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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坚信孩子们的

成功源自于他们热爱的事物。
我们对于教育的热爱与方

针属性独特、万向、并绝无仅
有。

身为一所 Definitely 
Different 的国际学校，我们坚
信教育必须与时更进。小学士
们也必备基本生活技能，以准
备面对未来新世界。

GOTS 的课堂是为了让小
学士们爱上在学校上课的每一
秒。

在这里，我们相信在学习当
中没有失败，只有反馈。

您的小宝贝一定会喜欢天天
到这里上课！

GOTS
的承诺

我们在 GOTS 做的，不是教导，
而是辅导。辅导之余，我们引导。引导之余，

我们启发。 
– Veronica Shepherdson, GOTS 联合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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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习程式结合了剑
桥国际课程，并通过体

验式学习、各个视觉观点及文
化，融合了东方哲学及家庭观
念与西方的革新作为及教育。

身为国际学校，GOTS 为
小学士们调配了适合学前班、
小学以及中学的教育方针，完
美平衡了学术、美术、生活技
能以及体育。

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
所研制的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
书 (IGCSE) 是世界上最普及
的国际证书，是学生们深造及
考上大学的首要踏脚石。

在 GOTS，所有课堂以英
文作为主要媒介。当然，国语
及中文都被给于同等的重视。

GOTS以培养新进人才为
目标而设计了一系列高素质教
育，为小学士们做好踏入社会
的准备。

FinancialSmart 是我们的
经济认知课程，主要目的是为
培养未来的精明企业家。

S.H.I.N.E. 是东南亚首创的
体验式情商培训课程。通过
这个课程，学生们将懂得如
何与人沟通及社交，并同时
被灌溉脚踏实地及谦卑的重
要性。

小学士们在 GOTS 将无时
无刻接触与其他国际学校与众
不同的活动。

其中就有 Funky Tots（学
前班）、Funky Munky（小
学）及Chill Out（中学），
各个有趣及充满互动的课外
活动，供学生摆脱成天读书单
调节奏。

当中的活动包括了演讲和
戏剧、跆拳道、芭蕾舞、日本
太鼓及嘻哈舞。这些都是在一
天的学习日里提供给小学士们
的短暂歇息，在单调的学习中
提提神 、卯足劲。

体育活动方面包含了体能
训练营、篮球、箭术、足球及
游泳课。

我们的独特学习程式

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坚持的，就是寻求卓越。
在这里，我们志在教导孩子们热爱他们所做的。

当学生们爱上这些上课时所学习的一切。成功及成就就会诞生。
我们坚信这里所培养的全方位发展小学士们除了在学术上得到优越的成绩

之外，也能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功。
我们的学校对有伸缩性、有创意性及创造性思考的教导和学习有绝对的信

念。
学校的学术教育是经历了深思熟虑及不断革新的过程而传授于学生们。当

中包含了学术上的知识及技巧，并对教学大纲加以强调创新以培养品学兼优
的学生。

这里，前卫的西方教育搭配了东方人注重孝义的价值观。
在 GOTS，我们也为孩子们打了信心的强心针，帮助他们学习创造性的难

题处理及如何发挥团队精神。
没有一个学生会被抛在后头，只因为我们每一堂课能够让注重听觉实习、

视觉学习或者动觉学习的学生们都有能力从课堂中吸
取知识。

GOTS 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辅导师与孩子和家
长们之间的亲属感。

我们的学校绝对注重及鼓励家长们参与孩子
的成长过程。家长们可通过学校提供的每月评
估以及成绩单跟进孩子的学习程度。

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是拥有一群A+等级的
辅导师。他们不单高素质，他们也拥有来自
美国身心语言程式学考证局 （ABNLP）的身
心语言程式学 (NLP) 的学术文凭。凭此，我
们的辅导师有绝对的能力更加了解学生，并
更深层地明白如何帮助学生们发挥潜能。

GOTS 的高素质辅导师们是懂得如何鼓
励、沟通、合作、教导及帮助小学士们解决
问题的领导人。

孩子的 Definitely Different 教育启程于 
GOTS。

– Veronica Shepherdson,
GOTS 联合创办人

我们的品牌就是卓越的辅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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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S
学前班

