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wadays, the whole world frequencies are 
experiencing huge changes due to the new system 
and new thinking-skill Era. Multitude of the fields 
in our society must face the big changes and hu-
man beings have to be involved in upgrading their 
thinking skill process all at a sudden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field.

Starting from 2019,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being changed from written examination base to 
assessment base in evaluating the students’ abili-
ties especially pertaining to academy. This is a big 
change to our education department especially for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Some of the parents are totally feeling lost in 
these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s also 
have to overcome this ‘thinking-skill changing’ 
transition period. Thus, the teacher and parents must 
work together in order to lead our generations to-
wards the proper, simple and brighter future.

**Teachers must try hard to introduce and cre-
ate a new system into the education field, if not they 
will fail to educate students better.

**Parents must fully support the teachers in 
the New Teaching, Planning or System upgrate dur-
ing this drastic transition period, if not they will be 
left behind in the society.

The new system, new thinking skill is the New-
est and Biggest change in the current whole World 
Program, if seems ‘Globalisation’ and ‘Reforma-
tion’ period is moving us towards the New World.

Education system must change to lead our 
children from Lower Level Of thinking skills or ma-
terialistic thinking skill to Higher Level Of Think-
ing skills or Mentality Thinking Skills. So, we have 
to learn to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closely and con-
sciously towards the New World in the coming fu-
ture.

Let’s focus less on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but turn our perspective on how such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ill upgrade our 
children’s thinking skill and bring about awareness 
to them so that we can share ‘HOPE’ and ‘BRIGHT’ 
future with our coming generations.

However, ‘Mor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
portant aspert in our education life, we must lead 
our children to be a well-mannered society in the 
near future.

今年初，全球领域逐步进入新系统，新意
识的巨大改变。几乎各行业都迈向跳跃式地思
维大改变，教育系更不例外。这正是一个全人
类面对思维晋升的大时代。

目前，教育改革是师长们的一大挑战。今
年，我国教育制度以评估的方式取代以往考试
的制度。这转变期，已导致很多父母失去带领
孩子的方向，老师也经历新系统新思维的过渡
期。因此，校方与父母必须并肩合作，一起面
对这新系统，新思维，新小孩的新世界。

教育工作者努力创造新系统，不然则被淘
汰。

父母需全力支持教育工作者的新计划及系
统上的改变， 不然则称思维落伍。

全球性正迈向新系统新思维的新世界。教
育改革是一个好的方向，有助我们后代的子孙
迈向新思维的新方向，集体努力共创未来合一
新天地。

不管教育改革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效果，我
们一定要秉持着“礼”的教育，并传承于下一
代，助孩子们成为品学兼优，愿意服务人群的
未来栋梁。

最后，我们必须集体努力，提升思维，带
领孩子迈向光明前程，让我们共创一个幸福美
满光明的新世界。

    
陈树沄硕士（院长）

Finally, let’s work together to reform and create 
new system in this New Era and build a world that 
has unity, lov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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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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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子也毕业了！

这时间太快了，仿佛
就在昨天。

开 学 的 第 一 天 ， 颖
慈是外公外婆带着去上课
的 。 那 几 天 ， 她 无 比 兴
奋，她终于有自己的书包
和 水 瓶 ， 跟 哥 哥 姐 姐 一
样，可以去上学了，也将
拥有自己的朋友。当妈的

陈 颖 慈
TAN YING CI

心里有些不踏实，她个子那么小，句子都还说
不了几句，会不会跟不上老师的课。总感觉她
太“小”了。

在上学前，三岁的颖慈已经开始做感统。
这也是她从小跟着哥哥姐姐到文轩，看着他
们去运动，她却无法进去，一直吵着要“运
动”。当如她所愿的时候，毕竟她还是小，
有时候闹起情绪，我真想放弃了，非常难搞
定她。倘若在家，我可以撒手不理，视而不
见，任由她自己哭，但是在感统室里，哎！
好多眼睛看着！每次在家都跟她说好，不可以
发脾气，不可以哭，不可以说累，即使累，
也必须做完，才可以休息。每一次，她都可以
笑笑地答应，但是都看临场情绪吧。最初，
她还会要求我，不要Mr Wong 当她的负责老
师，她说老师很凶。哎，她的老师是 Ms Tan
啊！有时不在，得有别的老师代替的。小妮
子 横 竖 不 愿 意 ， 搞 得 我 都 不 好 意 思 了 。 现
在问她还怕 Mr Wong 吗？她都嘻嘻窃笑！

