸福美满。
Teacher Emily Tay Chiew Lee 郑秋丽

探险。。。因为这是
我在我文轩 15 年来第一次
以新世纪的方式带领着这群
与往孩子都大不相同的孩
子，他们各自都带着自己纯
真的性格、习气与不同潜能
的聪慧。幸好我重生了才遇上他们。只因如
此，做他们的老师真的很不容易，还要像孙悟
空会 72 变来降伏他们，并且还要有道理再加
上德行的引导，他们才心服口服，愿意听从老
师接下来的指令与教导。感恩孩子们让我拥有
智慧，把大礼物“丰收”送上给我！
也很感激家长愿意配合，在家长们身上我
领悟许多，你们带给我全新的开始与希望！感
恩。
在此，祝福大家时时淋浴在光明喜悦吉祥
的能量里！
Teacher Yong 杨伊萍

A year has passed. In these few years, I have
learned a lot. Be caring, loving and patient towards
children, at times have to be stict too. Children can
be compared to the precious gems created by god.
Many thanks to all the parents for their
coorperation through out the years. I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you follow and willing to take the steps, your
childre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Furthermore,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for their efforts and
guidance all the time especially Ms. Eng and Ms.
Tan for their hardwork. All the best to everyone and
may all call of you have a wonderful day. God Bless.
Teacher Ranice Tan

Is a challenging year for me. All of the children were extra – ordinary from previous year.
They were cute, mature, active, smart, hard
to control …… Some even were so childlish.
Every lesson that teaches, need to have a lot
of practice only they could understand and not
forget a lot of reminders.
But, these children do have their own
specialities. Some have to love to you, some
have the cuteness. Some even have the caring about others. They were charwing as well
sometimes they melt my heart too. Although
is a tuff year, but, I do still enjoy it very much.
These children make me cry, make me worried, make me laugh and most important, they
let me grow! They teaches me how to be more
patient. They teaches me how to handle and
solveproblems.
Out from that, I do get a lot of advices
and guidance from Ms. Tan, Teacher Eng,
Teacher Chan, Teacher Emily, Teacher Ranice,
Teacher Cac, Teacher Lam, Teacher Chui Nee
and also Teacher Yeong.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otunity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Ms. Tan, all teachers, all the people who works
in VE, not forget “kakak“ and all of the children
and I love you!!!
Teacher Suzanne
“教师是一种正能量”是我在文轩教学的
半年里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都需要正能量的引导和支撑。身为教师更是需
要这种正能量来帮助孩子们学习的更好，更进
步。
爱，可以给孩子心灵温暖。爱，可以让
孩子们更自信。多一点赞赏孩子，多一点信任
孩子，多一点鼓励孩子，才能让孩子们不断自
由快乐的学习和成长。
感谢Ms. Tan ，让孩子们在文轩能够健
康，活泼的成长，也让老师们能够在充满正能
量的环境工作。
祝大家幸福、安康。
Teacher Cac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Ms . Tan 和Ms.Eng的领导下，各位老师的帮
忙下，在这个大家庭里使我在这一年里学到了
很多东西，让我受益匪浅。
感恩 Well Programme是个特别轻松的课
程，让孩子在没有压力下的环境快乐学习和成
长。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Teacher Lam

新时代的来临，事物也正转变中。
在文轩为感觉统合运动训练师的我已有
11年，在因缘之下，在八个月前也加入托儿所
的阵容，带领着一群老师负责孩子们的大肌肉
活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也更看清了自己
该提升的地方。感恩老师、阿姨、姐姐和孩子
们，给我的包容与爱护及所有的配合。亲爱的
孩子们，日子渐渐过去，你们也渐渐成长，愿
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充满光明吉祥美好。
我爱你们

陈玉婷老师

时间飞逝， 11月份已来临。
在这段时间里感触良多，有欢喜，有伤感
也流过泪。回想起这七个月的点点滴滴让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拥有一颗平静的心才能看透每
件故事背后的真相’。要面对60 – 70 多个孩
子的起居饮食不是简单的事何况孩子们的习气
都有别。摄取院长所说的先管后教，我都会严
格的对待孩子。这方法真的奏效，孩子们都有
听从指示的进行活动。
孩子们可以拥有游戏的时段要非常感谢感
统老师的协助与陈玉婷老师的挺立相助才可完
成。非常感恩 ! 看见孩子们在游戏时流入出愉
快的笑声心里甜滋滋的。
非常感谢花姐、凤姐、Shila和Meria你们
的配合与包容让我轻松的度过每一天。
在此感谢家长们的信任与包容，各位老师
的指导与帮助。谢谢经理的调情，让我经常保
持清醒。感谢院长的提拔与错爱。
也非常感谢孩子们，你们是最棒的。
Teacher Ada

光阴似箭，看着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懂事，
才惊觉又到了年尾，一丝丝地伤感与不舍油然
升起。回想过去 这年的点点滴滴。虽然只有几
个孩子，但已让我的生命充满色彩。其中的甜
酸苦辣，如今都已变成甘甜的回忆。
非常感恩父母给我一个机会教导孩子，
相信我们心悦，真心诚意地希望孩子会变得与
以往不一样。而我们尽心尽力地教导，证明了
孩子的潜能是无限的，其中充满变数。
我非常感谢一路相伴的TEACHER
CHIA，MS ENG,MS TAN,全体心悦的老师和文
轩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路上有你们的相伴
扶助，才能成功地创造生命的奇迹。
在此我希望大家再接再励，真心诚意的
成就每个孩子，因为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创
造不同的奇迹。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自己
能有如此好的福气与你们一同度过如此精彩的
一年，感恩！
TEACHER SAMMY 谢秀雯 (USJ 1)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2015年尾了，
我们心悦USJ 的小孩们又毕业了。 四年的时
间，对我们的 TEACHER CHIA 和 TEACHER
SAMMY 是不容易的日子。她们对孩子的教诲
付出，永远超越我可以想象的。孩子们在他们
和家长的努力下，渐渐学习成长，步入正确的
学习轨道。我只有赞，没有叹！
我在此向全体的家长致深深的歉意，谢
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祝福你们身心健
康，孩子们健康学习成长。
谢秀君老师