我们为小学士们在学习的起跑点上
建立稳固的基础，让他们在学术、

社交及基本行为上站得稳。
– Chithra Nair, 学前班主任

GOTS 学前班给于适当的自由与开放度，
供学前班小学士们有利地进行学习。这里具有让小
朋友们培养独立性格的学习环境。



活动:
Funky Tots, 美术和手工艺品、舞蹈、演讲与戏
剧、体能训练营、音乐、泳池玩乐。

设备:
阅读中心、互动白板、冷气课室、舞蹈室、音乐
室、玩乐沙坑、儿童游乐场、储物柜、24 小时
保安人员、闭路电视 (CCTV)。

学校活动:
运动日、年度音乐会、户外游览、地球日庆
祝活动、节日庆典、教师节、学生日、年终露

营、GOTS 中心周末访, GOTS 咖啡时间。

我们的教育方式已进化并改革。
学术固然重要，但绝没必要

强迫孩子们在两至三岁时学习读书写
字。

教学的方式有千百种，其中就是
以通过玩乐来进行教学。

通过玩乐，孩子们更能在早期
学会参与身边的人、事、物，并
增强沟通能力。

玩乐是孩子们成长与发展的
主要过程。它能更有效地教导
孩子们利用创意思想进而培养
孩子们的想象力、灵巧性、
敏捷性、认知能力以及高情
商能力。

DEFINITELY DIFFERENT 
学前班

小学士们将在这里进行主题及
玩乐性学习。

孩子们在这
里可以学
习什么?

入学年龄  三至五岁之间

师生比例  三至四岁最大限度是15名学生；五岁最大限度是18名学生

教师资格  所有学校辅导师均拥有幼儿高级教育文凭或学位

学校开放时间  8am - 4pm

主题性学习：我的家庭、我的家
园、颜色与形状、欢庆日、动物

种类、各行各业、人类进化和品
格建设等。

8 9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请问这里有提供餐饮吗?
我们以公道价格提供由食品技术专家承办的一
日两餐餐饮。

请问这里有提供交通服务吗?
我们提供价格公道的交通安排。

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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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辅导师们真好。
他们都愿意长时间陪

伴在我们身边。
– Lakshyan Avaneesh, 学前班小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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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S
小学

GOTS的课程以活动为主，
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及鼓励小学士们

不断进行思考。
– Rani Arul, 课程主任

现今小孩以不同
的角度看待世界。
在 GOTS 小学里，我们不单要跳出传统框框的
创造性思考，我们也要对框框作出新设计，为我们
的小学士们铺出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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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S 小学的宗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他们不止能考得优越的成绩，
更能够独当一面。

我们采用上课教材及传统的教学方式，但与其选择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
我们的课堂更注重活动性质的教学以鼓励小学士们不断思考和突破自我。

GOTS 的课堂更能发掘小学士们的领导技能，如：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如何面对批判。

一所 DEFINITELY DIFFERENT
的小学

设备

阅读中心、互动白板、冷气课室、舞
蹈室、音乐室、迷你足球场、食堂、
桌球、储物柜、冷气课室、24 小时
保安人员、闭路电视 (CCTV)、诚实角
落、儿童游乐场。

学校活动

每月优秀生、运动日、年度音乐会、
户外游览、节日庆典、教师节、学生
日、地球日庆祝活动、英语周、国语
周、科学周、数学周、学生与家长训
练营、GOTS 中心周末访, GOTS 咖啡
时间、初级 TEDx 演讲、工作坊。

入学年龄  6 至 11 岁之间
师生比例  一间教室只容纳 15 至 20 学生
教师资格  所有学校辅导师均拥有教育文凭或学位，
   以及其他领域的证书，如 ;
    ▶ 剑桥国际教学和学习文凭(CIDTL)
    ▶ 身心语言程式的学者认证
    ▶ PhD
学校开放时间  8am - 4pm
教学媒介语  英语、国语、中文
科目   英语、数学、科学、ICT、历史、地理、美术与音乐、
   中文和伊斯兰教育。

学生活动

太鼓、跆拳道、
嘻哈舞、芭蕾
舞、足球、啦啦
队、溜冰训练
营、飞盘、桌
球、唱诗班、棋
盘游戏。

无功课制度

3-4 点的辅助作业时
间将确保学生做完功课并

能够放学回家
与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请问这里有提供交通服务吗?
我们提供价格公道的交通安排。

请问这里有提供餐饮吗?
我们以公道价格提供由食品技术专家承办的一日两餐餐饮。

特选科目

▶ FinancialSmart
▶ S.H.I.N.E.
▶ Funky Munky

评估

每月将会有总结
性测验以记录小
学士们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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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和哥哥
与姐姐一起就读 GOTS。
在这里，我学会了好好

