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潭南國民小學家庭訪視紀錄表 

一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0 14 谷 OO 媽媽 電訪 

訪視內容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媽媽表示很擔心他在校的健康與衛生習慣，對於媽媽的擔

心，我告知媽媽會叮嚀孩子 們戴好口罩，並請他們勤洗手、多喝水，學校也會

每天替學生量體溫，以及做好環境消毒的工作。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1 6 谷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學生跟我說昨天買鞭炮煙火躲在石板屋玩，旁邊沒有家長陪同，萬一發生危險，

後果不堪設想。我提醒孟 O 要在有家長的允許及陪同下，才可以玩鞭炮。為了

寶貝的安全，請家長再次提醒寶貝注意安全。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1 13 谷 OO 媽媽 電訪 

訪視內容 

早上聽學生說孟 O 拿了羽 O 從羽 O 媽媽那拿的錢，買了 BB 槍、BB 彈，我通知

雙方家長，並請家長協助歸還孟 O 所拿錢財，並告知學生不能拿他人的財物。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0 王 OO 阿嬤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芙 O 偶爾會有尿褲子的問題，下課要常提醒她去上廁所，今天向阿嬤反應，阿

嬤說她在家也會有此情況，會再叮嚀她記得上廁所不憋尿，並帶新的換洗衣物。 

指標三-2  加強親師聯繫功能，落實家庭訪視功能 



二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2 23 幸 OO 媽媽 家長到校 

訪視內容 

向媽媽說明特教巡迴老師來上輔導課程從 3/10(三)每星期三第五節課 13：20-

14：00，只能安排一節課，之後讓他留校參加課後照顧寫功課，因為該生回家不

能好好寫作業，總是會拖拖拉拉又會溜出去玩；還有媽媽希望讓該生多練習記住

字體，老師幾乎有時間就考他生字，但成效不大，他還是記不住字體。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1 5 幸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該生合群有禮貌，這學期大都能按時完成課業，語文認讀速度有跟上全班，感謝

家長能夠配合要求他完成課業。寒假期間也要閱讀課外書籍，大聲朗誦，幫助自

己語文能力提升，加油！在家也要幫忙做家事，為家人分擔辛勞。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1 8 司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該生是個善良聰明合群的孩子，但這學期常拖泥帶水無法按時完成課業，也常常

上學遲到，但還可以做得更好！也許他需要家長多一點的關心，多一點的陪伴，

以及建立他按照時間的規律來作息，培養責任感，請家長能多花時間陪伴孩子並

能費心指導他！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0 幸 OO 阿嬤 家長到校 

訪視內容 

該生活潑、運動神經好，天資聰明，理解力和反應力快，有語文的天分！鼓勵孩

子要多向爺爺奶奶學好母語、要多閱讀課外讀物，讓自己精益求精。 



三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2 8 幸 OO 媽媽 電話訪問 

訪視內容 

藉由翁立友、雞排妹的新聞請家長給家中孩兒隨機教育的機會 一、身體被碰

觸，有被侵犯、不舒服的感覺時，要立刻反應（當面制止對方或告知不舒服的感

受）。 二、請孩兒們別隨意觸摸別人身體（如新聞中的「刷卡」舉動），就算是

好朋友也要避免，以免養成習慣會成自然。 三、萬一不小心碰觸，要在第一時

間道歉。 隨機教育效果最好，該生有時太熱情，喜歡討拍，或去碰觸別人身

體。這些行為要在小時候就糾正，以免侵犯別人造成不舒服而不自知。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0 谷 OO 爸爸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爸爸是家裡唯一的家計承擔者，旅行社工作的他每天早出晚歸，無法看顧到孩

子，爸爸允諾會再跟媽媽溝通，請她多留意孩子作息。感謝爸爸的協助，讓該生

遲到頻率減少很多，而且能完成功課。同時，校長也在該生進步時獎勵了她。正

向鼓勵，期待孩子能更好。 

爸爸擔心送鑑定會被貼標籤。老師請家長放心，不會被貼標籤而是讓孩子獲得外

部資源，及協助。（專業人員進駐）而不管是否通過鑑定，符合個別化特殊生身

分？都是班上的孩子，老師都會盡力協助她成長，每個孩子都一樣重要。 送也

不一定會過，學校的鑑定，跟課業的學習比較有關。如果該生的問題不是單純學

習障礙的問題，而是情緒、心理發展，還是需要醫療院所的鑑定，給予適當方

法，才能真正協助孩子解決問題。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0 谷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該生功課雖好，但是作息不正常，常常在早上起來趕功課，作業品質不佳，而且

