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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歡迎信

歡迎現屆及新家庭在即將來臨的學年來到FSK!我的名字是Kai Guiland。我是這所學校的家教會主席。我期待與
您們見面並一起為我們學生和學校共同目標而努力。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一年我們的學生和家庭面臨全面的挑

戰。我對FSK有一個強大社區而感到無比自豪和感恩。在您的幫助下，我們的家教會致力為我們所有FSK的學生
改善教育質素及豐富體驗。今年，當我們回到親身授課，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支持我們學校的學生，照顧者及教育

工作者。沒有您的投入，技能，觀點，問題和時間，我們將無法做到這一點。

在這個函件內，您將找到有關義務工作和委員會的機會，家教會的會藉，籌款，社交活動的日曆和更多的資料！

請花一些時間查看所有的信息，填妥表格或在Google表格中報名，然後儘快交回表格。謝謝！

如何在FSK參與其中及與FSK保持聯絡:
1. 我們的網站: myfsk.org 有最新的新聞，資訊，提醒及學校的日曆; 您亦可在面書找到我們

facebook.com/FSKschool和Instagram, instagram.com/fsk家教會_sf/
2. FSK 討論區: 您必須通過網站註冊。要註冊，到 myfsk.org 網站，在最頂端的選擇欄中按 "Our

School"，然後選擇"Discussion Board" 和 “Register” 。
3. 加入家教會: jointotem.com/ca/san-francisco/francis-scott-key-elementary-家教會/join/register.
成為家教會的會員，你將接觸到一個協調並努力加強改善FSK和我們孩子體驗的倡導組織。您的聲音
將會被聽見而您亦可就學校的事宜上投票。 家長，學生，老師及教職員的合作將有助建立一個更健康
，更緊密的社區和環境。Your voice is heard & you gain voting rights on school issues. Collaboration
among parents, students, teachers & school staff means a healthier, more connected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4. 義務工作:  您的義工時間將幫助老師，讓家庭深入瞭解我們的學校課程和學習體驗。家庭可以藉此認
識對方並建立終生的友誼。

5. 籌款: http://bit.ly/fskdonate;  我們有趣的籌款可支持各種學校改善項目，學術計劃，課堂的項目和
社區活動。家教會的籌款工作在2021-2022年度在FSK取得多方面的成效，包括：

■ S.T.E.A.M 課程和在每一個課室的科技 (Promethean 投影板，iPads, 電腦推車)
■ 課室物資和老師班級的支援

■ 藝術在行動(K-5); 科學包 (K-3)
■ 戶外教學: 戶外科學老師和花園課室(K-5)
■ 社區活動 (暑假玩樂日，移動馬拉松，電影之夜，萬聖節巡遊，冬季舞會，溜冰之夜，護照日，國際
之夜，網上拍賣及晚會，製作人展，藝術展覽及PBL 展覽)

6. ParentSquare通訊應用程式:  請 在此 加入我們最新的ParentSquare 通訊。我們希望這個程式在八
月底為FSK全面運作。請密切注意!

請一起努力為FSK社區成就美好的事情！我代表整個家教會執行委員會歡迎大家加入FSK這個家庭！

Kai Guiland,   家教會主席,   4年級及6年級學生的爸爸, president@fskey.org 敬上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13J_7bixfVv8g2-cXvFrFRQf_hA4HrQLi3G0ZEP4xF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C5PGCyNji0U-ZsR5v-qYcmXYGXxAIS-u8UQUsgQFCY/edit?usp=sharing
https://myfsk.org/
https://www.facebook.com/FSKschool
http://www.facebook.com/FSKschool
https://www.instagram.com/fskpta_sf/
https://myfsk.org/
https://jointotem.com/ca/san-francisco/francis-scott-key-elementary-pta/join/register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A5iiE08jux-3MBCxPZ8Uftst-2iF-AY83kmWjUFsXo/edit?usp=sharing
http://bit.ly/fskdonat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aPeg2uuBPrP6AmaFBgY8PTFE6IBOhRn4aL0x8CuAah7TBRQ/viewform?usp=sf_link
mailto:president@fske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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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K 活動年曆 ~ 2021-2022
*活動會根據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指引而作出改變*

*備注: 家教會委員會和大會會議將只在 “Zoom” 舉行 *

FSK 上課時間表:   M/TU/TH/F: 7:50a-2:05p;   WED: 7:50a-12:50p (提早下課)

July 10/Sat 幼稚園遊玩日 – 10:30am -12:00pm, PlayLand, 好友家庭
18/Sun 幼稚園遊玩日 – 10:30am -12:00pm, PlayLand, 好友家庭
29/Th 家教會委員會會議 - 7:30pm - 9pm, Zoom

August 13 幼稚園升級活動和新生迎新活動: 8:30 - 10:00am
16 開課日

19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26 家教會大會 / 校長家庭會面, 6:30pm,預算投票 -強制)
31 回校之夜, 6:00 PM  (待定  親身或虛擬)

September 2 拍照日 (mylifetouch.com)
6 勞工日假期 - 學校休假
11 LGBTQ+ 野餐  (主持:  DEI 委員會聯合主席, Jamie R)
16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7 英語學習生咨詢委員會會議, 6:30pm  (請看 myfsk.org)
23 家教會大會, 6:30pm, Zoom
持續 回校籌款

