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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1年3月23日 下一次大會日期: 2021年4月20日

開始時間: 下午6:37 大概結束時間:  下午8 地點: ZOOM虛擬會議

出席: Kai Giuland, Katie Gaertner, Valeska Granados-Dickopp, Carrie Byun, Dalyce Bubemyre, Laura Yang,
Rachelle Sy, Annie Lee, Tina Paul Mulye, Rob & Erika Van-Harken, Emily Hittle, Emily LaTourrette, Mimi
Kasner, Brendon O’Neill, Monique Pflager, Stacey Lee, Tristen Chang

主席 (Kai):
1. 向美國原住民致謝
2. 表決2021年2月11日的大會會議記錄

a. Tina Paul Mulye動議通過
b. Emily LaTourrette和議
c. 動議一致通過

3. 選舉匯報- Kai & Valeska
a. 我們有兩項提名. Tristen Chang提交了會員的職位提名表格而Courtney Ryan則提交了外展的職
位的提名表格。如有其他人有興趣或我們有多個提名，我們便進行投票。如果我們每一個議席只

有一個提名，我們將獲得侯選人。我們將在4月20日網上投票。只有在過去30日已成為會員才合
資格投票。我們將進行唱票，以確保我們遵守加州家教會的流程。有沒有對議席的問題和興趣?

4. 家教會主要演講
a. 遙距學習/學校重新開放最新匯報 - Ms. Kasner
b. 協會投票 -預算重新分配 - Rocky
c. 家教會委員會選舉匯報 - Kai & Valeska
d. FSK拍賣最新匯報 - Tina & Katie

財務 (Rocky): 預算重新分配需要家教會投票 → 支持重開和後續
1. 我們將把資金從拍賣轉到我們家教會的户口。詳情在幻燈片分享

a. 所需籌募金額是$55,868。這不包括在拍賣所籌得的款項。餘下開支可能有變。
b. 可用現金是$90,233。我們現在不需要動用校長委託基金和儲備。
c. 我們將花一些金額在五年級的户口中。
d. 我們直至昨日仍然有總額超過$16,000 Lockheed Martin的存貨
e. 直接捐款超過$37,500
f. 由於今年缺乏需求，我們很多通常支付的項目都是空白的。我沒有聽說過專業發展計劃。晚會開

支將近 $1,500 (預算為$10,000)。我們在下一個財政年度與藝術在行動商討到期款項。
g. 在過去六星期所發出的支票在幻燈片分享

2. 我們將就著今年預算的更改進行投票。我們收到一個額外的要求及一個Mrs. Kasner為支持遙距音響系
統以讓老師在每一個課室帶上口罩的環境下都能有效溝通的額外開支。這個系統可使他們有效同步進行

網上及親身授課。我們下一個學年網上訂戶的原本預算為$17,000。我們有額外$4,000的開支。 Redcat
為 $38,799。我們嘗試提供原本未列入原本預算多於>$43,000的開支。我們檢討了我們可預測的籌款及
支出/預算。如果我們全面考慮，我們將大概錄得$10,000的營運損失。 家教會認為因為提供所有學生一
個正面影響的學習環境而作出的購置是合適的。它是短期的開支但亦是長遠的投資。我們從無法實現的

預期開支中得到節省。我們可以支付$43,000中的$33,000。我們不需要動用校長委託基金和儲備。因為
我們是非牟利機構，所以我們應該嘗試支出我們所能產生的金額。如果我們有$10,000的虧損，我們仍有
$52,000的現金盈餘。



a. Monique 在聊天室- Redcat是否通過三藩市聯合校區還是在金額方面可商討? 是否與其他的音響
系統比較?

