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ANCIS SCOTT KEY 家教會虛擬大會會議記錄 
                      歡迎 + 包容 = 社區 

 
日期: 2020年11月19日 下一次大會日期: 2021年1月21日  
 
開始時間: 下午6:06 大概結束時間:  下午8:01  地點: ZOOM 虛擬會議 
 
出席: Pallavi Sheth, Kai Guiland, Moneeka Shah, Rosalind Ng, Bonnie Quinn, Mimi Kasner, Carrie Byun, 
Chanel Blackwell, Dalyce Bubemyre, Urvi Parikh, Jamie Rayman, Jennifer Hedayati, Emily Hittle, Chrissy 
Lehn, Megan Page, Brendo O’Neill, Jessica Kench, Adrienne Carroll, Kelly Heath, Evelyn H, Elaine Lai, 
Dandan Chen, Shirley Vergara, Wah Eng, Alvin Au, Brent McDonald, Carly Chillmon, Chell Mendiola, Erika 
Van Harken, Jason Dare, Rachael Whang, Joel Reber, Jun Lee, Karolina Branley, Kim Hutchison, Laura Yang, 
Long Tran, Michelle Vidal, Rocky Koplik, Shioko Anderson, Taylor White, John Blackwell, Andrea Swei, Vance 
Vredenburg, Lex Leifheit,  Michelle Fliegauf, Kasey Nejad, Jessica Wilcox, Jefferson Liu, Jae Park, Barrett 
Shaver, Caroline Parker, Catherine Reid, Emily LaTourrette, Lily Manzone, Megan Zhou, Annie Lee, Courtney 
Ryan, David Cronan, Eliza Conroy, Emily Garvie, Travis & Stacey Haft, James Reid, Jessie Turnbaugh, Juliet 
Rodriguez, Julie Robbins, Miles (last name unknown), Richard Chun, Robyn Stanley, Ryan (last name 
unknown), Samuli Kekki, Seto (full name unknown), Yuelin Zhou, Joanne Sucgang, Molly & Greg Layshock, 
Tessa Nicholas, Sabrina Thillard, Cassandra Munoz, Ben (last name unknown),Eric Dilulio, Eric Kuhn, Rory 
(last name unknown), Katie Gaertner, Adrienne Leader, Joyce (last name unknown), Mike Brophy 
 
主席 (Kai):  

1. 各美國原住民致謝 
 

行政副主席 (Moneeka) 
1. 感謝各位 (家教會, 校長, 職員/教育工作者, 班級家長代表) 在今年在萬聖節活動中幫忙。活動非常成功。  
2. 謝謝我們的SNCC的所作出的努力。 

 
主席 (Kai):  

1. 表決10月13日的大會會議記錄 
a. Emily L - 動議通過 
b. Tina - 和議 
c. 動議一致通過 

 
2. 家教會主要演講 

a. 學校名稱更改委員進度報告 - 會議主席 
i. 學校名稱更改委員會在未來將有討論，但今天將花時間匯報進展。 

b. 學校重新開放更新 - Ms. Kasner 
c. 我們希望聆聽社區以確保接收你們的意見。 
d. 家教會委員將監察我們的聊天區 

 
學校名稱更改委員會 (Bonnie, Chanel 和 Michelle V): 

● Bonnie- 我在FSK已有20年。我的兩個孩子都是FSK的畢業生。 
● Chanel- 我是一個FSK前學生和一位現任學生的家長。我是自2011年已在這個學校。 
● Michelle V- 我是一個四年級和一年級學生的家長。我是這個委員會的義工。 



● Bonnie- 您們可能已看到來自這個委員會的電郵並填妥問卷調查。在2018年，三藩市教育委員會(BOE) 
成立了一個名為學校名稱咨詢委員會(SNAC)的組織。他們決定44所學校需要改名，而FSK是其中人個。
FSK撰寫了美國的國歌，但他是一個奴隸的僱主。他利用自己的財富與力量堅持奴隸制度。 

