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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on 全体老师新年贺词 
a Zon’s New Year Wishes 

 A Zon生命教育学院创始人 

 亲子关系与儿少心理研究工作者兼心理学讲师  
 二十年中小学及高等学府教学及心理咨询经验  
 多年亲子与儿少课题著名电台特约嘉宾  
 多年教总《孩子》双月刊儿少学习专栏作者  
 多间华小及学习中心特约心理辅导顾问  

          

敬爱的A Zon全体大家庭同仁及各界社会人士： 

大家新年吉祥！ 

让我们一同 感恩过去2013的点点滴滴。 

无论滋味如何，它毕竟让我们学习了、成长了。 

乐，淡然处之；痛，泰然处之。 

让彼此互相祝福、扶持、接纳、宽恕。 

把过去生命经历化为正能量，展望2014， 

重“心”开始，重“新”开始。 
祝福大家骏程万里，喜乐安康。 

李莉莉心理顾问师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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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将至，辞旧迎新。
不知不觉中，一个值得
回忆的2013年匆匆地走

过，新的一年已经微笑
着向我们走来，迎来了
一个崭新的岁月。祝愿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
安康！ 

把快乐写进短信里，
把平安写进短信里，
把幸福写进短信里，
把健康写进短信；把
所有的祝福写进短信
里传达给大家，祝福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
康快乐！谢谢在过去
的一年里陪伴的家人
朋友及所有帮助我的
人，让我走过2013年
的旅程，向2014年奔
去！感恩！=) 

虽然加入A Zon生命教育学苑的日子不长，但

感恩老师、孩子和家长们让我时时刻刻的不
断成长，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不开心的
事都抛开，珍惜每一天和身边的人，新年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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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所
遇到的大小事物，让我
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并
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
感谢 A Zon生命教育学苑

成就一切的学习，提升
了我的人生价值。在新
的一年里，希望大家能
扫尽一年的烦恼并洗尽
所有的忧愁，让我们盼
来新一年的辉煌与希望。
新年快乐！安福吉祥！ 

斟满幸福的美酒，聚坐团
圆的饭桌，聊聊新年的快
乐，畅想未来的精彩，新
年到了，让快乐与你相伴，
让健康陪你吃早餐，让平
安和你出行，让幸福带你
入眠，让团圆留在身边，
让微笑永远放在心间！ 

新的一年，新的景象。感谢每一位帮助我、提拔我和
教导我的人，让我有机会与你们一同成长。在此，恭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鸿运当头，马到功成！ 



a Zon 全体老师新年贺词 
a Zon’s New Year Wishes 

a Zon 全体老师新年贺词 
a Zon’s New Year Wishes 

In less than a week’s time, we will be 
welcoming the year of the horse. As this 
year comes to an end, let’s reflect on 
our goal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year. If a goal is achieved, a new goal 
should be set. If a goal has not been 
achieved, let’s put in more effort to 
accomplish it. I believe no effort or love 
will be wasted at A Zon so I deeply 
appreciate all parents and teachers who 
are striving hard to help the children. 
Let’s make year 2014 a healthy, 
prosperous and victorious one for all.

很高兴能在2014这一年初始的时候进

入A Zon这个大家庭。虽然加入A Zon 

的时间不长，A Zon 的老师们与家长

们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给予我的信任

与指导却是分毫不差。我为此深深地

感恩和感谢大家。我在此谨祝愿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万事顺意，

马到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