蝴蝶是多么热爱他们热爱活着的一切，
哪怕是黑暗、痛苦、遥遥无期的绝望的等待，
都必须死去。是的，蝴蝶必须按时死去，庞大
的翅膀和纤细的身躯从很高很高的天空中飘
落，至极的美丽是那么丰盈，又是那么纷繁而
厚重。蝴蝶飞舞着找寻着一个安全的地方产下
自己的卵，然后她利用最后的精力拼命的飞舞
着，仿佛这样可以冲破属于化蝶的命运！没多
久耗尽所有力气的美丽蝴蝶终于犹如一片枯叶
般坠落尘埃。经过若干时日那些受精卵已经孵
化成为一群细小软弱而又丑陋的毛虫，他们一
经破卵而出就开始迅速的进食，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的命运。拼命的吃，张开嘴，使劲咽着，
将胃里塞满食物！拼命的睡。为的是有一天能
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继续在那美丽的天空翱翔的
梦。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请问老师的职业伟大
吗？毛毛虫和蝴蝶的故事令人深思。
感谢陈老师无私地分享，MS ENG 的指
导，姐妹们的鼎力相助，家人一路的支持，家
长一路的包容和做好自己。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充满智慧和喜悦的老
师，帮助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家庭美满。Ms
TAN, 我从第一天成立心悦中心USJ 1起，直到
今天都守候这个承诺。老师，我尽力了。请你
原谅我做不到的地方。
感恩！
谢秀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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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
自我组织

爱
表达

(by reading, singing & conversing) 通过阅读、唱歌和交谈

自我成就感

本质

(inventive & creative in character) 发明、创意与性格

There is a place, you can ask why.
There is a place, you’re sure to find.
Nodding tiny heads, wondering why.
It is so funny, there are so many.

(Chorus)
Children singing, Wo........., I.........., Saya...........
Wo..... means I, I..... means Saya,
Children singing, Wo........., I.........., Saya...........
Wo..... means I, I..... means Saya,
It is not easy, but I will try.
Children singing, Wo........., I.........., Saya...........
Wo..... means I, I..... means Saya,
It is not easy, but I will try.

数学

WELL THEME SONG:

WELL
I HAVE
TRIED

WELL

PROGRAMME

HISTORY

VISION

WELL Programme was established after
25 years of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matic
approach, building character and multipl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s. In 2003, an enrichment
centre was set up. May 2011, WELL Education
Sdn. Bhd. was registered.

To use sensory-motor training and multiple thematic teaching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educating with love; unleash children’s
unlimited brain-energy to develop their multiintelligences. Incorporating emphasis of character-building and stress less learning to mould
children’s grateful and loving nature. * Sensory
Training is the basis of effective education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a successful personality.

MISSION
Sensory stimulation helps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uptapped brain energy, muscle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motion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concentration and alertness in
learning. Based on Character Building as a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to success; whereby children learn how to love, understand the
feels of natural love, so as to accomplish a satisfactory lifestyle. In guiding parents to be their
children’s model; coupled with the stressless
and enjoyable learning; based on love, sturdy
growth prevails.

OUR VALUES
To dedicate wholeheartedly the concept of
educating with love,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strike a balance of body and mi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order to empower parent
and child to live a happy and fulfilled life.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educating with love as
the main objective.

心悦学前品格教育课程
历史

愿景

WELL PROGRAMME 是一套经 25 年研
发的主题式教育课程。培养幼儿品格及发展幼
儿多元智慧的潜能是此课程的首要目标。于
2003年，本机构正式成立第一所潜能开发中心
(Enrichment Centre)。为了实现孩子生理及心
理健康成长的目标，研发小组目前已成功发展
出一套塑造孩子的品格与让孩子实践人生智慧
的 WELL Programme。

以感官训练及多元主题教学推广“爱”的
教养。发挥脑部无限的潜能；开发孩子的多元
智慧。以品格教育培养一个快乐自在、感恩有
爱心的孩子，让父母与孩子一起茁壮成长，运
用“爱的智慧”圆满人生。

使命

我们的价值

以感官刺激帮助孩子开发脑部潜能、大小
肌肉发展、语言与情绪的发展，并助孩子更专
注及灵巧地学习。以品格发展为成功的根基，
培养孩子有爱、乐观的情感，学习宇宙“爱”
的真理，并成功地圆满人生。助家长成为孩子
的专家，让孩子快乐自在的学习。

以一颗真心诚意传承“爱的教育”，并传
承给下一代。助孩子生理及心理平衡发展与协
助父母及孩子生活美满幸福。

《统合感觉是一切学习的基础，人品是一切成
功的根基。》

传承“爱的教育”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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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飞逝，终于等到
秉谦第一阶段(幼儿园)毕
业了，心里感慨万分！百
般感触涌上心头。这五年
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回
头一看，我们也总算挨过
这段艰辛的过程。
认识文轩缘起2009
年8月，说起来真的是机
李秉谦
缘，那时秉谦才2个月，
LEE BING QIAN
本身住蕉赖，刚好在双溪
毛糯的娘家休养，却收到
甲洞的资讯刊物，就这样由自己先接触文
轩的课程如育儿宝典，亲子动动通，按
摩课等，接着也让秉谦上Musikgarden。
当秉谦17个月时，由于家里没人照顾，
只好交给Joyful的老师阿姨们照顾。身边的家
人朋友都很好奇为什么我硬硬要把孩子送去文
轩？第一文轩鼓吹吃素的，以后孩子会不会变
和尚？另外，我家外面就要三间瞩目连锁集团
的幼儿园，何苦要每天受塞车之苦呢？当时的
我非常相信文轩和认同文轩的教学理念，这
别于其他的幼儿园，我曾经参观过所谓的“名
校”，3岁的孩子已经握笔写字了，而且那里
的老师还以糖果鼓励孩子，孩子脸上没有灿烂
和天真的笑容，他们已经失去原有的童真！
顿时我就坚持意见一定要把秉谦送去文轩。
秉谦从小的心灵感应能力很强，性格也
很刚烈倔强，所以他必须在正面能量磁场的
环境下学习和被领导。由于秉谦从小也很好
动，体力充沛，所以在他四岁左右就上感统
了！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感统的老师们，尤其是
黄老师的严格要求训练和耐心，才有今天的
秉谦。刚开始秉谦和我们也很不习惯，觉得这
些活动对孩子们来说为免太辛苦了，孩子做
起来也很吃力！后来经过老师的解释后，我
们才放下心来，全权交给感统老师去处理，
父母全力配合。这三年来的成果真的有目共
睹的，从以前怕球直到今天可以有信心站着