虽然，颖慈没有像哥哥那样顽皮，却也是
让老师头痛。第一年，老师说，她不爱与女生
玩，喜欢参与男生的游戏。上课也爱说话，喜
欢去望望别人。跟哥哥一样，老师不会给她排
坐位！唉！老师也说，她的小手腕动作和手臂
动作不好，我也买了小黑板，墙上也粘了大白
纸给她涂鸦。每晚都给她讲故事，说完一本又
一本，有时甚至要读四本故事书才肯睡觉。实
在太累了，只好跟她说，明天再补回一本，她
才罢休。

颖慈的学习能力是比较慢，不专心，爱
玩，不喜欢写作业，总是很多借口不做功课。
外公很凶，要求很严，字写得不正，擦了再
写，务求端正。祖孙俩几乎每天都在为写字吵
吵闹闹。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可怜兮兮
的，外公是鼓着两腮通红，气得。。。给她练
习听写，Ejaan， Spelling，明明都会了，第
二天学校回来问她，她还笑笑说，错了两题，
或错了三题。外公是瞪眼了，她还笑着说，哎
呀，忘记了怎写，没关系啦，才错。。。题而
已！唉！外公是老了，换成你妈咪啊，错了就
错了，还诸多借口，嬉皮笑脸！给她算术，她
也算得慢。哥哥姐姐每次都说她笨死了，教了
那么多次，还是慢。她就不服气地怪哥哥姐姐
太吵了，吵得她无法计算！

颖慈是生得娇小，样子斯文，有些楚楚可
怜，但是个性很像男生，跟哥哥很相似。问她
的朋友是谁，她说来说去都是几个男同学，问
她女同学呢，她都说不出来。我问她，那些跟
她玩的女朋友呢？她说那些是朋友，但不是一
起读书的。哦，她还会分！所以，她吵吵嚷嚷
了一年，吴老师肯让她上课了，她开心得不得
了！看她学武术，也都是跟男生有互动。唉！
就只有武术课，是她最喜欢，最开心，最愿意
去的。

那天，她很兴奋地拿着通告告诉我：“
老师说，要穿白色的上衣拍照，拍美美。。
。”我是有些不舍得她长大了！给她买了个新
书包，望着她开心的模样。。。在想，踏入小
学，就是她开始慢慢离开依赖妈妈的怀抱，开
始有自己的主见，开始学习顶嘴，开始反抗我
的要求。。。虽然，有时候她的倚赖让我想躲
避，还是为她的长大有伤感。。。纠结啊！

五年前，娴的结业礼；三年前，杰的结业
礼，我泪盈满眶，感触良多。。。

今年，慈的结业礼，应该会更多的感触！



每天阅读阅读阅读孩子听多了也跟着阅读阅读
阅读...阅读帮助孩子很多，从中得到的知识，
语言词汇，故事讲述的情感让孩子在学业上得
到更好的帮助。我们也希望孩子有书缘跟书做
朋友好过跟电话做朋友...

文轩除了有教育班还有武术，烹饪，亲子
活动，大大小小的晚会，义卖，还特别挤出时
间让孩子尝试街头表演，画石，最特别的是还
安排koraoke给家长们舒缓情绪...每一样活动都
有它的意义。

文轩不只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还是家长们
学习的地方。从一个什么都不太了解孩子的妈
妈到至今，我真的在文轩学到太多东西了。从
教导孩子，与家人沟通，与人相处，增值自己
等等... 

我在此衷心的感谢文轩教育机构的陈院
长，杨先生，各位老师... 祝福你们

叶俊源
叶俊汉
叶俊棨
妈妈

Thanks & Regards,
Penny

很快地第3个孩子也
将在文轩毕业了，时间过
得好快算一算我在文轩也
有7年了。

这个孩子看到哥哥在
文轩的一举一动很多时候
不用讲太多他都明白了。
真的要谢谢院长和老师们
的用心。

特别是阅读，院长和
文轩家长们都鼓励孩子们

叶 俊 棨
JAMON

YAP CHUN QI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
间在文轩已走过三年的时
光。还记得思凯第一次去
上学时的情景，小小的身
板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
带 着 少 许 好 奇 ， 少 许 期
待，开始了在文轩的幼稚
园生活。这是我们的第一
个孩子，我们是新手爸爸
妈妈，三年来孩子在文轩
成长了很多，我们也从中
学到了怎样成为更优秀的

父母。庆幸我们好不犹豫的选择了文轩。这
是 一 个 非 常 有 爱 的 大 家 庭 ， 让 我 们 很 放 心
的把孩子交给他们，谢谢您们无私的奉献!                                                          
我是一位全职妈妈，也是一位中国妈妈，在陈
院长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传承的精神，希望我的
孩子也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在此感谢文轩全体老师，谢谢您们!