● Chanel- 我們的目標是提議一個名字。根據我們的資源，由教育委員會(BOE)成立的學校名稱咨詢委員會
(SNAC)決定我們將在1月改名。原本，我們希望可把這個程序延至3月或4月。但截止日期家在12月18
日。如果我們不提供一個名字，學校名稱咨詢委員會(SNAC)將會選取一個名字給我們。作為社區，我們
希望可以選擇一個名字。經過第一個問卷調查，我們希望可在12月7日選出8個名字。我們將在12月10日
的社區會議討論那8個選出的名字。在第二階段，將發出一個新的問卷調查，在12月14日把選擇減至3
個。委員會將在12月15日揀選首3個名字。當我們有一個我們可以引以為傲的名字時，我們將教我們的孩
子，並有一個有關為什麼學校名稱更改的活動。如果不認識我們的人在未經我們同意的情況下為我們選

擇名字，那將是非常可悲。因此我希望您們可以幫助我們選擇名字。 
● Michelle- 背景是在2018年通過的委員會決議，被選中進行更名的學校會由教育委員會選擇。這個不是

FSK所作出的選擇。截止日期為12/18。你們昨天收到SNCC義工，Jae Yoon Park 所發出的電郵的原因
是我們希望可把截止日期延後以便FSK的社區參與。我們認為這是思考命名學校的歷史以及考慮到他的
歷史而選擇這個人物的機會。有同意和反對這個程序。我們對這個決定沒有選擇。大部人都很雀躍。在

由SFUSD負責的變革性正義和恢復性過程中，當我們考慮社區中何時造成傷害時，我們會以循環和社區
的方式來考慮。 我們今天晚上坐在一起是我們互相瞭解和一同學習的方法。當傷害發生，我們可以以對
社區有益的方式下進行修補。這是一個修補那些象徵的形象所產生的修害。我們所有SNCC的義工在秋季
初的黃昏和周末舉行會議。這不是把你的孩子的重開計劃中或在幕後所發生的事實拿走。12月10日是第
一個社區會議。這不是討論所提交的名字，而是給你(畢業生，社區會員)一個機會發表意見。我們希望聆
聽你的聲音。最終，我們的委員會會決定最終的名字。我們將會加一個可行的周末以給各位不同的時間

選擇。 我們是我們孩子的榜樣。我們鼓勵你想想你要如何展示給你的孩子。請看看電郵。. 
● Chanel- 當我們把我們的徽章由海豚改為飛馬時亦曾經這樣做。 
● Kai- 該過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為孩子們作出榜樣。 請利用即將舉行的社區會議。 這是一
個安全的共享空間。  

● Urvi 在聊天室- 當我第一次注意這個程序時發覺這是一個漫長的旖程(超過一年)。你可以講一講為何現在
的截止日期是12/18? 

○ Michelle- 很多學校的校長都在推後限期，但BOE決定不延期。我們仍與社區互動和設計課程。這
個過程將會加快。很多課室和老師已為學校命名的歷史和Francis Scott Key的歷史建立課程。 

● Mimi- 謝謝SNCC的老師提供過程的匯報。SF SNAC 在2018年學校更名決議後成立。委員會花了一段時
間成立和研究指導學校的標準。它們最近才公怖那一所學校在這個學期更名。決議在上星期通過。在7月
時我們介紹了這個概念。我們希望有時間在這件事情上工作，但很不幸，截止日期比預期中快。第一個

限期為11/15。很多校長提出意見，日期才推到12月, 雖然我們明白時間仍很緊迫。 社區的參與，尤其學
生，以瞭解我們為何要改名是非常重要的。請你的孩子填寫問卷。我希望學習和為何我們需要參與有關

種族主義的討論可以持續。 
● 委員會聯合主席的電郵在聊天室分享 
● Joel Reber 在聊天室- 無論如何，瞭解有關 Mr. Key將在我們的社區持續。 
● Greg Layshock 在聊天室- 你們是否已經有建議的名字? 

○ Tina 在聊天室- 你可在問卷中建議名字 
● Sabrina 在在聊天室- 我可在那裡找到可選擇的名字? 

