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ANCIS SCOTT KEY  ~ 家教會大會會議記錄議程 
歡迎 + 包容 = 社區 

 
  日期: 2020年9月16日 ZOOM會議 
會議開始時間: 下午6:05 
會議結束時間: 下午7:37 
 

 
***家教會會議規範*** 

1. 以平等為中心 
2. 出席並參與 
3. 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專注流程/程序,而不是人們 
4. 尊重差異 

***VIRTUAL Meeting Norms*** 
1. 點撃 ‘Raise Your Hand’ (舉手)選項來提示發言/發問問題。我們希望大家等待講者完成他們的部分後才
發問問題。謝謝 ！ 

2. Emily H., 我們的主持人將為你解除靜音。 
3. 或者，你可使用聊天的功能，有人會回答你的問題。與往常一樣，請避免與會議無關的對話/閒談。 
4. 備注: 本次會議將會錄音並與分享給我們FSK的電郵通訊錄  

 
出席者: Kai Guiland, Tina Paul Mulye, Pallavi Sheth, Emily LaTourrette, Emily Hittle, Adrienne Carroll, Carrie 
Byun, Moneeka Shah, Eliza Conroy, Jason Dare, Rachael Whang, Rosalind Ng, Salumeh Eslamieh, Carly 
Chillmon, Brendon O’Neill, Missy Keadle, Jiaon Mai, Holly Coombs, Dalyce Bubemyre, Carolyn Sideco, Nia 
Ross, Joanna, Steven Bonaccorso, Cindy Hong, Nicole Selcuk, Rocky Koplic, Mimi Kasner, Emily Garvie, 
Monique Pflager, Jennifer Hedayati, Frances Falvey, Anna Jaeger, Chrissy Lehn, Erika Van Harken, Molly 
Layshock, Catherine Reid, Katie Gaertner, Heather Meidinger, David, Tiffany Hoong  
 
家教會事務: 
 

1. 主席及行政副主席( (Kai & Moneeka) -  為2020年8月26日的會議記錄進行表決 
a. Moneeka Shah動議通過會議記錄 
b. Adrienne Carroll和議 
c. 表決通過會議記錄: 28/33贊成票 
d. 感謝Emily L, Pallavi 和 Valeska在幕後所作出的努力。 
e. 家教會活動日曆 

i. 擴展祖父母步行和滾動活動- 擴展至星期日，9月20日- 拍一張與祖父母或以你祖父軰為榮
的照片，然後將其發送給我們的通訊副主席。  

ii. 回校護理套裝籌款(在籌款報告分享) 
iii. 閱讀工作坊: 9/17 和 9/24 @下午5-6。詳情在myfsk.org 
iv. 移動馬拉松- 10/12-10/18- 來步行/滾動/跳舞  
v. 萬聖節活動 (虛擬) - 將公佈更多詳情 

f. 報名加入家教會 委員會 / 義務工作 
i. 要求社區增加支持。請報名加入委員會或參加義務工作。 

1. 遙距學習委員會 
2. 學校更名委員會及更新匯報 

a. 學校校園理事會的進展和指導 
b. 正在完成指導文件 
c. 遵循教育局的指引及時間表 

ii. 如有更多人願意幫忙，我們便可更加支持各位及學生。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C5PGCyNji0U-ZsR5v-qYcmXYGXxAIS-u8UQUsgQFCY/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13J_7bixfVv8g2-cXvFrFRQf_hA4HrQLi3G0ZEP4xFg/edit?usp=sharing


g. Moneeka- 加入家教會成為外展副主席！如你知道有人對此有興趣，請電郵家教會委員會提名你
認為適合這個職位的人選。  

i. 外展副主席將幫忙籌辦虛擬學校導賞團及虛擬或親身(如許可下)的家長/教師的社交活動。 
h. 與我們的學校 及 家教會保持聯絡 

i. 加入我們的家教會 
ii. 瀏覽我們的網站: myfsk.org, Instagram, 和 面書 
iii. 電郵給委員會：pta_board@fskey.org 

i. 請記錄你的義務工作時數並用我們家教會校誌者Carrie電郵給你的Google表格提交  
i. Anna Jaeger經聊天區: 義工時數對我們報稅有影響 

 
 