思凯妈咪

陈 思 凯 
CHAN SI KHAI, SKY

甘 婕 恩
KUM JIE ERN

时间过的真快，婕思
已经要毕业了，回想婕思
的长大过程真的很感恩老
母给了我一个可爱又乖巧
的女儿。嗯，很小就很懂
事，很少让我担心，所以
当他五岁时，老师说他学
业认知有点问题，然后向
院长安排了他做感统。在
短时间里已经有所进步。  

感谢感统老师们, Teacher Emily, Teacher 
Ranice,  Teacher Lam, Teacher Chan, Teacher 
Marrie无私的教导，让他可以快乐学习中长
大。最终要感谢院长一路上的用心教导不放弃
我们的孩子还用心教导我们家长。















我 在 文 轩 读 书 很 开
心 因 为 文 轩 对 我 很 好 ，
教 导 我 读 书 。 文 轩 老 师
做 的 早 餐 也 很 好 吃 ， 同
学 们 也 对 我 很 好 。 我 要
上一年级了，我想和文轩
的老师说谢谢你们教我那
么 多 东 西 ， 我 很 开 心 。

孩子心声。。。。。。

Cheers,
Wah wah Goh
Graphic Designer

蔡 鈺 湘
TRACY

CHAI YOKE XIANG

萧 星 泽
SEOW XING ZE

时间往往过得很快，
孩子将要离开这个大家庭
了！明年就要步入小学的
大门啦！想起三年前的某
一天，牵着他的小手来到
这里，眼前的一切对他来
说是多么的陌生和新奇。
感恩的是他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适应了环境。

三 年 幼 儿 园 的 生 活
很短暂，记得初入幼儿园
时，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怕
羞，个性内向的一个小孩子。经过了老师们的
细心教导，如今已变成了一个听话懂事的小
孩，自己懂得处理好自己的事，懂得如何传达
信息给父母。在老师的教导下各方面都有了明
显的进步。在家里他会自己阅读故事书，如有
功课的话，他会把功课先做完才去玩耍。看着
他每天都在渐渐地成长，心里无限欣慰及充满
了感激。孩子的进步都和老师的辛勤工作分不
开，孩子的点滴成长都与老师的淳淳教导息息
相关。
        

在此感谢陈树沄院长及全体老师们，阿姨
们对孩子的关爱与照顾！给予他无私的帮助，
无微不至的关心。感谢老师对他学习生活方面
给予的宽容和理解！孩子的优秀弃离不开您的
培养，孩子的明天会因为有您的教育而一切感
到骄傲。
        

最后祝褔各位幸褔快乐安康！

赖 迅 翔
LAI XUN XIANG

今 年 第 二 个 孩 子 即
将毕业。看着他从两岁到
现在，一点一滴慢慢成长
虽然漫长却有着许多幸福
感。可以在文轩长大，对
他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
而对我们家长来说更是让
人很放心，很欣慰的。

孩子的成长过程一直
都是很多父母很忧心的，
担心孩子学坏，担心孩子

成绩不理想，所以往往一直给孩子最好
的。但是文轩的理念有点不同，要让孩子平衡
发展，要让孩子朴素生活，要让孩子心灵受到
鼓励。。还有很多很多。

到最后，我身为父母明白到，不管他学习
的如何，成绩考的怎么样，重要的是现在他所
学的是否能可以让他准备好面对以后的社会。
我相信文轩可以帮助到我的孩子因为这里大家
是一个族群共同合作成就着每个孩子。

非常感谢文轩教育机构，陈院长，WELL 
PROGRAMME 老师Ms Chan, Ms Ranice. 