面对丢球100次！也开始对读书或做事比较专
注，现在秉谦在家每天都做感统（睡前和起床
后）。总结来说，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坚持
到底，在这里要给感统老师100个赞！
5岁那年（2014年），文轩开始鼓吹阅读
风气，这也让秉谦养成每晚睡前看书讲故事的
习惯。6岁开始，我发现秉谦会自动自发拿书
出来阅读。当假日周末在外头用餐时，桌子以
没有电子IPAD了，只有书本和画册，这让我感
到非常欣慰。相比身边朋友的孩子，虽然读名
校，英文讲得很流利，可是就是缺乏那种求知
的欲望，他们已经变成机器小孩子。
当了文轩孩子的父母六年了，想与大家分
享一些心得。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抽时间
陪伴孩子，这绝对是金钱买不回的珍贵回忆。
想一想，我们最多可以陪伴孩子到18岁，那
时孩子将会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也不需要
我们了吧！还有就是学习尊重和聆听孩子的声
音，父母不要意味着自己是大人，孩子就一定
要听从大人的话，偶尔也要给予孩子一定的时
间。
文轩不仅是孩子的导航，也是父母心灵指
导 之所。偶尔父母也会失去方向，文轩可以去
除心田的杂草。
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我还是相信文轩和
院长、老师和阿姨们，谢谢您们对孩子的用心
和爱心。对文轩万分感激，祝福文轩的大家庭
幸福安康！

转眼间，我们的
“鑫”肝宝“贝”即将
从幼儿园毕业了，而从
踏入另一个里程碑。
回想当时四岁时
她对功课有恐惧感而抗
拒去幼儿园时。我们想
怎么办她以后学习的路
上迈还很长呢，要如何
林鑫贝
才能帮助到她？经过一
LIM XIN BEI
番讨论后，我们决定不
让她继续上学和找一所“乌托邦”幼儿园。
在一个机缘巧合下，我们认识了文轩和知
道了院长办校的理念。我们立刻约了和院长面
试，接着说服鑫贝再尝试读书。
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五
岁的她每天都很快乐的去幼儿园，而六岁的她
会自动自发的做功课和读书。

当初送雪莲来到这
里，现在她快毕业了。
还记得第一天上课，怕
陌生的她深感害怕、哭
着去学校。慢慢地，老
师无私的关爱，让她喜
欢去上课。让之前陌
生又新奇的地方变成
了她快了学习成长的好
黄雪 莲
地方。老师每天的教导
WONG
SUET LIAN
下，让她学会儿歌、阅
读，和她游戏，教她画画，唱歌，跳舞，教她
如何和小朋友相处，让她懂得去分享等等。
不久后，她将会是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使她对朋友们觉得依依不舍。
最后，感谢老师及文轩！
祝老师永远美丽！
愿WELL的学生们永远快乐！

除此之外，自从上了感统运动后，她会
更加爱护妹妹和跟我们说听写要拿一百分。哈
哈。
借此机会，我们衷心感谢文轩的老师们、
同学们和陈院长让我们的宝贝在这儿快乐的学
习。
希望文轩越来越茁壮成长让更多的小孩子
受惠。
要毕业啰！转眼
间即将结束短短四年的
幼儿园欢乐时光。。。

李俊颉
LEE HERMAN JUN JIE

长。

妈咪希望你以后
可以快乐地学习，也
相信你还有很多时间
去慢慢地学习，渐渐地
进步，渐渐地成长。
。。宝贝，加油吧！

最后也要感谢 Ms.Eng 、 Ms Emily 和院

杨皓 喆
YONG HAO ZHE

一眨眼，今年就轮
到我家皓喆幼儿院畢业
了。不知不觉他在文轩
度过了三年的心悦学前
品格教育课程。在这三
年里，他从一个爱哭，
依赖性很强的孩子变成
一个爱笑，情绪稳定和
朋友一起玩了的孩子。
这都是要感谢文轩的教
育课程和感统运动课
程。

每一次当我提到在多两个月的时间，他就
要准备踏入小学，他尽然扁嘴说要去文轩继续
读小学呢! 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不舍得他的朋友、
老师以及他在学校渡过三年快乐学习与成长的
时光。
在此我，皓喆爸爸和皓喆忠心感激院长、
老师、感统老师、工作人员，还有心悦学前品
格教育课程一路陪伴着他一起学习与成长。
谢谢和感恩。

时间过得真快，一
眨眼我的儿子已经六岁要
毕业了。在此我要恭喜
儿子完成幼儿园阶段，
继续踏上小学，谢谢老
师们的用心教导羿雄。
回想起羿雄刚上音
乐班时，都不能在短时
间内融入班上同学，是
甘羿雄
KUM WEI BIN
teacher Emily 的耐心和
爱心让他有机会和班上的同学一起乐在其中。
谢谢您接纳我的孩子让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
起学习。此外，ms.yong 的用心良苦一対一的
教导，让他可以学习。谢谢Teacher Eng提供握
正确的方式去教导我在家里怎样教羿雄读书写
字。否则，让我失去方向。现在的他明显地有
一点点的进步了。谢谢你，妈咪会加油的。
羿雄出世后，因时常生病，得频密地看
医生，让我很担心。羿雄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样，还好我妈妈、家
婆、 姐姐们帮助我。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儿子会进文轩，是因为姐姐们的儿女们都
在文轩。我儿子18个月大就进Joyful了。由于
22个月大都不会走路，所以就让他学感觉统
合训练。见了院长后，才知道因为他小时没有
爬行，所以很多东西都迟缓了。了解后，就报
名运动，一个星期四次到现在天天都做两次。
运动的过程中有许多酸甜苦辣。我和丈夫都在
和孩子一起做运动，还有要谢谢家婆有时候帮
忙带。在家里也一样有勤力地做运动。感统真
的给了我儿子很多帮助，从不会走路丶语言迟
缓、脾气很坏、学习障碍，到现在已经是有大
大的改变了！连时常在一起运动的家长们都说
我儿子有很大变化。羿雄可以有这样的进步真
的要在这里谢谢感统老师Ms Tan、Ms Lee和其
它老师们的用心帮助和体谅。
最后，我要感谢院长给我们的帮助和意
见，谢谢你包容我的无知，让有机会在文轩学
习。感恩羿雄的到来，让爸爸妈妈学会了很
多，也让我们有机会和你长大。我们永远都会
在你身边与你茁壮成长，我知道你可以的！爸
爸妈妈爱你!
也在这里祝福全部人，对不起，请原谅
我，谢谢你，我爱你。

