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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了解家庭及其子女

與家庭及其子女建立互信、富有成效的關係，首先要了解他們的需求和目

標。邀請家庭分享對其至關重要的事情，將有助於您和您的工作人員與家

庭建立積極的、相互尊重和回應的聯繫，並爲全年決策的透明和包容性鋪

平道路。   

幼教工作的最佳方法也是癒合創傷

的方法。作爲一名幼兒教育者，您可以很好地提供回應、關懷和可預測

的環境和關係。研究證明：這種環境和關係可以減輕壓力和創傷。通過

使用「家庭學年初調查問卷」，您在學校開始之際就把家庭、社區和社

交情緒健康作爲中心。將您從這份問卷中了解到的東西融入到您的日常

工作中，可以減輕工作人員、家庭和學生的壓力，並爲學業成功打下堅

實的基礎。  

使用「家庭學年初調查問卷」的可行方法

❏ 制定一份「家庭學年初調查問卷」，記錄家庭對入讀您課程的學生所懷有的喜好、需求和目標(請參

見下一頁的問卷樣本)。

❏ 在暑期或新學年開始的時候留出時間讓家庭成員在與老師或家庭工作者的個別會議上填寫問卷。

❏ 確保工作人員使用調查問卷作爲與家庭對話（而不是面試）的基礎。要與家庭合作進行此對話，請考

慮以下幾點:

❏ 分享從家庭收集這些資訊的根本理由

❏ 以審慎處理和尊重的方式收集資訊

❏ 尊重那些不想回答所有問題的家庭

❏ 計劃爲無法用英語完成問卷的家庭提供特別照顧。問卷樣本的翻譯可在 建立家庭與社區關係資訊中

心頁面的「額外資源」（Additional Resources）下面找到。

https://infohub.nyced.org/working-with-the-doe/early-childhood/early-childhood-educators/building-family-community-relationships
https://infohub.nyced.org/working-with-the-doe/early-childhood/early-childhood-educators/building-family-community-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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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中應該包含的重要資訊

學生資訊 家庭資訊 

➔ 學生喜歡被稱呼的名字

➔ 學生的特長和特殊興趣

➔ 學生喜歡(例如：喜歡的玩具、活動)和不喜歡的

東西

➔ 關於學生以前如何處理與父母/監護人分離的資訊

➔ 學生可能需要幫助的地方(例如：語言/交流技能、

去廁所)

➔ 任何過敏、藥物、哮喘或其他生理需要

➔ 任何關於學生學習需求或挑戰的資訊

➔ 任何其他關於學生的對教育者來說都是有用的資

訊

➔ 所有家長/監護人的姓名和聯絡方式

➔ 在家使用的語言

➔ 口語和書面溝通的首選語言

➔ 首選的溝通方式(如電話、短信、電子郵件、家庭

通知信等)

➔ 學生父母/監護人來校或進行虛擬溝通的一般日程

表和可用的時間

➔ 家庭對子女在學前班及以後的希望和志向

➔ 任何家庭願意與班級分享的技能、習俗或手工製

品

➔ 任何其他對教育者有用的有關家庭的資訊

資源

「家庭年初問卷調查」的樣本在下一頁。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發送電子郵件至幼教處家長及社區參與小組：

FECP@schools.nyc.gov 

mailto:FECP@schools.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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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年開始的家庭問卷調查

各位家長：

謝謝您抽時間填寫這份表格。  您提供的資訊會幫助我們在這個學年為您和子女提供更好的服務。  任何您不願意

回答的問題，都可以跳過不答，不過請注意，您提供給我們的訊息將是保密的，只會出於改善您子女學習體驗和

改善家長作爲子女教育夥伴這兩個目的而透露給子女的班主任和其他必要的學校工作人員。  我們期待著在這個

學年與您保持協作，我們鼓勵您有任何反饋、問題或疑慮，都與我們聯絡。

第 1 部分：  關於您的子女 

1. 您子女的名字是什麽？

2. 您子女的姓氏是什麽？

3. 您的子女喜歡別人叫他/她什麽名字？

4. 您最喜歡您子女的哪些方面？

5. 子女有哪些優點或最喜歡做什麽事情（比如：畫畫、讀故事書、過家家、到外面玩）？

6. 您子女有沒有最喜歡的玩具或絨毛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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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子女有沒有討厭的事情是我們應該知道的（比如：討厭睡午覺、討厭某些食物）？