Daycare Ada老师，Fong 阿姨， 玉阿姨， 
Ms Yap, Ms Chua, Aunty Soh, 感统老师 Ms 
Tan, Mr Wong, 陈老师。

感恩文轩提供一切免费的讲座让父母学
习，免费社区活动帮助孩子，免费社区图书馆
让孩子多阅读，感恩义工家长为孩子提供文化
活动，传承中华文化，传承人文意识合一世
界，传承素食让孩子有健康意识。感恩所有一
切为造福孩子的。

祝福大家幸福安康，福满圆满，富裕昌
盛。



刘 吉 鑫
LIEW GIT HIM

Dear all, 

I remembered that I 
was recommend by a kin-
dergarten teacher at Sri 
Gombak sharing with me 
that Git Him have a bit of 
hyperactive, trouble in fo-
cusing and unable play 
attention to teacher teach-
ing. When the teacher said 
maybe my kid is OKU un-
der categorie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 am a 
bit shock and unable to accept from the first 
and ask for advice,with this I start to knew Ve 
Education center kepong and person in charge 
here Sally Tan on march 2018.  

My elder son Liew Git Him was 5 years old 
during that time,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co-
operative with teacher and friend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time, there must be a bad story 
happened to Git Him; its lead me more worried 
of him, learning difficulty may cause a huge 
problem when come to standard 1. After shar-
ing with Sally Tan pros and cons about kids is-
sue, I cried and feel released.

I start to realize that I had done a lots of 
mistake from the past, I correct it one by one. 
I have go through some lesson which recom-
mend by Sally Tan, body massage for baby and 
children, reading some book. I start to be more 
patience, appreciate and love; listen to git him 
word and feeling. I do exercise with him more 
often, story book time every night before sleep, 
cooked healthy food at home. I attending semi-
nar which organised by Sally Tan team which I 
can to keep on track the latest education sys-
tem.         

A years has past, I feel grateful that Git 
Him have tremendous improvement after join-
ing the well programmed class here, he is more 
confident now, he can do reading story book 
by his own, reading suku kata, doing spelling 
or ejaan and so on.... I am happy to see his

smiling face and sharing the good time with 
friends at school. No one is perfect, I knew 
Git Him still got room to improved more.  

Lastly, I need to thanks all experienc-
es teacher, aunt and uncle who work at VE          
Educational Centre Kepong in helping the kids 
and parent become better and stronger. Spe-
cially thank to Sally Tan, a well experiences 
professor in education system. In my point of 
view, she is a good leader, good listener and 
good adviser. Appreciate her by no judging 
Git Him as a OKU/ADHD kids from the first, 
thanks her in giving opportunity and believ-
ing Git Him can overcome his own problem. 

THANKS & REGARDS
MANDY HO

林 艺 璇
LIM YI XUAN

我是林艺璇的妈妈，
很荣幸能够在此发言，也
很 高 兴 有 这 样 的 机 会 。

首 先 ， 我 感 谢 学 校
给孩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环境，完善的学习设备，
也感谢每—位老师的教育
与培养，在学习上孜孜不
倦的教导，让艺璇能够健
康成长，快乐学习，给她
带 来 — 段 丰 富 多 彩 、 健
康快乐的幼儿园生活。

目前，女儿已经是一个守时、懂礼貌、富
有爱心与责任心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她会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尽可能地使用“请”
、“谢谢”、“对不起”、“好吧”等敬语。
当然她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我们共同的指
正、教育和培养。

让我感触的是，学校都会定时举办活动邀
请家长—起参加，让父母可以和孩子互动，让
孩子更容易接受牢记，提高积极性。

再次表达我的感激，老师们辛苦了！您
长久以来的付出，让我们做家长的很感动。在
此，向老师们深深鞠躬。最后，祝愿文轩教育
机构明天会更好。



个月大，我们夫妻俩就带着她去见院长，希望
可以让她提早入读托儿所。还好惠卿她那时状
况“稳定”…可以顺利提前入读文轩。在文轩
的日子中，阿姨老师们非常用心，爱心与慈悲
照顾她。当时女儿是班中年龄最小的；牙牙学
语的她也是班里最爱捣蛋的。那时听阿姨们说
她“是班中的小霸王兼小姐头”。。。每当她
一哭闹，全部陪着一起演奏交响曲。。。她一
笑，各个都乐翻天。。。有时在学习中一个走
神就离场当 “火车头”，其他小朋友也一起瞎
起哄随尾跟着凑热闹。。。大人们都护着她，
让着她。。弄得老师阿姨们哭笑不得。