从Johnson到欣愿，
现在弟弟仲晨也在文轩上
课了。文轩已经成了他们
3兄弟姐妹的共同成长记
忆。其实，就算是已经就
读4年级的Johnson，他
还是惦记着以前文轩的老
师和同学们。
学校的学习环境、课
程的编排，还有老师们的
爱心教导，让我们家的孩子都爱上学习。另
外，这也让他们对“人”的感情、沟通、相处
方面，都能自主、自在地面对。
叶欣愿
YAP XIN YAN

谢谢老师们对孩子的细心教导，也谢谢
和欣愿一起学习的同学们，对她长久以来的包
容。
感恩。
三年的时间，说
长不长，说短不短，
却让一个小女孩由文
静变得活泼、懂事。
感谢心悦学前品格教
育中心里的所有老师
Teacher Eng，Teacher
Emily，Teacher Kat 和
Ex-Teacher Aveline 等
梁心铷
等，以及文轩所有的工
LIANG XIN RU
作人员。心銣4岁时，是
带着一无所知的天真去到心悦开始群体生活
的。在陌生的第一年，她学会了与人的沟通；
错的时候就该罚，对的时候就该赞；对人要有
礼貌。到了5岁，学会了听、说、读、写英文
和一些简单的数学。到了6岁，加入了华文和国
文，让他的语文能力更上一层楼，更有自信地
表达自己。
最后，也谢谢文轩的陈院长举办了月份讲
座会，让父母们得益不浅、做好榜样。除此之
外，孩子也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正所谓：
言教不如身教。
在此，妈妈也祝福心銣，谢谢妳。无限感
恩。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开
心。

转眼间，在WELL
Programme已两年半了。
回想四岁那年我们送去附
近的Montessori Kindergarten。一个月后，老师
开始向我反映孩子在班上
进展 - 不安定、眼神交流
佷差和不合群。当时，我
告诉自己给时间孩子慢慢
地适应。过了不久，老师
龙彦澔
又对我说儿子有学习障
LEONG YEN HAO
碍，无法跟同龄小孩的学
习进度。“学习障碍”是多么刺眼的词。我
开始担心，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孩子不能在
学校完成功课，每天拿回家写。才四岁，就
要写佷多字。一边写，一边哭，看了都心酸。
孩子根本做不來，他并不开心。当时，孩子
不善与表达。每天送他去学校，到门口就哭。
一边走进学校，一边哭。再过不久，老师又
对我说儿子完全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程，六个
月的学习过去了等于零。时间不等人，应该
找专业学校应付学习障碍的小孩。我们受不
了，考虑是否继续让孩子读下去。这时，陈院
长
告诉我们，四岁不用写佷多字，应该轻松
快乐学习和品格教育，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把
孩子转來 WELL Programme 上学。这两年多
的日子里看见孩子从什么都不懂到现在朗读
Reader、Sukukata、 童谣、三语故事书、听写
等等。虽然在学业上，学习态度和品性上还有
佷大进步空间，但是孩子爸爸和我会时常因为
孩子的进步而欣慰及感动！我们真的佷感恩孩
子可以在这里开心成长学习。文轩不只是提供
学习的地方，也是让父母学习的地方。陈院长
为家长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免费讲座会、辅导服
务、心灵课程、饮食指南、家长阅读班等等。
在此，衷心地感恩WELL的老师们、
感觉统合的导师们、Daycare的阿姨和姐
姐。您们的悉心教导、关爱及付出，我
们铭记在心中。感恩文轩全体同仁，因
为你们的正能量，让孩子有个愉快的学
习空间。谢谢！祝大家幸福美满！感恩。

我的小宝贝苏祖樟
從出生就很乖巧。在坐月
子期间的夜晚只需喝一次
奶，也不怎样会哭闹，很
好照顾。所以，都不以为
意。两岁时，只会用三个
音表达，咧如：我要吃、
要小便、 多一个音的句子
就完全无法表达。 老人家
都说男孩子是偏慢的， 直
苏祖樟
SAW TZU ZHANG
到一次遇见了贵人告诉我
这方面问题的咨询，也介
介绍了一名医生给我。虽然在那半年的时间里
看到了一些成绩，可是却消耗夫妻俩很大的体
力。直到在孩子2岁半时，认识了文轩才知道
孩子是比一般孩子无感。再由陈树沄老师的教
导下，我开始認知饮食方面的知识和做感觉统
合运动。衷心感谢感觉统合老师的耐心引导和
幫助才能看到现在孩子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还
要谢谢幼儿园的所有老师耐心和爱心的教导孩
子。最后，感恩文轩带领着和陪伴我和孩子一
起成长。

王信堡
ONG SING POH

为什么认识它？因
为4年前要找安亲班让信
堡上课。在寻找幼儿园的
过程中，得知这里的课程
有别其他。因为这里的宗
旨都以孩子的身心发展为
出发点，而不是一面倒的
灌输所有知识。我觉得孩
子需要快乐成长，被引导
和纠正才能培养出好的品
行。因此，孩子的学校就
定了下来。

今年（信堡）已经六岁了，文轩让他学会
很多正面的品行，思维和态度，令他会为周召
的事情生起感觉（感谢/礼让/分享/承认过错等
等。。。）而不是视而不见的态度。感谢陈院
长，所有的老师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正面面对一切新事物！

