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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清楚您孩子對學校有些甚麼問 

題和擔憂。

•	 檢查您孩子帶回家的成績報告書、 

報告單和作業。 

•	 寫下您想問教師的問題。從本冊子中這 

個表上的問題開始，然後把您的問題加上 

去。帶上這份問題清單去參加會議。 

•	 寫下教師應當知道的有關您孩子的資訊， 

例如家人死亡、離婚、經濟狀況的變化、 

疾病或搬遷等。 

•	 如果您需要搭便車、照看孩子或改變開會 

的時間或日期，學校可以幫忙。請致電學 

校辦公室查詢。

•	 如果英語不是您的第一語言，請在家長教 

師會議之前找人與學校聯繫，請求在會議 

期間提供翻譯。 

 

在會議上

•	 讓教師在會上先發言，但確保在會議結束前提

出您的問題。 

•	 詢問教師您孩子在學年結束之前應該學到些甚

麼以及能夠做些甚麼。訂出有關您和教師如何

與您孩子合作以實現那些目標的計畫。 

•	 找出整個學年和教師溝通的最佳方式（短信、

打電話、電子郵件）和最佳時間。

教育監察處向學生、家庭及社區提供有關公共教育制度的資

訊和轉介服務，促進家庭和社區參與教育，並幫助家庭和學

生解決與學校的衝突。

全年不間 
斷交流
會議後 

•	 告訴孩子教師對他/她的評價，特別是肯定 

的評價。談談學習目標，並與孩子一起訂 

出實現目標的計畫。

•	 每隔幾個星期檢查一次您和孩子及教師一 

起制訂的計畫。 

•	 每天檢查您孩子的書包，看看有沒有學校 

寄給家裡的資料。全部讀一遍。如果英語 

不是您的第一語言，請親戚或朋友用您的 

語言把學校的資料讀給您聽。 

•	 您若有問題，隨時可與教師聯繫。如果您 

孩子目前表現不好，可與教師一起制訂一 

個定期檢查時間表，以監督孩子的進步。 

如果英語不是您的第一語言，找朋友幫您 

聯繫教師，或請學校辦公室給您找一 

個翻譯員。 

•	 當孩子在課堂裡有良好表現出時，寄感謝信 

給教師。 

•	 務必使您的孩子認識到學校的重要性。每 

天和您的孩子談論學校的情況、參加學校活

動、在家裡提供幫助、在教室裡當義工、 

參加家長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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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uide for Families in the 
 David Douglas School District

David Douglas District Office
503-252-2900

Elementary Schools
Cherry Park  503-256-6501

Earl Boyles  503-256-6554

Gilbert Heights  503-256-6502

Gilbert Park  503-256-6531

Lincoln Park  503-256-6504

Menlo Park  503-256-6506

Mill Park  503-256-6507

Ventura Park  503-256-6508

West Powellhurst  503-256-6509

Middle Schools
Alice Ott  503-256-6510

Floyd Light  503-256-6511

Ron Russell  503-256-6519

High School
North Campus  503-261-8300

South Campus  503-261-8307

Fir Ridge  503-256-6530

Information in this handout has been provided by: 
Office of the Education Ombudsman. State of Washington



參加家長教 
師會議
大多數學校都邀請每個家庭出席每

年一次的家長教師會議。這樣的會

議是讓家長和教師分享資訊、解決

問題、建立有助於學生學業成功的

關係。但是，您無需等待特別邀

請，您隨時都可以請求會見孩子 

的教師，以討論孩子的學業進展 

情況。

教師需要聆聽您的意見，您也需要

聽取教師的意見。您比學校中任何

人都更瞭解您的孩子。與教師討論

您孩子的情況，將有助於為您的孩

子在課堂上學得更好，並有助於您

瞭解教師在課堂上教些甚麼。

家長教師會議通常時間很短，但會

議的議題很有針對性。以下提示將

有助於您充分利用您和您孩子教師

共處的時間。

家長教師會 
議注意事項
標出對您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補充

其他問題。請攜帶此表參加會議。

詢問教師的問題

o 可以給我看看我孩子的作業嗎？

o 我孩子是否能完成堂上作業和家庭作業？

o 我孩子是否參加班上的討論？

o 您對我孩子的進步感到滿意嗎？

o 我孩子在哪方面做得比較好？在哪 

方面有困難？

o 我們可以到哪里尋求幫助？

o 我孩子在教室裡和在操場上的表現如何？

o 最近有甚麼變化是我應該知道的？

o 您如何管理學生的紀律？

o 您對我的孩子有甚麼期望？ 

o 您今年將給學生進行甚麼測試？我孩子需要如

何做好準備？

o 最近將會有甚麼大的計畫？我可以如何能幫助

我的孩子？

o 您甚麼時候寄出成績報告單？

o 評分的依據是甚麼？

o 有甚麼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保持聯絡，以便全年

都能瞭解到我孩子的進步情況？

o 這個班有多少個學生？ 

告訴教師的事情

o 我孩子如何才能在學習上取得最好 

 的成績。

o 家裡發生任何較大的變化 — 搬遷、家裡來了

新人、死亡或離婚。

o 會影響我孩子的病情。

o 過去是甚麼幫助我孩子在學習上取 

得好的成績？

o 我孩子喜歡學校和課堂些甚麼。

o 我孩子在這個班裡遇到的最大挑戰 

是甚麼？

留空作備註  

後續計畫

教師聯繫資訊

要做的事情

o 您有助教嗎？您在課堂裡有請家長義工 

幫忙嗎？

o 您對我參加學校的義工以及幫助我孩子在學業

上取得成功有些甚麼建議？ 

o 我可以要一份本學年家長會議和學校開放日的

時間表嗎？

o 在課堂學習時間裡，我孩子的文化教養如何反

映出來？

留空作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