 
 

校長 (Mimi): 
● 學校重新開放更新 / BoE, 市長室等的通訊 
● 我們明白這一個過程令我們的社區感到沮喪。我們對我們的員工和家長團體感到自豪。我不能控制我們

什麼時候重開。這個決定來自校區，參事，BOE和州政府。每一次我得到新的資訊，我都會與大家分
享。第一期是當前的遙距學習。 

● 在現時所知道的事情:  
○ BOE’s 最新決議(在12/8投票) 
○ 第2A 混合期: K-5 M/S 特別日班 (2/8) >> K-1 級 (待定) 



■ 中度至重度兒童需要親身接觸他們所需的用具。我們可以保持細小空間以更容易掌控孩子

的數量。 
■ 我們明白最小的孩子是比較難進行遙距學習。 
■ FSK: 第2波學校旨在2/8/21為優先小組重新開放。 

○ FSK 家教會學校重開小組- 我們有需要時將在1月開會。我們正在等待直至我們有一個計劃。 
○ 三藩市聯合校區的調查 - 校區將在明天向家長發出問卷調查以知道家長的計劃。如果我們沒有這
個訊息，我們不能計劃。校區需要知道如何安排老師。我們需要限制每一課室為14人。 
 

家教會 Business (Kai)- 
1. 日曆 (在幻燈片中顯示) 

a. FSK秋季護照檢視 
i. Beer Hall- 現正進行 

b. 額外FSK虛擬社區會議 - 12/3 和 12/17。如果我們有更多人出席，我們將舉辦更多會議。 
c. 虛擬社區活動- 籌劃花絮之夜，冬季舞會等的可能 
d. 這是2020年最後一個家教會大會。下一個會議在1/21/2021. 

2. 章程變更 
a. 由加州家教會通過 
b. 等待加州家教會最後表決 

 
籌款 (Emily L) :  

1. 一般籌款更新  
a. 直接捐款活動 

i. 星期二給予是在星期二12/1/20。這將是為我們每年款項/直接捐款的最後衝刺。我們大概
達到我們籌款目標的⅓ 。我們今年的籌款目標比較高。 

b. FSK護照更新 / 活動馬拉松成功 
i. 謝謝 Bask的代表Sabrina, Blackbird Books的代表Catherine, Beer Hall代表的Jen 和 Drew 

Hall，在我們FSK的護照計劃中合作。 
1. 11/8-12/6- Blackbird Books- 可在網上以$40購買一盒書而$20將回饋 FSK. 
2. 11/17-11/21- The Beer Hall 
3. Nov-Dec- Bask SF 將會捐贈一部份堂食及外賣的收入。 
4. December (TBD)- Escape from New York 

ii. 我們在活動馬拉松中籌得$14,000。謝謝Katie Gaertner, Lisa Rockefeller, Monique 
Pflager, Tina 和 Jennifer Hedayati和我們的老師來執行記錄。 

c. Monique Pflager 有一個聯同創造者展而為年輕的企業家活動的主張。我們將在一月的家教會會議
報告更多的詳情。這是與STEM和專題研習合作。 
 

財務 (Rocky):  檢視每月財務報告 (在幻燈片分享) 
1. 一般財務報告 

a. 收入/收款目標- $124,800 
i. 直至今天籌得款項- $41,499 
ii. 所需籌得款項- $83,301 

b. 開支預算- $126,590 
i. 回校護理套裝和活動馬拉松超過收入預算 

c. 可用現金- $73,518 
d. 我們沒有動用儲備或全權委託基金。我們的基金流動正常。  
e. 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直接捐款和會員費用收入。 
f. 我們目前最大的開支是環保教育。這個是在我們的預算內。 
g. 我們準時報稅。我們合資格申請成為非牟利機構，並將在春季申請。我們收到老師的報銷單據。 

 
記錄員 (Carrie): 請通過電郵的連結提交你的工時。你在FSK的義務工作的時間紀錄是很重要的。 
 



會員 (Brendon):  
● 會員人數，目標和活動的匯報 (在幻燈片分享) 
● 你的聲音不需要參加家教會才會被聽見。如果你想對我們的預算投票和提供意見你必須成為會員。我們

現時有186位會員。 
 

標誌服裝Logowear (Adrienne):  
● 一般標誌服裝匯報 - Beanies 現在在網上發售 
● 留你們在星期六11/21 拿你的 Beer Hall 產品時，我將出現。 