首先，我要衷心感
恩上苍让我接触到文轩教
育机构。感谢陈院长、老
师们、诸位照顾小孩“起
居饮食”的经理、阿姨
们以及全体文轩上下办
事工作人员和小姐们。
张渊杰是我的第一
胎。自从2008怀了他之
张渊杰
JACK CHONG YUAN JIE 后，怀孕期间都经常接触
胎教的书籍，三五时刻都
会和在胎里的他沟通和接洽。当渊杰出世以
后，更是“恶补”初生宝宝 0~6岁营养的餐谱
和食谱；组主要原因就是我本身和丈夫都是素
食者而渊杰更是素宝宝。较年长者的观念认为
从小吃素对孩子无利、不够营养，导致影响健
康发育。为了让渊杰摄取更多营养，我用心学
习与参考食物营养方面，确保他健康地成长。
到了4岁该报读幼儿园上课的时候，我俩
夫妻开始烦恼了。我心愿不是想要他称龙就凤
的，而期盼他可以拥有一个能快乐学习，又不
会承受太多功课压力的环境。我比较注重渊杰
个人的身心灵发展。功课依然是重要，但人道
品格更重要。我找了好久，也巡视好多家托儿
所都不适合，开始渐渐纳闷起来。最后，由一
位友人口传之中知道了文轩。冥冥中像缘分般
牵引着我们夫妻在一个礼拜天偶然经过甲洞的
文轩，碰巧当天有一场座谈会，有幸聆听院长
的谈话。让我们夫妇出乎意料的是文轩的中旨
除是孩子们的品格教育之外，更是不留余力地
倡导素食的推手；而且还提供营养均衡的素食
给孩子们。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决定让渊杰就
读文轩。
在文轩两年半里的生活对渊杰来说是正确
无误的，因为让我看到孩子快乐的学习、健康
的成长，所以当初我的坚毅与决定是没错的。
在今年我的小女儿慧卿也踏入 Joyful 这家庭，
也盼望这女娃有她自个儿的精彩。转眼间渊杰
要毕业上一年级了，读书不多的我真的没有概
念如何再引导他。有一次和院长的交谈中，院
长给了我一个感到欣慰和安心的方向，使我有
勇气和信心继续教育我的孩子。我非常敬佩院
长的为人和莘莘学子的教育精神，深深感受她
对教育的付出，老师们的用心与热忱。有感而
写，心中所想，心里除了感动，很是感恩，再
次由衷地谢谢您们的付出！谢谢文轩！

时间过得真快，看见
今天的翊闳使我很难想像
过去的他是个发展迟缓的
小孩。经过参加密集式的
感统运动，他的固执消失
了、动作灵巧了语言表达
能力进步了、专注力和学
习能力也提升了。
秦翊闳
CHIN YI HONG

在Well programme
课程里，我感受到翊闳快
乐自在的学习，每天回家

都有和我分享他的课业，也会从阅读故事书里
得到喜悦。重来没让我担心他的课业问题。
在这里我要感恩所有VE的老师、Ms.
Eng、感统老师、Joyful的老师、Auntie
们、Daycare的姐姐、姨姨们，煮爱心食物的经
理。谢谢你们的爱和付出让这一棵弱小的幼苗
茁壮的成长，也谢谢你们的包容。还有也要感
恩陈院长的“用心良苦”教导我多阅读和用素
食来净化心灵，提升正能量，让我能够以智慧
面对人生的考验。
最后也借此机会向我家的翊闳和嘉成说：
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祝福大
家安康。

耀升，妈妈恭喜你毕
业了！ 不知不觉中在文轩
已有四年半了。生命中有
你的到来，让我们从此展
开不同的人生。感恩你的
陪伴让我们天天都甜蜜和
幸福。因为有你，让爸爸
妈妈成长和充满生命力。
渐渐的你长大了，我
们却开始发现你的情绪和
表达能力不好，而且不愿
意和别人有眼神的接触，并且时常会发脾气，
爸爸妈妈就开始好担心。我们开始去找办法
了。每当有人说哪里我们就去试一试，和看医
生。后来，感恩我丈夫的书记介绍我们来到文
轩。我们就来到文轩先接触感统和按摩。我们
就把时间都配合和陪伴孩子做感统以及每晚都
帮他按摩。渐渐地，你终于有了改变和进步，
讲话比较流利和表达多了、专注也有进步了，
让我很开心。
许耀升
KHOR YAO SHEN

多谢上天让我们认识到文轩Ms Tan，也同
时一起学习怎样爱人。文轩的院长认真授课与
用心讲座课程、关心爱护孩子思想，让孩子感
受到母亲的用心，快乐学习与关爱，给与我们
很多的正力量！
孩子，爸爸妈妈要跟你说，我爱你！你
是可以的，加油，加油！你一定能做到。在这
里，我们衷心感谢Ms Tan、Ms Eng、Teacher
Ranice、Teacher Emily、感觉运动老师、经理
每天准备爱心食物给宝贝们、以及Daycare的每
一位Auntie们。
在这未来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谢谢你们，
感恩。祝福你们幸福安康，加油！

“Thank you VE “,
Ka Yanne loves VE.
This is Ka Yanne’s
thought when I asked her
about her school. I am really happy that I made the
right choice to send her
here for preschool Well
Programme. The concept
梁嘉恩
of Well Programme is reLEONG KA YANNE
laxing and she wouldn’t
need to be forced to do homework like other
kids in other kindergartens which she can enjoy her childhood with more reading and colouring but not writing a lot.
She is taught to be independent and knowledgeable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gramme.
Less writing and copying made her looking
forward to write more in primary school, so that
she wouldn’t refuse to go to primary school. In
fact, she really wish to go to primary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she knows she can write,
read and learn much more in the future without
fear.
Thank you Ms Tan and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put in so much effort to educate Ka
Yanne to be a better person.
THANK YOU.