2. 籌款 (Emily L) -  
a. FSK 的護照成功  

i. 我們與Beer Hall的合作籌得$400 (謝謝 Jen 和 Drew!) 
ii. 在這個秋季以及整年將有更多機會...請密切留意! 

b. 回校護理套裝為教職員籌款，9月16-27日 (Tina) 
i. 感謝Katie Gaertner與本地及小商户接洽為91位教職員準備護理套裝。 
ii. 捐贈價值$30的特別護理套裝給我們出色的教育工作者。$30是低於套裝的零售價。 
iii. 這亦是支持小商户，感謝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及為我們的家教會籌款的一個方法。 
iv. 如$30對你的家庭來說太高了可考慮與其他家長一起購買。可用Paypal付款或把支票以

FSK PTA 為抬頭寄到學校。 
v.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給Tina Paul Mulye 

c. 秋季籌款活動--移動馬拉松，10月12-18日! 
i. 我們剛開始計劃十月初所舉辦的移動馬拉松。我們需要幫忙！即使只是數個小時的幫忙可

幫助我們達到本次活動的籌款目標$8,000。這個活動是我們秋季的最主要的籌款活動！ 
ii. 如有興趣主持虛擬活動，請聯絡主席。我們希望安全的舉行，因此將不會有大型集會。 
iii. 感謝Jennifer Hedayati 對活動的主意。 
iv. 我們鼓勵家庭記錄他們所參加的其他不同的活動。  
v. Email Emily L 或我們的移動馬拉松主席Lisa Rockefeller和Katie Gaertner:  

fundraisingvp@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lisa.rockefeller@yahoo.com 
katie.clair@gmail.com 

d. 標誌服飾 (Adrienne) 
i. 投票新的物品包括印有飛馬徽標的不銹鋼水瓶或兒童口罩。請填寫google 投票表格(在聊

天區內有連結)讓我們知道你喜歡水壺還是口罩。請選擇一個價格。我們亦會在社交媒體
讓人投票喜好。 

ii. 回校銷售將在星期日，9月20日結束。所有物品八五折或買滿$100可獲七五折。 
iii. FSK Beanies 即將發售 
iv. 在我們學校物資取貨時得到很好的銷售。 

e. 本年的籌款 (全民參與!)- 大方向 
i. 籌募委員會誠徵會員 

1. 如果你有點子或疑問，請加入委員會。 
ii. 直接捐贈計劃在10月1 日開始--在此作出每年的捐款或成立每個月定額捐款。 
iii. 鼓勵公司作出相對捐款以增大款項！ 
iv. 參加本年未來的FSK護照合作。 

3. 會議議員(Kai) -  
a. 我們的家教會需要更新我們的法律規定以反映最近的改變。 
b. 需要增加一位副主席 - 通訊的職位。 
c. 我們需要動議正式更新我們的法律規定以反映最近的改變。 

http://myfsk.org/
https://myfsk.org/get-involved/pta/
mailto:pta_board@fskey.org
mailto:fundraisingvp@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mailto:lisa.rockefeller@yahoo.com
mailto:katie.clair@gmail.com
https://myfsk.org/get-involved/donate/


i. Anna Jaeger動議正式更新我們的法律規定 
ii. Dalyce Bubemyre和議 

4. 會員(Brendon) -  
a. 會員數目 - Totem 網站- 我們有165會員加入。這是我們的目標250位會員的65%。去年我們有

234會員。 
b. 會員更新提示！去年的會員需在9月30日限期前更新會藉。 
c. 請繼續考慮在加入會藉是對家教會作出額外的捐贈。會費及對FSK 家教會的捐款都可扣稅。 
d. 今夜的挑戰: 加入 和分享 
e.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Brendon (有幻燈片有聯絡方法)。  