 
 
學校重新開放 (Mrs. Kasner):  

1. 在幻燈片分享2A不同的組別的照片  
2. 在幻燈片分享2B不同的組別的照片 
3. FSK 在 2a期, 第2波; 重新開放日期為2/8/20 給 PK, M/S SDC. 
4. 第2波 TK, K, 1年級的重新開放日期待定。亦會以綜合時間 
5. 因為COVID的數字不斷改變，我們需要適應和彈性。當有更新的資源，我們將討論如何把學生帶回來。
我們並不知道時間表的詳情。請填寫問卷以幫助我們收集資訊。 
 

一般問答: 
-Monique Pflager 在聊天室: 有没有人知道老師的想法? 我們怎麼幫助老師和員工讓他們感到安全? 如果老師的孩
子還沒回到學校，老師怎麼樣照顧他們的孩子呢? 我們可以怎麼要幫忙呢?  

Mrs. Kasner: 我們也會向我們的老師發出問卷。我們需要知道所有細節。我們也需要考慮老師的健康。  
 
-在聊天室 (unknown member): 我們是否應該實際地計劃孩子在剩下的學年留在家裡學習? 

-Mrs. Kasner: 當城市覺得安全可以讓學生回來，我希望學生可以回校。 我們沒有開放的地方。我們的課
室已經全滿。我們需要跟校區合作。我們需要確保我們乎合安全措施以容納所有學生。我現在還不知道。 
 
-Mrs. Kasner在聊天室回應Monique：在我們的學校有一些老師是沒有孩子的。這一點我們是一定會考慮的；如
果老師回來，但是他們的孩子不回來。 
 
-Emily G 在聊天室: FSK 校社檢測情況如何?  

-Ms. Page- 因為我們的學校是第2免類學校，我們的學校是獲準開放。有一個有9個顯示標的報板。當所
有的指標到達100%時, 我們的社區便會指示FSK的現在安全可讓學生回到學校。 

-Mrs. Kasner- 我們學校的通風系統已經通過。有人來到課室檢查我們的傢俱看看可否把我們的學生分開
以保持六尺距離。我正在詢問是否有列表可分享給我們。我們可以承擔一些工作。 

 
-Brent 在聊天室:  如果我看懂幻燈片，好像K和是1年級的學生最早可在2月底回校。這是否對呢?  

-Ms. Page: 你分析幻燈片是對的。第一批學生將會在 2/8/21回校, 將是 K-5 中/重度學生。之後，便是K跟
一年級的學生。我們可以預算K-2 的學生可在 2/8/20過後幾星期回來.。這些視乎科學跟報板是否達到指標。  
 
- Monique 在聊天室: 有沒有人提到三藩市校區在十月的問卷？我聽說有90%的老師不想回校。 . 

-Mrs. Kasner- 我希望在12月8日，委員會對參事的計劃匯報中，我們可得到一個日子。在目前，這個日
子還是待定。在10月時的問卷有另一個問題。 

-Ms. Page- 她可能是指 UESF 對學校校址的問卷。我想我們有多於90% 的老師願意回到學校。 
 
-Urvi & Jamie 在聊天室: 您能否澄清SFUSD的聲明:“將竭盡全力將親自學習分配到其所就讀的學校”。如果我們
選擇回校上課，是否有可能把我們的學生分配到其他地點或是其他老師？ 

-Ms. Page: 作為行政, Mimi和我不知道對這個有多少的控制。一旦校區發出調查問卷以確定哪些家庭想回
來，我們才獲得數據來確定哪些家庭將回到FSK。 我們不知道，將需要等待調查數據才能了解更多。 

https://myfsk.org/shop/


-Mrs. Kasner: 每一個地點，社區是不同的。 師生比例可能不匹配。校區對讓另一所學校的學生親自參加
的想法持開放態度。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老師，則可能會有另一位老師來到我們的學校。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可以繼續向自己的老師學習。 
 
-Mrs. Kasner- 關於老師何時可以接種疫苗有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有關優先級的任何信息。 DPH可能將其作為優
先事項，我希望校區可以為此提倡，因為我們在一個緊密的社區工作。 
 
-Sabria 在聊天室: 校區是否考慮户外課室？雖然只有2-3小時? 户外的風險是比較低。 

-Ms. Page: 我們不能保證有户外教室。 當得知有多少學生回校，我們就不會限制自己。 我們有一個出色
的花園委員會和老師，我們可以在想做的事情中發揮創意。 

 
-Tina- Ms. Page, 你是否解答老師優先接種疫苗的問題?  