1. Kai- 它是通過三藩市聯合校區的合約
2. Mrs. Kasner- 它是地區合約; CDWG (政府的價錢) 為公立學校

b. 投票- Kai要求在坐議會者為預算重新分配以支持所需的科技進行投票
1. 15/18 票贊成。3 票棄權。投票通過

籌款 (Emily L) :
● 一般籌款匯報

○ 正在結束拍賣活動。謝謝拍賣的聯合主席，捐贈者，贊助和投標者

○ 確定其他護照機會

■ The Beer Hall- 4月5-9日
■ Sloat Garden Fundraiser- 在3/28完結

● 網上拍賣和活動匯報 (Tina / Katie G.)
○ 我們在拍賣中共籌得 $41,148。扣除32個拍賣中的3%和3%的PayPal費用和開支，我們的總額可
能接近$38,000

○ 從贊助收到$2,000
○ 謝謝Angela Chang製作的單張/畫作，捐贈團隊(Dalyce, Adrienne, Sarah, Lilly, Monique), 贊助/
捐贈者，活動主持，Mrs. Kasner, Mrs. Lam幫忙在SeeSaw加入幻燈片，在捐贈活動中的職員，
Ms. Betty, Ms. Rosalind, 與我們ELAC的家庭溝通的Ms. Kusuma和我們的投標者!

書記 (Pallavi)
-Pallavi 更新myfsk.org的月曆
-Kai- Lifetouch是今年照片日的公司。請到網站查詢有關日期的詳情。
-Mrs. Kasner- 我們將有5 個照片日。我們完成了一個演練以找出可使用空間。我們不能為五年級拍大合照，但我
們會隨時提供最新信息。

飛馬巡遊

-Tina- 我們計劃在星期五，4月9 日，下午4-5:15進行飛馬巡遊。將有有趣的活動提供給出席的職員/教育工作者。
我們已發售18-19位置，現還剩20個位置。是否可以電郵社區繼續售賣餘下的門票?

-Dalyce-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有些人可能不明白它究竟是什麼。
-Kai- Monique建議設計一個中/英文的單張售賣餘下的巡遊的位置。
-Tina-通過支票或paypal付費。家庭會在到來前收到確認。

家教會委員會選舉提名

● 在議會者中收集額外的提名 - 提名表格提醒
● 選舉的一般時間表在4月20日 (下一個大會)

副主席(Moneeka):  社區建築和即將舉行的活動
● 春季假期 -學校休假 - 3月29日 - 4月3日
● 家教會委員會會議 - 4月8日
● 家教會大會 - 4月20日 (委員會選舉)

議事程序 (Kai 代表 Valeska): 法規更改已經電郵發出
-Kai- 我們將發出有關如何順利地就法規更改進行投票的資訊。

請幫忙家教會記錄員Carrie登記你的時間。下一次電郵在9日發出。

會員 (Brendon):
● 會員人數，目標和活動的匯報 - 191 會員。目標為250位。



標誌服裝 (Adrienne):
● 一般標誌服裝匯報 - Beanies, 口罩及更多在網上發售

○ 口罩: 每個$15

校長 (Mimi):
1. 網上社區會議在3月18日舉行。分享幻燈片的連結。

a. 討論社區問卷調查的結果，學校的優先次序和重開的匯報
2. 親身學習的問卷調查必須在3月22日前提交。
3. 強制迎新將在4月5日的星期舉行
4. 我們正安排課程時間表及午餐服務的時間表以不防礙學生的學習。
5. 當我收到更多的資訊時我會與大家分享。
6. 我們正研究如何分配校園給所有學生。
7. 我將有一個大型的匯報

● 五年級可能沒有大合照。個人照片將不戴口罩及安全。將只會有一個進口及另外一個出口。時間將分散

在5 天而不是在一天舉行。
● M&M虛擬辦公室 - 星期三，下午 12:00 - 1和 星期五，下午 1:00 - 2

問答

Monique- 家長在回校前是否需要簽署文件?
Mrs. Kasner- 我們把每一位學生放在系統以便他們取得註冊包。

https://myfsk.org/shop/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LtuRTFfmiSl4oHQgnCoyMOXsr_DdAUXFWg332yDGZ_A/view#slide=i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