常遲到。請媽媽留意孩子作息及寫功課的習慣。※媽媽允諾會再嚴加看管。 



四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9 24 曾 OO 媽媽 電話訪問 

訪視內容 

和媽媽說明該生積欠的作業和訂正越來越多，因為該生 O 書寫慢，需要花比較

久的時間寫作業，若在家沒有認真完成，會越來越落後，請家長在家要督促他。

最近家長時常會給學生請假，帶他去看病。和家長表示希望家長能盡量利用假日

或晚上的時間去看病，缺席太多會影響該生的學習。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1 16 幸 OO 媽媽 電話訪問 

訪視內容 

放學時，于 O、維 O 開玩笑，內容涉及與性器官有關的不雅的內容，兩生表示說

是跟培 O 學來的。詢問培 O 是從哪裡學來的，學生表示以前在路上聽到大人說

髒話，有些涉及性相關的詞彙是大人聚會的時候講到，有些則是看抖音影片學來

的。告誡學生應該能知道那些詞彙是不雅的，不應該跟在公共場合拿出來開玩

笑。通知媽媽和媽媽溝通學生的行為問題，請媽媽嚴加把關孩子觀看影片的內容

是否恰當，也請媽媽再協助輔導。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1 20 周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昨晚夜課輔上課前，誤以為諾 O 要追著自己拿走手上的衛生紙，在教室逕自跑

了起來，不小心跌倒撞到了教師桌子的桌角，導致頭部受傷。當天晚上由家人帶

至埔基接受治療，額頭傷口縫了十針。到府慰問學生情形，幸好無大礙，並告知

家長申請學生保險需具備的相關資料，請學生身體康復後再帶到學校申請。 



五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1 28 松 OO 媽媽 電話訪問 

訪視內容 

該生最近對同學有些言語上的騷擾，當下立刻請他向當事人道歉之外，並且詢問

該生是在哪裡學到的。該生說他在舅舅的手機看到色情的影片，因此今天打電話

給媽媽，請媽媽跟家人溝通，不要讓孩子在這個階段看到不適合觀看的影片，媽

媽說會再跟家人溝通。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0 洪 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這學期開始，洪 O 寫作業的態度更加積極了。媽媽擔心自己的孩子學業跟不

上，與母親溝通洪 O 在學習上有更專注，作業完成度也愈來愈高。另一部分，

配合學校戶外教學，提醒洪 O 若沒完成作業，可能會列入無法去戶外教學的名

單，因此學生完成作業積極度大躍升，而且語文與數學能力明顯變得更加好。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4 16 谷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媽媽對於登記不交作業的次數作為是否讓學生參加戶外教學的依據表示反彈，我

向媽媽說明那是一種工具，用以提升孩子的能力，讓他可以發揮出自己最大的潛

能，目的並非是要孩子們不去，反而是希望促使以諾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

的確這陣子該生較願意寫作業。另外母親也提到父親常會對孩子動手動腳，而她

則會相對應的對女兒動手動腳。我提醒媽媽，夫妻間的問題若以孩子作為工具並

非好事，建議媽媽可以先停止這個循環，試著更好的溝通方式。 



六年甲班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09 10 15 谷 OO 媽媽 電話訪問 

訪視內容 

該生上課常精神不濟，教師詢問後發現該生晚上作息不正常，教師請家長注意孩

子的就寢時間，以免上課精神狀況不好，進而影響學習成效。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3 甘 OO 媽媽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教師於當日下午進行家庭訪問，了解該生未來的升學方向，該生母親表示該生未

來想往棒球發展，目前預計會去金門寄宿於姑姑家。該生母親亦描述該生在家與

妹妹們的相處，該生在家中在物品方面常不禮讓妹妹，教師表示會在學校教導該

生分享的重要。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13 谷 OO 奶奶 家庭訪問 

訪視內容 

學生喜歡趁家長不注意私自騎乘機車且不戴安全帽，被同學看見而告知導師。未

成年無照駕駛刑責嚴重，且危害自身生命安全，請家長多加勸導與督促，以免發

生意外而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日期 學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 

110 3 31 松 OO 媽媽 到校訪談 

訪視內容 

該生父親工作後酗酒及常以言語攻擊母親，該生感到不滿，曾多次勸母親與父親

離婚，3月 29日，父親因為酗酒要對母親動手，該生立刻到家門口牽好機車準

備提供案母逃離使用，未受暴力波及，身體狀況無虞。母親表示案主之前突然出

現掉頭髮的狀況，擔憂其面對家暴事件使其壓力過大所導致，表示上學期學校已

有老師協助輔導中，目前心理狀況尚穩定。持續關心學生和母親在家的狀況，並

輔導孩子身心狀況，希望別因為家暴問題影響到孩子的學習與作息。 



佐證照片 

 

說明：二甲導師訪談家長      日期：110.3.13 

 

說明：六甲導師進行家庭訪問      日期：11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