5. 財務 (Rocky) -  
a. 一般預算更新 

i. 預算現正反映了我們上次的一般會議投票通過的所有更改和增加。 
ii. 收入/籌款目標- $124,800 
iii. 直至目前籌得款項- $11,399- 從TOTEM收到的家教會的會費及捐款。這些的款項每月移

到家教會的銀行户口，因此總數可能不包括最新的數目。可能再有另外$2,000從TOTEM
中拿到。 

iv. 開支預算- $126,590 
v. 直至目前的開支- $26,543 
vi. 可用現金- $46,798 
vii. 我們現時有$1,725的收入反映在我們的修訂預算中的FSK護照下。 
viii. 分享更新報告。 
ix. 如有任何疑問可用電郵聯絡Rocky。 

-Rocky 反映對其他家長能夠參加家教會的會議的關注。今天只有34人出席，其中13人是委員會會員。我們可否
重新考慮會議時間以使更多家長能夠出席？ 
-Kai- 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好的時間。我們亦有對會議錄音，因此未能出席的人可查看從而得到信息。我們亦可有
其他小型的虛擬活動讓家長向委員發問問題。 

 
6. 校長匯報 - Mrs. Kasner的更新 

a. 校務決策委員會將在明天開會以完成學校更名委員會指引的資料。作為職員我們將致力於學習及
明白有關種族身份及反種族主義的對話。我們鼓勵所有人一同學習。我們將在明天確定我們的指

引。 
b. 學校校舍將關閉直至我們知道更多。如有緊急情況請電郵給Mrs. Kasner 和 Ms. Page。 
c. 健康表格及緊急通知卡- 我們將在下星期一向所有家庭發出電郵通知他們必須提交健康表格及緊
急通知卡。所有表格將經ParentVue提交。 

d. 遙距學習 
i. 有一些家長詢問有關的標準。我們的教學將不要達到一般的學年的程度。對教師來說，不

能提供即時的意見是一項挑戰。這是遙距學習的部份缺點，但亦是讓老師更加有創意及發

展技能的機會。 
ii. 網上閱讀工作坊: 與你的孩子一起寫作 9/17 和 9/24, 下午5-6 
iii. 科技工作坊- 如果你有一些可以幫助你的子女增強學習經驗的項目想學習，請讓 Mrs. 

Kasner 或 Ms. Page 知道。 
iv. 拉丁文化月- 瀏覽我們的虛擬 I.D.E.A.S. 畫廊的幻燈片/短片 
v. ParentVue 和班級家長代表是保持通訊及接觸的方法。 

7. 問答環節 
a. Dalyce- 謝謝Mrs. Kasner的匯報。請問藝術在行動現正如何呢? 現在有一個改為虛擬學習的工作
室系列。 

i. Mrs. Kasner- 藝術在行動委員會現在正作出討論研究。 
ii. Eliza- 或許我們可以向我們的家長團體對於藝術在行動的計劃詢問他們的意見。 

https://jointotem.com/ca/san-francisco/francis-scott-key-elementary-pta/


1. Mrs K- 我們可以安排一個會議討論細節。如果獲取材料是唯一的障礙，我們可以
讓家長知道如何為活動準備或更改材料。或許老師可直接聯繫導師。SeeSaw 或 
Google 教室是一個安全限制的平台，可能比較難解決。 

b. Monique Pflager- 可否開放學校的電郵地址給校外的導師? 如我需要把作品電郵給導師，我現在
不能用我女兒的電腦發送給導師或給我或她的父親。 

i. Mrs. Kasner- 我並不知道學生不能用他們的賬户發送電郵給其他人。或許學生不能發送電
郵給三藩市聯合校區以外的人。Mrs. Kasner 要求Monique 對有關事宜發送一封電郵給
Mrs. Kasner和Ms. Wong好讓Mrs. Kasner作出跟進。 