-Ms. Page- 校區簽署了有關測試的某些規定，以便老師甚至學生都可以進行測試。 
 

-Monique 在聊天室:  我在星期一，TK的在Noriega 的校址看見設施小組 . 
-Tina- 它們是第一波，因此它們比第二波的學校接受檢查是合理的。 
-Mrs. Kasner- 上週，設施小組在教室，包括通風設備，窗戶，照明設備等。他將調查結果報告給設施部

門。 
-Ms. Page- 在完全透明的情況下，第一波學校正在讓中/重度回校，然後在幾週後到TK-1。 然後第二波

（我們）開始這個交錯的時間表。 校區將質疑什麼可行，什麼不行。 然後他們可以實施所知。 
 
-Kai:  (在聊天室)有一個問題有關課後照顧以綜合形式舉行。 
-Mimi: 我們與ASLP 緊密合作。他們將參與設計。我不知道他們可以提供照顧的程度。我正在看看我們現在沒有
的人力資源。如果我們因為要把班的人數由22減到14而需要增加班別，我們需要更多的教師。我便需要家長， 
家教會, 和員工參與研究在我們的校舍如何解決和容納那些願意回來的學生。 
 
- Urvi 和 Jamie 在聊天室: 我覺得我們的老師已經全利用，並在Zoom 中教得很好。當一些學生在教室而同時有
其他學生在Zoom的時候，老師將會怎麼教呢?  

-Mrs. Kasner: 我們會看一下我們的老師的情況，以容許一個老師專注在遙距學習，另外一個老師在親身
教學。我們也有講過在一些科目中進行現場連線和以不同的方式提供親身支持。 

 
-Emily G 在聊天室: 是否有東西家長可以幫忙以準備學校校外的空間和戶外的教室 (為太陽傘等籌款)? 

-Tina: 我們的學校重開委員會需要義工以支持我們的員工。如果你願意幫忙前請電郵給我
 communication@fskey.org  
 
-Ms. Page: 我們與其他的校長連絡，看看其他的校區是怎樣做。我們也有與紐約的學校助理參事聯絡。Mimi 和
我正努力找更多的資料以便為我們的社區做出最好的決定。我們也很需要社區的意見。決定下來後將會與大家溝

通及合作。 
 
-Long 在聊天室: 當我們的水龍頭在按後只有5秒至10秒的水，我們如何鼓勵學生多洗手?  

-Mrs. Kasner: 我們的學校張會提供洗手液。我們的老師召會確保學生依照指引。我也正在研究如何在不
影嚮學習下把障礙移除。哪一些物資可以獨立包裝？我們需要投資金錢在這是包裝上。我希望學生在家的東西留

在家裡。 如果大一點的學生不回到學校，他們需要什麼呢？我會跟老師研究他們的需要。 家教會在籌款。如果
我需要更多的預算，我會問問。我們還是在計劃的階段。我在與商戶聯絡 ，看看如何為每一個級別，每一個課
室作出個性化的設計。 
 
-Jessica 在聊天室: 教師協會的看法是怎麼樣? 

-Ms. Page: 在標板上9個指標之中的其中一個是教師協會，是期望老師們有MOU。標板指這這部份有 
33% 完成。校區，UESF, 和 UASF 正在商議。 期望是這部份在學生回校前完成。程序需要時間。 
 
-Molly and Greg:  在學校的學生會不會跟遙距的學生聯絡?  



