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加強親師聯繫功能，落實家庭訪視功能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家庭訪問紀錄 

受訪學生姓名 金睿恩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25 日 

受訪家庭成員 母親 

主要照顧者 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睿恩上課愛發表，很注意聽老師說的話，在學校表

現不錯。 

2. 睿恩因為哥哥姊姊年紀較大，在家中表現較嬌，有

時會用哭鬧解決問題。 

 

家長回應與建議 

 

無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與媽媽晤談。 

 

照片內容說明：媽媽會指導睿恩寫功課。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 一 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二 年甲 班 導      師 林毓姝 

受訪學生姓名 谷昊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25  日 

受訪家庭成員 母親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谷昊之前人際關係不太好，對小朋友說話口氣不

佳，但這學期已有非常大的改善。 

2. 寫功課時，常無法有耐心的完成，所以字跡潦草。 

3.鼓勵他能多多閱讀課外讀物。 

家長回應與建議 

1. 媽媽表示在家會很嚴格的對待谷昊，但谷昊有時會

反彈，對媽媽發脾氣。----建議媽媽若想更改谷昊

的行為，要能堅持自已的意見，並採用溝通說明道

理的方式。 

2.因為谷昊課後會去練習跆拳道，所以寫功課的時間會

比較匆忙。--建議媽媽還是請谷昊慢慢的寫，把字寫

漂亮。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

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訪談谷昊媽媽 

 

照片內容說明：訪談谷昊媽媽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三 年 甲 班 導      師 賴亭君 

受訪學生姓名 谷歆柔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25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一、在校學習情形(上課態度精神不濟、打掃、服務精

神待加強、人際關係佳) 

二、作業習寫狀況(注音符號字體潦草、數學習題方式

不喜歡思考而習於抄寫、作業經常沒帶回或沒寫) 

三、隨時依學生學習狀況作調整。 

家長回應與建議 

一、了解目前上課情形，已無二年級時與老師頂嘴現

象。 

二、家長會協助檢查作業是否完成並和老師配合指導教

學進度。 

三、隨時與導師聯繫。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照

片 

 

照片內容說明：與谷媽媽談論孩子在校情況 

 

照片內容說明：了解孩子家庭生活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田恩 

家庭訪問日期      106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息習慣 

2. 作業按時繳 

3. 個人衛生習慣 

 

 

 

 

家長回應與建議 

小朋友可否留下來完成作業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全宥榕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上課專心度 

2. 說話口氣 

3.閱讀部分 

 

 

 

家長回應與建議 

希望他對長輩的態度可以改善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谷恩慈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月  16日 

受訪家庭成員 父母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上課專心 

2.說話口氣 

3.數學的練習 

 

 

 

家長回應與建議 

辛苦老師們的用心教我的小孩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全曉英 

家庭訪問日期   106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業繳交狀況 

2. 個人脾氣 

3. 個人衛生習慣 

 

 

家長回應與建議 

希望她可以帶妹妹一齊念書.也可以完成作業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 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吳欣愛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月  17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個人脾氣 

2. 作業繳交狀況 

 

 

 

 

家長回應與建議 

希望欣愛的脾氣真的要改.請老師多多指導欣愛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 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田詩芸 

家庭訪問日期   106年  10 月 17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和阿嬤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業的字體要寫好 

2. 上課要專心 

3. 不要欺負同學 

4.申請低收入戶 

 

 

 

家長回應與建議 

家長會提醒小朋友要老師的話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谷雋瑋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業繳交狀況 

2. 個人脾氣 

3. 要有自信 

 

 

家長回應與建議 

希望其他小朋友能多和雋瑋一起玩.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耶利米.阿麥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業繳交狀況 

2. 個人脾氣 

3. 不出惡言 

4.吃飯速度 

 

 

家長回應與建議 

會在家裡多要求小朋友這些期許.也希望他可以慢慢改

變而變得更好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年度第 一 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賴呈安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媽媽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個人脾氣 

2. 不出惡言 

3.可以教弟弟妹妹 

 

 

家長回應與建議 

希望呈安能多聽老師的話.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紀錄 

班      級 四  年 甲  班 導      師 史寶秋 

受訪學生姓名 金元豪 

家庭訪問日期    106  年  10   月 16   日 

受訪家庭成員 爸爸 

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姑姑  其他           

家庭整體環境 
優良    □尚可    □欠佳 

□極差 

家庭衛生狀況 整潔    □尚整潔    □髒亂 

學習場所現況 

□有自己的房間或書房 

有讀書寫字的地方 

□無適合讀書寫字的場所 

□其他                 

是否為高風險家庭 □是    □疑似   否 

主要溝通事項 

1. 作業繳交狀況 

2. 個人衛生習慣 

3. 寫國字少寫注音 

4.尖叫次數 

 

家長回應與建議 

感謝老師的照顧和愛護.在家部份我會多要求孩子做好

自己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家庭訪問照片 

 

照片內容說明： 

 

照片內容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