不知不觉孩子在文
轩上学也一年多了,感
觉相似昨天才带他来上
学。这一路走来，万分
感谢文轩所有的工作人
员这一年多来的照顾。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
轮到我的Nancy毕业了。
即将要迈向小学一
年级的路程。这三年里
她的学业以及品格都有
起伏。4，5岁时，她是
个容易分心、好动又叽
喳的孩子；而且不大认
字，使我担心她跟不上学
曾凱恩
NANCY CHEN KAI EN 业 。 但 直 到 六 岁 ， 开 始
慢慢地看到她在写字与
认字方面都有在进步，还可以自己阅读故事
书！这令我感到很荣幸，可以让她在一个平
静、和谐、完全没有压力的磁场里快乐的学
习。
在此要感恩院长与Ms .Eng鼓励阅读，让
孩子更进一步，这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谢谢
Ms.Chen、杨老师的教导以及其他的老师，感
恩你们的付出及爱心；还有Daycare的Auntie姨
姨、姐姐们感恩你们用心的照顾我们的孩子，
辛苦您们了。
祝福文轩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心力善，和
气付出，互爱赞欢，伸手协力。”谢谢。
时光匆匆，又到
了毕业的时候，今年轮
到我家宝贝泓睿毕业。
回想两年前泓睿
进入文轩就读，在老师
们的辛勤培育下，泓睿
就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
长，这位害羞安静懵懂
苏泓睿
的小男孩学会了自己动
JAYDEN
手穿衣、吃饭，学会了
SOH HONG RUI
读书、识字、唱歌、
跳舞，还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再看看现在的
你已经是叽喳活泼搞怪的男孩了。
毕业在即，也趁着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我和
泓睿对文轩院长和各位老师们最真的感谢，感
谢老师们最温暖的付出，谢谢你们对孩子付出
最美、最善的关心和呵护！也祝福即将毕业的
孩子们有美好愉快的未来。
谢谢。

记得孩子刚转来文
轩前，他abc都不会写。
透过与陈院长第一次见
陈建乔
面时，才知道原来自己
CHAN KIM KEW
一直是很想教好孩子，
但不知道对的方法，才导致孩子五岁的他都不
会写字，也差点误了孩子学习的黄金时光。当
时心里只想要给孩子找到对的学习方式，就决
定让孩子转校报读文轩、做感觉统合训练。
自己也报读文轩的两个课程（童话世界和按摩
班）。
起初,一星期我陪孩子上感统三天,由于还不
习惯，而导致我们母子俩轮流生病。做了感统
一个月，孩子已经可以在家静静地看书、咬指
甲的坏习惯也改了；学习读书写字也可以互相
配合；以前他很怕洗头，现在已经可以好好的
用花洒洗头；他的体力渐渐好起来,以前一个月
病几乎一次,至今半年都没什么病痛，省了医药
费的开支；做事情专注意也比较好；按摩能够
让他的情绪越来越稳定，在班上孩子之前不太
会控制情绪,上课常常会打扰到其他同学上课。
幸好每次出现状况文轩的老师们都非常有耐心
一次次的帮助孩子从错误中成长。
我在此也谢谢陈院长，常常劝我们阅读和
为孩子讲故事。透过每次院长介绍的好书让我
们提升自己教孩子的能力。让我们做父母的重
新爱上阅读孩子很自然的就会喜欢看书。这几
年来陪伴孩子讲故事，才发现孩子不是受益最
多的人，而是自己，是孩子提供了我有机会彌
补以往错过的好书。原本读给孩子的故事，其
实是给自己听。为孩子讲故事也是父母表达对
孩子的爱的方式。希望每个文轩家长也能为孩
子讲故事，那收获远远超出我们能想像的。
谢谢大家.

我蔡家两个宝都是在
文轩教育机构长大的。大
宝(蔡鎧圣)去年才毕业，
今年就轮到二宝(蔡杰圣)
。身为家长的我，心里有
无数的感触，非笔墨能形
容的。
文轩确实是一个让我
得益不浅的地方。除了自
蔡杰聖
身的心灵发展，更多的是
CHAI JACKSON
育儿方面的知识。我蔡家
两个宝在文轩所学到的真的受用良多。
我家二宝从6个月就开始按摩到现在，12
个月就跟她做育儿宝典里的感统运动和让他学
习自理。我所看到的是他身心发展非常好。今
年在我生下三宝到现在，他每天都要帮我做家
务、照顾宝宝、做功课、读 spelling 听写、自
己照顾自己。这也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必竟他
实即年齡才5岁多，看着他人小小在抹地，超感
动的。
二宝在我怀孕期就开始听故事到现在。
文轩一直很提倡亲子说故事，这也是我蛮支持
的。因为透过说故事除了可以增进亲子关系之
外，情感发展也是最棒的。记得怀孕时，我一
直跟孩子说关于新生命降临的故事，让二宝很
期待宝宝的来临。直到现在对宝宝没有丝毫吃
醋的感觉，还会照顾他、讲故事给宝宝听。这
都是归功于说故事所带出来的效果。听故事也
可以演变成说故事间中帮孩子带出了自信、勇
于表现自己。
阅读不只是认字而已，也可增强理解能
力。还记得5岁时，他拿着鲨鱼的英文书，不
但自己可以朗读，还理解其中的意思，这就是
多阅读的魔力！而最让我惊喜的是透过阅读
bahasa故事书中的 suku kata，我二宝也在无师
自通下；当读华语故事书遇到不会读的词汇，
竟然会看汉语拼音然后拼音读出来。
文轩只是一个提供平台让大家学习的地
方而已，“父母”才是孩子最初的老师。父母
的陪伴才是影响孩子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为什
么“文轩”一直提倡“亲子教育”的重要。

不知不觉，如行从
Joyful到Well program 在
文轩已经有数年的时间。
从家到文轩是个不近的距
离，感谢孩子的姑姑愿意
配合帮忙载孩子回家。
有姑姑的帮忙让我轻松许
多。
从孩子呱呱落地，每
天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成
长，一天一天的强壮，一
天一天的懂事。直至现在就要完成人生的第一
个毕业礼！妈妈心里是万分的感谢与感恩！
叶如行
YAP RU XING

孩子的一生，还要经过无数的人生毕业
礼。只要找对了方式与方向，就跟着走，让在
育儿的过程轻松愉快！当然，当中还有很多甜
酸苦辣和要学习的地方。只要， 真心付出 用
爱心来爱孩子，是永远都对的方式。
如行啊，不是只有你在学习成长，爸爸妈
妈也在学习并一同成长。所以你的成长过程并
不寂寞，因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感恩全体老师的辛劳付出、感谢院长的苦
口婆心。院长的教导是一盏明灯，在文轩不只
是孩子在学习成长，妈妈也在学习成长。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顺利！！