  
记忆犹新最深刻的是二零零六年四岁正

式上正规班，也刚好碰到爸爸转换新工作，父
女俩在时间，体力，环境与精神上各自都彼此
互相磨合！尤其刚开始前两个多月，他们父女
俩特别的煎熬。爸爸因为新工作区域比较远，
要特别早报到！变相惠卿就得要早起赶寄托文
轩，而这女娃非常敏感，相似感受到压力和不
愿；每次都和爸爸闹得“难离难舍”。。。爸
爸多次上班的途中不忍也“眼眶汪汪”。。。
也多亏院长慈爱包容，提早开门关照这女娃。

  
转眼间现在她六岁毕业了。。。此时此刻

一般言语很难道出我们夫妻俩内心充满感恩的
感受，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感恩全体文轩上下全体同仁们及老师们。

因为有你们大家的爱心，用心与耐心让惠卿及
她哥哥渊杰能够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
与此同时更感谢院长。。她对我们的关心，无
时无刻的包容与体谅！

感恩上天让我们遇到文轩。。。一个对教
育充满热忱的-文轩教育机构！！

相 隔 四 年 ， 又 再 一
次提笔写毕业感言。这次
是为女儿而写。。。记得
四年前那时是帮哥哥渊杰
写。。。光阴似箭，现在
轮到女儿-惠卿。她终于
完成文轩学前教育。。。
她毕业啦。。。

  
现 在 回 想 起 这 几 年

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记得那时惠卿也只有十八

张 慧 卿
MAVIS

CHONG HUI QING

大家在这里就像是”一家人”。

记得院长说的一句话，学习不是要冲得
快，而是要跑得远。孩子上4岁/5岁班时，不
是写多多的功课，而是培养阅读习惯。当然每
当小儿子看到比他大4年的哥哥做功课时，都十
分”妒忌”哥哥可以做功课，为何他没有? 然
后他就会去拿些草稿纸在那儿假装做功课(妈妈
心想要是以后是这样勤劳就好了)。

终于今年上6岁班了，需要正式的做功课
了，没抗拒，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功课拿
出来给我看。刚开始时，字体有点乱，可是没
多久后就能掌握好了，把字写好。希望他对这
份做功课的”热情”能继续延伸下去。
在文轩的这3年里，除了孩子成长，身为父母
的我们也跟着成长，一步一脚印的陪着孩子学
习，努力上课，用心陪伴，带领孩子前进。

在此，祝福各位小朋友们，开开心心，轻
轻松松地上小学!

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您，我爱您。

转眼间，又是小儿子
6岁毕业了，仿佛就像刚
入幼儿园的那一天。

首先，要感谢院长，
老 师 们 ， 阿 姨 们 ， 姐 姐
们，大家同心协力地一起
教育孩子们, 让孩子可以
快乐轻松地学习。还有，
也不忘了感谢杨先生，经
理，吴老师，心悦同学会
的家长们和炮兵的姐姐，

罗 伟 铭
LOO WEI MING

彦 韦 晙
EUGENE

YIM WAI ZHUAN

文 轩 是 一 间 很 有 大
爱的学院。院长人热心，
善良，对孩子很有爱，对
教育的指导很有远见有智
慧。老师們对孩子也很有
耐心。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深
受感激，遇到文轩是我們
的福气。感恩院长，感恩
文轩全体老师这些对孩子
的教导。谢谢。



赖 敬 兆
LAI JEEN CHAO

光阴似箭，转眼间，
又到了我家老二敬兆的幼
儿园毕业典礼。人们终是
说老二会比老大顽皮。果
然就在他三岁时，让我们
体验到第一次见家长的经
历。从此，我们就特别关
注他在学校里的情绪和一
举一动。到了四岁，老师
告诉我们孩子在学习和情
感方面须要加强和建议让
他做感觉运动。很快的，
我们就预约院长了解他的情况和让他做运动。
幸运的是做了感觉运动后情况得以改善。