-Mrs. Kasner: 家庭可以選擇要不要把他們的孩子送回去學校。我們會努力找出一個系統支持在家學習的
學生。我們可能會進行現場連線，但是也可能是在學校的學生工作時用zoom以小組形式與在家的學生接觸。 
 
-Andrea 在聊天室: 在最近三藩市疫情上升的個案，我們重開的時間表有沒有改變?  

-Ms. Page: 現在的計劃是根據COVID黃色情度時所制定。現時仍然定在 1/25 和 2/8。日子是有可能改
變。我們現在的時間表沒有改變。 
 
-Kai- 謝謝 Mrs. Kasner 和 Ms. Page。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我們的教職員盡量與大家分享，但這視乎隨時的改
變。  
 
-Monique 在聊天室: 有沒有非牟利的機構提供安全的資訊？或許市政府有沒有提供幫助 

-Mrs. Kasner: 校區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學習活動和教學資料設計和設置是根據我們學校校舍而設置。我
正在研究有什麼物資要買 。在一月的時，如果我們有需要，我會作出聯繫。 
 
-Carly: 當學校重新開放，你們如何解決因為疾情跟遙距學習而造成的學習（學術和社會情感）的下降? 

-Mrs. Kasner: 我們希望與每一個家庭接觸，因為我們明白現時有很多社會情感需要。  
-Ms. Page: 我們再給你支持你。回答Carly的問題。當我們回來，我們會與老師溝通以確保我們有一個計

劃在案。 
-Mrs. Kasner: 你們任何時間如果需要幫助，我們在這。我們不一定有解決方法，但是我們知道你不是一

個人。學生會從他們停下的地方重新學習。他們所有人都在同一頁。敬你所能與你的孩子互動跟參與。 
 
-Long: 校區是否有計劃更新水龍頭?我在某處讀到洗手是比只用洗手液好更多。 

-Mrs. Kasner: 洗手是比用洗手液好，但當我們的孩子在排長隊等待時，在門旁的洗手液會更方便。在課
室內，我們有水槽。我們有無觸摸的肥皂分發器。如果生病，怎麼辦? 我們不能保護所有人，因為我們不能把所
有人留在學校。所慶幸的是這個病毒在兒童傳播的可能性最少。大人可能仍然生病。我們可能很難找到老師，但

我們會想辦法！在以往，我們會把孩子帶到別班，但現在不能這樣做。 
 

-Mrs. Kasner: 教師協會在與校區商討。 
 
-Eric D: 可否解釋如果我們回校後而在課室內接觸到病毒後的程序?孩子和老師將進行隔離，優先測試等 - 或某種
組合? 

-Ms. Page: 我們會考慮結合親身和遙距學習。如果孩子留在家中而家長需要工作，這可能帶給家長壓
力。我們希望校區在與教師協會討論完後可提供指引。這是一個顧慮，亦是在我們的討論項目。 

-Mrs. Kasner: 校區已簽了合約將會經常進行測試。這將是主動的。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操作規程，可以在
孩子進入學校之前對其進行篩查。 我們現在必須提高我們的標準。 如果您的孩子不舒服，請將其留在家中。 將
會有很多預防措施。 
 
-Monique: 是否有關於體育/額外運動的討論? 我的孩子不如往常的那樣多活動。 

-Ms. Page: 現在是比較難活動。教師們已有意識地加入Go Noodle的運動。沒有關於更多活動的討論，
但我們的老師會加入適合年齡的休息時間。  

-Mrs. Kasner; 在過去，我們有腦部休息時間。這可以是一，兩分鐘。如許可，孩子可出外。 
-Monique: 我想知道在混合教學時會否加插體肓，尤其在縮短的一天。 

-Ms. Lai: 將會有時間讓孩子在課室內活動 (來到地毯，到櫃那裡拿東西，去參加小組活動) 
 
-Eric K: 你是否知道確切使用那一個測試嗎 (快速, PCR 等) 

-Ms. Page and Mrs. Kasner: 我們不確定。我們知道後會與大家分享。 
 
-Emily G:  我希望與大家分享第四區參事及非牟利機構嘗試在日落區擴展小組形式的托兒選擇。我希望這可為有
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公平和更方便的照顧。 
 
-Mrs. Kasner: 如想私下與我們會談可來在校務時間來約談或電郵給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