傅近禅
ZENNER POH

时光似箭，岁月如
梭！转眼一晃2015又要
过完了！孩子在文轩也茁
壮长成小朋友了，明年就
要迈入小学了！在这两年
时光里，文轩陪伴着我与
孩子一路走来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特别是院长的
无私奉献精神让我这个做
母亲的也有了变化。在此
深深地感谢您，陈院长！

与文轩的缘起是在一次“快乐妈妈”的
聚会上，孩子的过动引起一些妈咪的注意，随
即她们向我提到了文轩。在无数次焦头乱躁之
后，才让我回想到了文轩，于是预约，带着孩
子踏入文轩，抱着在哪儿都是玩的心态做起
了“感统”运动。
很快三个月就过去了，孩子突然间会讲很
多话，我们惊讶的同时伴随着喜悦，义不容辞
的转校入“心悦”上幼稚园。那时是2013年
底。
看着2012年从“PintarRia”寄回的班级
照，心酸的不得了，孩子的笑容没有了，被老
师压着后背拍的毕业照。回想到Pintar Ria 老师
的话：“你的孩子有自闭症，他不说话也不听
老师讲话更不与同学们玩耍交流，不要吃学校
准备的所有事物，连巧克力蛋糕都不要吃，我
们带不了，你们尽快让他转到特殊学校去学习
吧，这也是为了他好……”这无疑是给了我们
做父母的当头一棒，一气之下我们就转到另一
间幼稚园，再看看 2013 年在“First steps”的
班级照他很自信，但还是不讲话，在同一时间
去了文轩做了三个月感统才有所改观，这时才
慢慢进入“人”的状态。
在这两年多的日子里看到孩子一点一点的
进步，从原来的不说话到现在的会听，会说，
会读，还能听写三语等等，虽然与同龄孩子还
差一段有待进步的空间，但我们打心眼里已经
有说不出的安慰，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无数
个自责的黑夜离我远去了，此刻只有无法形容
的感动……
在这要感谢文轩教育机构的所有老师，谢
谢你们用充满爱的能量无私的来教导我们的孩
子！特别感谢陈院长，她手把手儿地教我怎样

用按摩来帮助孩子来抚慰孩子幼小的心灵及讲
故事给孩子听的重要性；还提供免费心灵讲
座，与时俱进的带领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在
此我受益良多，学会了阅读；醒悟了人要饮水
思源；学会了人要感恩；了解到原来孩子在教
我们怎样去做人……感觉自己在文轩重新捡回
了我自己，捡回自信。
文轩开了图书馆，当然主要受益人还是我
们的孩子及家长，我开心到无话可说…陈院长
您是我人生路上的指明灯…您亦师 亦友 亦亲
人…有您我就有勇气走过漫漫长路。
感恩父母给我生命，感谢您让我重生。
们！

文轩教育机构的老师们，衷心地谢谢您
感恩 祝福
转眼间，喆喆即将结
束在心悦Well Proggrame
的学习生活。还记得刚来
到文轩时，喆喆哭着拉着
我的手，喊着：“妈妈，
不要走，我要和你一起回
家。”

今天看着你快乐、
自信、独立的走向集体生
张皓喆
活。在文轩里，看着你从
TIU HAO ZHE
牙牙学语的小不点，学会
握笔写字，画画，阅读，有自己的思考和主
见。爸爸和妈妈为你感到开心，觉得你很棒，
你很行。
感恩我们遇见文轩，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成
长，一起学习。
谢谢院长给予我们家长的鼓励和引导。
谢谢Teacher Eng和老师们的无私分享和
用心教学。喆喆在这里度过了快乐，自在的学
习生活。
谢谢文轩举办的各式的亲子活动，让我们
心里充满感动和满满的爱。
在这里，我要祝福喆喆和所有即将毕业的
孩子们，祝福你们能够快乐、自在的学习。未
来还有许多新鲜和奇妙的美好事情等待你们去
探索和发现。

时间过得真快，又
是写感恩篇的时候。回想
当初是因为我的大女儿也
是转校生读了一年，也是
在文轩幼儿园里毕业的。
而我也放心的把二女儿
（洁仪）也带去文轩教育
机构。
两年在Joyful和三年
在 Well Programme.因忙
碌的我夫妻陪伴孩子的时
间也不多。令我惭愧的是也还没能帮孩子时时
刻刻做到按摩，也只有拿少许时间陪下孩子读
些故事书而已，可能家里多了一位小成员（她
的弟弟）。我们陪伴她的时间更加的少了，也
因这样她的性格变得固执，也弄得爸爸哭笑不
得。有次爸爸送她去上学时他都不愿下车，这
事也搞得大概半年了。幸有 Ms. Chan 的帮助细
心的指导和教导之后，也不再闹了。
李洁仪
LEE JIE YEE

但今年的年头，老师也给我知道女儿的
情况，她在读，写和记忆方面也掌握的不好。
在这之前Ms.Chan也有建议我给女儿做感统运
动，但那时的我没能做到也把这事给延迟了。
之后，Ms. Tan, Ms. Yong 也建议下，让洁仪开
始做感统运动。做了几个月后的她读，写和记
忆也有改善了。
小小的她也学会爱护人，关心人，有爱
心，耐心也少了固执。看着她快乐的学习和成
长，在性格方面也变得开朗和活泼了。也让我
有机会陪她和磨练自己的耐心。在这几年来得
真的不容易，我两夫妻也自认不是听话的父母
亲。所以也让老师和 Day care 姨姨们添了不少
麻烦，老师和Day care姨姨们“对不起”也请
多多包涵，感谢你们的用心，爱心，包容和照
料。
好比想了几天和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写完
这篇感恩篇。但也比不上陈树沄院长，各位老
师，姨姨，姐姐们的几年时间的栽培，教导，
耐心指导，也很多细心和用心的照料孩子们。
感谢和感恩陈树沄院长提供“爱”、“心
灵”与正能量的课程，也托她的福，让我们结
素来认识及了解吃素的好处。我们尚不是完全
吃素，但孩子们在文轩里吃素后，我们也有在