到了今年（六岁），学习和情感方面都有
一直的在进步。这让我们深感安慰和意识到所
为的新小孩。

在此，要感谢文轩给予我们多元智慧的
平台，资讯，饮食习惯，教育新小孩的方式和
良好的环境让我们学习与成长。除此以外，要
感谢老师们和全体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用心良苦
的教导，付出，体谅和包容让他可以平衡的发
展。最后，祝福您和文轩的小朋友们幸福美
满，平安健康。在学涯旅程中发光发亮。

爸爸妈妈哥哥弟弟爱你哟。如有不对的地
方，请原谅我们。

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祝
福你。

谢谢。感恩。

陈 盈 樱
TAN YING YING

你好，我是陈盈樱的
妈妈。

在各位老师们的耐心
及爱心教育下，我孩子的
表达和沟通能力变强了，
人也比较敢与别人互动。 
这 种 改 变 让 我 都 感 到 欣
慰，我和孩子永远感谢全
体文轩的老师们。

Regards,
張效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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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感觉到孩子们的长大。

感恩院长与老师们及阿姨们多年来的细心
照顾，让孩子们每天总是开开心心地去上学，
欢欢喜喜地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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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们真好，万分感恩。

转眼间已是四年了，
今年又轮到我家女儿毕业
了。真的要很感谢陈院长
及各位老师的付出，让我
们的孩子能在一个舒适、
安 宁 与 平 静 的 环 境 下 成
长。从 Joyful 课程，再
进入 Well Programme 课
程，时间就这么的悄悄溜
走了。看见她们从一开始
无法说出在学校发生什么
事、吃过什么、玩了什么

黄 晴 雅
NG QING NGA

大家好，我是 JINA
的妈妈。想说的是，JINA
是五岁的时候才加入文轩
学习的。因为在四岁的时
候，在别的地方读了一年
书 ， 觉 得 真 的 不 太 适 合
她，没有文轩这里比较专
注于读书而非一直写字。

今年已经是六岁毕业
了，也觉得她认识了很多
字。不一定一直写字才可

以认识字，反而觉得多看多读，也可以认识
字。而且也可以在快乐的环境下学习，真的谢
谢文轩提供这样的环境，让我女儿可以在真确
的教育，快乐的学习。谢谢文轩

叶 紫 菡 
JINA YAP ZI HAN



1. 沙白县乌暹中华华小

2. 浮罗吉胆五条港新民华小

3. 浮罗吉胆华联华小

4. 浮罗吉胆竞智华小

5. 丹绒加弄峇眼益群华小

6. 丹绒加弄峇眼巴西华小

7. 巴生沙阿南中华华小

8. 巴生启明华小

9. 巴生共和华小

10. 巴生班达马兰华小A校

11. 巴生班达马兰华小B校

12. 巴生英华华小

13. 巴生滨华华小（二）校

14. 巴生直落玻璃循民华小

15. 雪兰莪安邦华小

16. 雪兰莪安邦华小（二）校

17. 适耕庄墾殖华小

18. 峇冬加里华小

19. 八打灵育才华小

20. 万挠三育华小

21. 万挠爱美乐华小

22. 瓜雪益智华小

23. 瓜雪而榄列俊华小

24. 呀吃十四哩华小

25. 双溪比力华联华小

26. 双溪比力智明华小

27. 吉隆坡泗岩沫启智华小

28. 吉隆坡半山芭公民华小

29. 吉隆坡励志华小

30. 吉隆坡育南华小

31. 吉隆坡蕉赖康乐华小

32. 吉隆坡蕉赖十一哩华小

33. 吉隆坡中国公学

34. 吉隆坡孟加兰民众华小

35. 吉隆坡增江中区华小（一）校

36. 吉隆坡增江中区华小（二）校

37. 吉隆坡甲洞华小（一）校

38. 吉隆坡甲洞华小（二）校

39. 吉隆坡城市甲洞华小（三）校

40. 吉隆坡德威伸路州立华小

41. 吉隆坡中华独中

42. 吉隆坡公民华小

43. 吉隆坡崇文华小

44. 吉隆坡尊孔华小

45. 吉隆坡燕美华小

46. 吉隆坡南强华小

47. 士拉央华小

48. 沙登华小（一）校

49. 加埔树人华小

50. 首邦市力行华小

51. 帝沙再也华小

52. 帝沙再也华小（二）校

53. 冼都志文华小

54. 蒲种新明华小

55. 蒲种益智华小

56. 麻坡中化第三小学

57.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Taman Bukit Maluri

回馈华小和国中。。。文轩曾服务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