地写字及会话。还有，
我现在一点都不像以

前那么害羞了。
– Kesthryl Joan Dewa Balan,

 小学里的小学士

东南亚首
创的体验
式培训课
程，借助
情商培养
学生

GOTS 小学
的宗旨是培养
全面发展的学
生。他们不止
能考得优越的
成绩，更能独
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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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S
中学

中学学者在
GOTS里不单止为IGCSE 
考试作准备，更被我们培养成善于交际的全方
位青少年，并在毕业后有绝对能力独当一面。

我们时时刻刻确保学者们能够亲自
体验教科并鼓励他们多执行各项实
验以确保他们对所有课堂教学能够

第一时间上手。
– Dr Vicknesha Santirasegaram, 科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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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S 中学的教学方式是
我们最引以为豪的。

秉着成人成才的理念，透过
传统和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我

们以最新科技教材，如:电脑及
智能电视，当作学习日常来结合

学者们学术与品格的教材来塑造
德才兼备的莘莘学子。

不仅如此，金融认知的生存技能
也已包含在学校课程之内。小学士

们也可通过学校提供的美术及艺术学
提升自己的信心与自尊心。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所与众不同的
高素质学校，那么 GOTS 必是您的

不二首选。

设备

阅读中心、互动白板、
舞蹈室、科学实验室、
科学准备室、音乐室、
美术室、学生休息室、
桌球、运行轨道、游泳
池、箭术、多功能礼

堂、食堂、冷气课室、
储物柜、诚实角落、冷
气课室、24 小时保安人

员、闭路电视 
(CCTV)。

学校活动

运动日、年度音乐会、户
外游览、节日庆典、教师
节、学生日、地球日庆祝
活动、英语周、国语周、
科学周、数学周、学生

与家长训练营、GOTS 中
心周末访, GOTS 咖啡时

间、工作坊。

入学年龄  12 至 16
师生比例  一间教室只容纳 15 至 20 学生

学校开放时间  8am - 4pm

教师资格
所有学校辅导师均拥有教育文凭或学位，以及其他

领域的证书，如 ;
▶ 剑桥国际教学和学习文凭 (CIDTL)

▶ 身心语言程式的学者认证
▶ PhD

教学媒介语
英语、国语、中文

科目
英语、英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ICT、美术、

历史、地理、音乐、国语、中文版附加数学、经济、会计、商
业研究、伊斯兰教育。

特选科目

▶ FinancialSmart
▶ S.H.I.N.E.
▶ Chill Out

学生活动

太鼓、跆拳道、嘻哈舞、芭蕾舞、篮球、游泳、箭
术、溜冰、飞盘、体能训练营、桌球、棋盘游戏、学

生与家长训练营、GOTS 咖啡时间、GOTS 中心周末访。

评估

IGCSE 末考 之前将会
每月进行形成性与总结

性测试。

无功课制度

3-4点的辅助作业时间将确保学生做完功课并能够
放学回家与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DEFINITELY 
DIFFERENT
的中学

请问这里有提供餐饮吗?
我们以公道价格提供由食品技术

专家承办的一日两餐餐饮。

请问这里有提供交通服务吗?
我们提供价格公道的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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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没有一刻的沉闷，甚至
有时候，这里也没有学校上课的

死板感觉。辅导员们都非常
有亲和力，并无时无刻地

让我们感到自在。
– Delia Ho, 中学小学士

演讲与戏剧, 跆拳道, 嘻哈舞, 太鼓, 
飞盘, 棋盘及电子游戏



A+
COACHES

我们都把小学士们当作自己的小
孩。在 GOTS 里，他们能都能够

得到最好的。
– Norashikin Mohammed Hariri, 

国语辅导师

在 GOTS 我们赋予小学士们自己
创造网页、编程、及剪辑视频的
能力，这样才能为他们作出面对

未来的准备。
– Liza Maria Paramasivam,

ICT 辅导师

 GOTS 小学士们一定会成长为善
良及爱帮助别人的大人。当你自
小为他们灌输优良的价值观，他
们一定会带着这份教导长大。

– Pushpa Devi Subramaniam,
 学前班辅导师

GOTS 的辅导师能够引导小学士
们更融入课程之中。这样才能鼓
励及帮助他们更有信心地为生活

作出决定。
– Manpreet Kaur, 

高级大使

演讲、戏剧及音乐其实都是最好
的老师。当你能充满自信地站在
一群观众前表演，那，你没有什

么是办不到的。
– Alesia Dhana,

演讲与戏剧辅导师

GOTS 小学士与众不同的地方是
他们拥有极高的情商，并能够和
我们携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 Dr A.J. Minai,
S.H.I.N.E. 辅导师