饮食方面改变了不少。每次院长的讲座会都是
时时提醒了我们，也给孩子和家长们的亲子或
活动，鼓励与坚持，我们也有机会和孩子们的
关系越来越密了。感谢院长的耐心一直不停提
醒家长们多陪伴孩子阅读。
感谢Ms.Tan这感恩篇对我来说是些不完
的，也写得心酸泪流。感恩篇也感谢你带给我
的知识，感谢你Ms. Tan。感谢Ms. Chan和老师
们的耐心的栽培与教导。感谢Joyful与Day care
的姨姨，姐姐们爱心的照料和煮爱心食物给结
仪吃。感谢感统的导师们耐心的指导。感恩和
感谢大家的包容，祝你们幸福美满。希望大家
继续把这“爱和用心”的教育做下去。感恩。
爸妈的话：
洁仪妳终于毕业了，明年将是妳新的开
始，也盼望你能学习得开心自在，也把妳在文
轩里学到的用出来。Daddy 妈咪永远爱你和支
持你。
你是 Daddy 妈咪心目中的好孩子。感谢你
（我可爱的小洁仪也是我们的二宝）。感谢妳
添加了不少的乐趣和笑声。对不起平时给你的
严格教诲也希望妳体谅父母亲的用心。
洁仪，Daddy 妈咪好爱你喔！
六岁班是个大跨栏，
因为不论学习及功课量都
具备挑战性的。孩子可以
承受与通过背后的努力，
除了他自己，还有就是灵
魂人物 —— 老师们！
谢谢班主任Ms.
Cheng 及 Ms. Cac 的教
导，还有音乐老师Ms.
林钰善
Emily,让他有机会参与表
LIM EE SHEN
演的Ms. Eng, 和蔼可亲的
Ms. Lam, Ms. Yong 及 Ms. Ranice。总是给予
他鼓励与正能量的Ms. Chan 及 Ms. Suzanne！
当然还有所有感统老师以及Daycare的Aunt
Fong, Aunt Wong 及大姨！功不可没的 WELL
Programme 创办人及院长，Mrs. Lim 及 Ms.
Tan！但愿你们这个团队可以秉持着最初的宗
旨，一直不断地培育更多快乐、自在的孩子！
祝福大家！

光阴似箭，转眼间，
明轩已经完成了幼儿园的
学习生涯。回顾明轩从一
个婴儿到现在即将要成为
一个小学生，很自然心里
涌出了许多喜悦及感动。

很快地明轩就要迈向就读小学的生涯，感
谢老师们给孩子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开始和很
坚固的基础，我会继续用爱和耐心教导孩子，
不会辜负老师们的用心和栽培。感谢谢老师很
用心的对待，这三年辛苦你们了，在这里衷心
的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以后会更好。

回想今年最后一年
六岁班的幼儿园，刚开学
明轩就要开始学习华语生
何明轩
字，不但要学习写字，也
HO MENG HIN
需要认字，还记得那时我
这个做妈妈的还买了许多课外作业，每天给明
轩练习。感恩的是，明轩这个孩子不但没有抗
拒，反而配合我与我每天练习认字和写字。

想起这一年来在我
孩子身上的遭遇，感慨良
多。

记得开学不久，学校安排了许多故事书给
明轩阅读，好让启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很感谢
学校与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明轩每当拿到
新的一本故事书，他会很开心到我接他放学的
那一刻和我分享他的开心，也这样，明轩更爱
看书了，每当我们经过书店，明轩都会吵我买
一些他有兴趣和喜欢的故事书。
开学很快就完成了三个月的学期，明轩
不但要学习华语，英文，这个同时，也需要学
习国语。刚开始，我还很担心，明轩荷负不
来，毕竟明轩比起其他同年纪的小朋友来得迟
说话。很感谢明轩学校的两位老师，感谢老师
的打气与鼓励，有老师的精神支持和互相配合
下，我不但打消了顾虑，我这个做妈妈的应该
比任何人对明轩更有信心。
不知不觉到了半年的小测验，我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明轩在这个小测验中，成绩比我想
像来得更好。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付
出了多少的努力就有多少的回报，就如“一份
耕耘，一份收获”。
知道年终考试过后，明轩就要就读小学班
了，所以下半年的功课更加繁忙，每个星期每
隔一天的听写到每一天的阅读，感激这个孩子
的配合与合作，今天已经考试完毕，不管考试
成绩如何，我看到孩子过程中的努力和付出，
我已经感激万分。
很感谢这几年老师们的耐心教导，给我和
孩子的鼓励，让我和孩子不但感情越来越好，
也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妈妈有方向地引导
孩子学习。

因为在之前学校的
不善教导，我儿子恩飞对
学习失去了自信，而在心
悦中心上课期间，短短几
个月，恩飞无论在学习的
态度自信、读、写、算，
陈恩飞
各个方面，我们都感受到
CHIN EN FEI
孩子巨大的进步。真的要
感谢TEACHER SAMMY 和TEACHER CHIA 的用
心用力的教导，你们的爱心和耐心在我孩子身
上印证了美好的效果。
我们祝福你们都有个美好前途！
最后，对你们说声“ 谢谢！”愿上帝祝福
你们。
时间过得真快，转
眼畯承在心悦一年半的
日子在两位充满爱心及
耐心的老师指导下快乐
度过了。
回想起在还没有遇
上心悦之前，畯承从三
岁到四岁半也换了两间
陈畯承
幼儿园都不是我们理想
TAN
AIK SENG
要的。不是需要写很多
的功课就是老师没有耐
心。WELL PROGRAMME 的课程听、说、读、
写是很全面的课程，畯承在此受益不浅。在此
我们很感谢 TEACHER SAMMY 和 TEACHER
CHIA 的爱心与包容心来教导学生。每天一大
清早从甲洞开车来到USJ 1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
到的事。最后，衷心感谢文轩上下所有的老师
和职员特别是 TEACHER SAMMY 与 TEACHER
CHIA 每一天的爱心素食料理。在此祝福大家生
活安康。

BRILLIANT

RAD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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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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