8. 如果子女有任何健康、情緒、行爲或學習方面的問題，並且您認爲該問題是我們爲了在學年中更好地提

供支援而應該知道的，那麽請告訴我們：

9. 您子女以什麽語言溝通最自在？

10. 您子女做下列事情需要幫助嗎？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如廁 ◻ 穿衣服

◻ 小睡 ◻ 吃東西

您可以在以下的空白處説明您的答覆：

11. 子女有任何我們應該注意的過敏反應嗎（包括食物過敏）？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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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子女是否被診斷過有哮喘或者使用過噴霧器？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13. 子女有我們應該注意的任何其他健康問題嗎？  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14. 子女目前在用任何藥物嗎？   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15. 子女之前有沒有被送去過任何正式的托兒所？  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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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認爲子女將會怎樣應對向學前班的過渡？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我的子女很興奮能夠去上學前班。

◻ 我的子女跟家人道別會很困難。

◻ 這是我的子女第一次這麽長時間離開家。

◻ 這對我的子女來説，不容易適應。

您可以在以下的空白處説明您的答覆：

17. 如果您認爲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照顧您的子女，請告訴我們：

第 2 部分：  關於您和您的子女的家庭： 

18. 在下面的空白處，請列出子女的家長/監護人（包括您本人）的名、姓氏、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

名字：  姓氏：

與子女的關係： 是否與子女住在一起？（請寫「是」或「否」）

電話號碼： 電子郵箱：

名字：         姓氏：  

與子女的關係： 是否與子女住在一起？（請寫「是」或「否」）

電話號碼： 電子郵箱：

19. 如果我們需要聯絡您，您希望以哪種方法聯絡？  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電話

◻ 手機短信

◻ 電郵

◻ 送至家裡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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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願意我們在白天的什麽時間聯絡您？  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早晨（列出具體時間： ）

◻ 下午（列出具體時間： ）

◻ 晚間（列出具體時間： ）

21. 一星期之內的哪些天或者一天之內的哪些時間，您可以參加課堂的活動？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星期一（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二（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三（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四（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五（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六（列出具體時間： ）

◻ 星期日（列出具體時間： ）

22. 家裏講哪些語言？

23. 您希望學校用哪種語言與您進行書面溝通？

24. 您希望我們用哪種語言跟您口頭溝通？

25. 您的子女有幾個兄弟姐妹？  他們的年齡分別是？

26. 在學前班的這個學年，您最想讓子女學什麽？



T&I 32918 ECE 2021 June_Getting to Know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Beginning of Year Questionnaire_Form (Chinese) 

27. 在這個學年，以及在子女今後的人生中，您對子女有什麽希望和心願？

28. 今年您希望與我們的班級分享什麽技能、傳統、習俗或手工製品/工藝品？

您的答覆會幫助我們規劃今年給家長安排的活動。

◻ 音樂/美術才能

◻ 您家庭的家族史故事

◻ 家裏最珍愛的物品及它的故事

◻ 食品與食譜

◻ 最喜歡的遊戲

◻ 歌曲

◻ 來自母國的照片、訊息或者某樣文化氛圍濃厚的物品

◻ 工作方面的訊息

◻ 家庭探險故事或照片

◻ 母語裏有趣的表達方法

◻ 其他（請在下面的空白處説明）：

29. 有沒有哪些節假日或傳統對您的家庭很重要？勾選「是」或「否」。

◻ 是

如果「是」，請說明：

◻ 否

30. 您覺得還有什麽與您家庭有關的事情是我們應該知道的，以便我們能更好地為您和您的子女提供服務？

謝謝您幫助我們瞭解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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