ii. Tina- 在聊天區分享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技術支援/資料的連結。 
c. Carolyn- 我不能用我私人的gmail進入SeeSaw。 

i. Emily H- 老師需要在SeeSaw接納你，然後你可用你的gmail登入。 
d. Molly-如果家長可發送電郵到子女的賬户將會很方便。這是為了在學校/工作日期間向您的孩子發
送消息。  

i. Kai-可否用在ParentVue註册的電郵作為子女與老師的通訊? 
ii. Mrs. Kasner- 目前並沒有一個可讓學生電郵給校外的方法。我們可以看看讓學生電郵給家

長或家長雹郵給學生。我不知道是否可行。我可以詢問我們的科技部。 
e. Nicole- 校區可否建立一個SFUSD監護人的賬號給家長使用？ 
f. Carly- 校區什麼時候作出學校重開的更新? 

i. Mrs. Kasner- 我們的校區因為要求仍未作出任何決定。這個訊息在幾星期前以電郵的方式
發出。當有更進一步的更新，我們計劃再次以電郵發送給FSK的社區。 

1. Tina- 在聊天區分享SFUSD 的混合學習的更新連結。 
2. Emily L- SFUSD 家庭通訊不定時以電郵發送。 

g. Emilie- 是否有7月份有關家庭需要的FSK家庭調查的結果可以分享? 
i. Mrs. Kasner- 我們在暑假已經分享了結果。總結已經不再準確。我們已經用了數據設計全

年的遙距學習模式。最近的數據是從最近的健康檢查得到。四個家庭表達需要跟進。多個

家庭有小程度的需要亦已經跟進。不清楚數據是否在州的層面更新。 
h. Nicole- 我正考慮經SeeSaw舉辦萬聖節活動。是否所有班別都用SeeSaw? 

1. Mrs. Kasner- 所有K-5的學生都可登入SeeSaw。如果你可提前讓老師知道，他們
可以指導學生。 

i. Catherine- 校務決策委員會選舉臨近。今年有2個空缺。  
1. 今年我們正研究用google 表格投票。  
2. 會議將在明天舉行，我們將決定程序細節。 
3. 請留意電郵並鼓勵參選SSC. 
4. 任期為2年. 
5. Rocky- SSC是否像學校委員會? 

a. Catherine- 對，SSC就好像我們學校的學校委員會。  
b. Mrs. Kasner- 每一所學校都有一個管理委員會。他們與校長一起決定並執
行學校的教學和課程的預算。目前，SSC正在為學校重新命名的過程提供
指導。 

c. 由州政府資助的計劃-SSC決定如何分配預算以支持該計劃。 這就像支出/
餘額，以確保將資金分配給適合的計劃。 

d. SSC有聯邦/州的資助。它決定如何為每個計劃分配預算。 對於沒有聯邦/
州撥款的學校，這更多地是一般諮詢角色。 SSC是校長的顧問。  

e. SSC是學校的管理委員會，由5名教職員工（包括校長，證書或指定工作人
員）和5名家長（1名ELAC家長）組成，與Mrs. Kasner一起工作。 

f. 如果有很多人有興趣加入SSC，則票數最高的成員將獲得一個席位，其他4
個成員可以是候補成員。 如果成員缺席，則備用成員可以填補他們。 

g. 有一些是1年的期限，以防止全員離職，但目前的期限是2年。 
h.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給cagallagher1@gmail.com 

mailto:cagallagher1@gmail.com


j. Rocky- 在本次會議期間，直至目前為止，我們的回校護理套裝已籌得$670。 
 

與我們的社區保持聯絡 
myfsk.org 

https://www.facebook.com/FSKschool/ 
instagram.com/fskpta_sf 

 

https://myfsk.org/
https://www.facebook.com/FSKschool/
http://instagram.com/fskpta_s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