我们有着一群伟大的老师们。在 GOTS 里，我们称
他们为辅导师。因为他们，学校才得以办得成功。

– Gerard Abisheganaden, 学术主任

A+
辅导师



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与其他

国际学校与众不同的地
方，是我们的A+辅导
师们。

除了拥有不同学术领
域上的各个文凭，包括
了硕士学位、PhD 以及
剑桥国际教学和学习文
凭 （CIDTL）。辅导师
之中也有考获来自美国
身心语言程式学考证局 
（ABNLP）的身心语
言程式学(NLP)的学术
文凭。

GOTS 的辅导师们
不止不断创新，对教学
方面，他们也有独特见
解。每一位在 GOTS 就
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课堂
内外得到辅导师们全心
的关注。

我们的辅导师们
做的不只是教学，
他们都疼爱
每一位小学士。
哄他们开心的当儿，
也不断启发及培养
这些小孩。

– Veronica Shepherdson,
联合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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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小学士们对 
GOTS 的热爱

我以前在学校里还挺胆小的。自
从来到 GOTS上课，我开始有了自
信心，也更勇于在大家面前呈现
我的作业。我现在也有勇气在众
人面前做出表演。

– Nur Eishal Nur Misuari, 13

我在这里更加容易明白教学内容因为辅导师们真
的把课堂教的很好玩。上课时，我们并不只是阅
读课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帮助我们更有利
地学习。

– Harvir Singh, 14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
各自相当的私人关
注。这真的给了我
们在学习上很大的
帮助。我们并不害
怕提出疑问，因为
我们和辅导师们的
感情都很好。
– Sachil Asheer, 12

辅导师们常常教导我
们要有礼貌。我最爱
像跆拳道和太鼓的
活动。

– Jayden Nishaan 
Sandhu, 6

我最爱 GOTS 教科学的方式，因为
我们可以做好多好多实验。这一点
和我以前上课的学校完全不同。

 – Heng Xuan Qi, 9

自从来到 GOTS 上课，我的自信心与
学校成绩进步了不少。我以前并不喜欢
到学校上课，但现在，我每天都期待到 
GOTS 去。

– Cathryn Ann Dewa Balan, 11

现在的我更善于交朋友了。我不像以
前那么的害羞了，因为辅导师们常常
鼓励我要更勇敢地说出心里的话。

– Tristan Lim, 11

我的女儿因为辅导师
们以及 GOTS 的教
学环境有了很大的进
步。她从一个不爱去
学校上课的孩子变成
了一个每个早上迫不
及待出门到学校去的
孩子。

– Gurvinder Kaur

有些学校不准小孩们表达意见，但在
GOTS，我的女儿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并
有空间挑战一些她有疑惑的题材。光是死
背课本并不是所有，学生应该明白课堂教
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 Mohd Fakaruzi Che Rus

自从来到 GOTS 上
课，我的儿子改变了
很多。他不但更有自
信，人也更加成熟
了。

– Cheryl Paul

GOTS 有完美的学术、美
术、及体育课程安排。我
真的很欣慰我的儿子能够
来到这里上课。

– Siew Siew Kim

GOTS 真的是
一个好地方。
我的女儿在
这里发掘了她
的才能并找到
了自己要走的
未来路。她也
寻到了她能更加优越发展的
领域。

– Carol Angel

GOTS 运用了 VAK（听
觉、视觉及动觉）方式进行
教导。我的儿子因此而成绩
大大进步。

– Farah Adibah
Abdul Rahman

GOTS真的让我的孩子的成长
与发展收益。他们现在已经学
会了如何为自己规划并能够在
这里体验与别的学校不同的学
习方式。

– Y.K.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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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更多有关 GOTS
的详情与费用结构，请拨打

+6011-3906 6866 
(Manpreet)

或 +6011-3933 8340 
(Leyana) 

寻求我们的教育顾问

30 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您的孩子踏入
DefinitelyDifferent
的教育宗旨始于
GOTS

剪下
此处并带往

Global
Oak Tree 
Scholars

以得到神秘礼物。 
*须符合条款与条件



学前班与小学

CITY OF ELMINA CAMPUS
PERSIARAN ELMINA, ELMINA EAST
40160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中学

PLAZA JELUTONG
GL1, PERSIARAN GERBANG UTAMA

BUKIT JELUTONG, SEKSYEN U8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想要
知道更
多有关
GOTS 的
详情和有关 
Definitely 
Different 
的教学方式，
请拨打 +6011-
3906 6866 
(Manpreet) 或 
+6011-3933 8340 
(Leyana) 寻求我们
的教育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