待定 祖父母日

待定 SSC 會議;  選舉, Zoom

October 11 原住民日 - 學校休假
12-18 FSK移動馬拉松   (請看 myfsk.org)
14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21 家教會大會, 6:30pm, Zoom
23 三藩市聯合校區招生展

27 學校導覽   (請看 myfsk.org)
29 萬聖節巡遊  (請看 myfsk.org)
待定 電影之夜  (請看 myfsk.org)
待定 SSC 會議, 歡迎新任委員會成員

November 2 選舉日

4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1 退伍軍人節 - 學校休假
12 英語學習生咨詢委員會會議   (請看 myfsk.org)
16 家教會大會及社區工作坊, 6:30pm, Zoom
15-19 家長/教師會議, 提早下課
22-26 感恩節 - 學校休假
待定 學校導覽日期快將公佈 (請看 myfsk.org)
待定 SSC 會議

December 9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0 冬季舞會 *需要主席* (請看 myfsk.org)
待定 冬季獎劵  (請看 myfsk.org)
待定 SSC 會議
待定 學校導覽日期快將公佈 (請看 myfsk.org)
12/20 - 1/2 冬季假期 - 學校休假

https://mylifetouch.com/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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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3 春季課程開始

13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8 馬丁路德金日 - 學校休假
25 家教會大會, 6:30pm, 待定
31 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關閉 - 學校休假
待定 滑冰之夜籌款

待定 護照日 - *需要主席*
待定 國際之夜 - *需要主席*
待定 SSC 會議

February 1 農曆新年假期 - 學校休假
10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7 家教會大會及社區工作坊, 6:30pm, 待定
21 總統日假期 - 學校休假
11 英語學習生咨詢委員會會議 - 農曆新年慶典 (請看myfsk.org)
待定 美國閱讀慶典

待定 SSC 大會

March 3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5 SSC 首腦會議
7-11 家長/教師會議
10 家教會大會, 6:30pm, 待定
11-21 網上拍賣 (請看 myfsk.org)
19 FSK 拍賣晚會 (請看 myfsk.org)
待定 SSC 會議
3/28 - 4/1   春季假期 - 學校休假

April 8 英語學習生咨詢委員會會議 (請看 myfsk.org)
14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21 家教會大會, 6:30pm, 待定  *選舉
23 製作人展, 待定
待定 SSC會議

May 2-6 老師/職員感謝周
12 委員會會議, 7:30-9:00pm, Zoom
16-20 藝術展和PBL- 作品周
24 家教會大會, 6:30pm, 待定
26 5年級畢業
27 幼稚園升班禮

30 亡兵紀念日 - 學校休假

June 1 學期最後一天上課

暑假:  2022年6月2日至8月

家教會義工報名表

如有興趣為家教會活動和籌款幫忙，請按這裡報名。我們將聯絡您告知詳情! 謝謝!

如有疑問，請電郵到@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myfsk.or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A5iiE08jux-3MBCxPZ8Uftst-2iF-AY83kmWjUFsXo/edit?usp=sharing
mailto: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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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K家教會項目及活動

○ 停，放，走是一個早上，由義工運作的接送區項目。它使學生更快及更安全地下車。

○ 班別家長 家長/照顧人義工為老師提供課室支援，好讓老師更專注教導學生。

○ 藝術在行動是由家教會資助的藝術課程以圍繞大師的作品而設計。藝術在行動的統籌員將為訓練

有素的義工提供協助。

○ 科學包是一個為幼稚園至五年級生而設的有趣帶回家的科學包。這個計劃由家教會資助，並由家

長義工主導。

○ 花園委員會致力為校園建立一個更綠色的環境，融合學校社區以保護我們的花園及支持我們的花

園導師。

○ 學校導覧是在十月至一月舉辦，由校長及家教會會員領導。

○ 每月家教會會議:  8月26日，9月23日，10月21日，11月16日，1月25日，2月17日，3月10日，4月21日，

5月24 日。

○ 祖父母慶典有機會讓祖父母及祖父輩來學校與他們的孫共進午餐。

○ 回校之夜是一個很好的時刻與您孩子的老師，職員及其他家長見面。

○ 移動馬拉松是一個有趣的新活動，鼓勵我們的學生及社區動起來並保持健康，同時亦可由家人/

朋友贊助從而為FSK籌款!

○ 電影之夜給所有人一個機會聚在一起在戶外一邊觀賞電影一邊享受美食。

○ 萬聖節慶典一個讓您穿上萬聖節服飾在學校巡遊及參與學校活動來慶祝萬聖節

○ 冬季舞會是一個有趣，非正式的黃昏舞會，在12月6日舉行。

○ 滑冰之夜 來一起參與展示您在冰上的動作!

○ 農曆新年慶典讓很多學生參加多個文藝活動以在才藝表演中展示他們所學。

○ 護照日/國際之夜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學生學習不同的文化，也讓家庭以晚間聚餐來向大家介紹

他們的文化。這個項目由老師統籌，而家教會提供義工協助。

○ 晚會 在3月21日晚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亦是我們最大型的籌款活動!

○ 藝術在行動展覽是展示大家偉大的創意。

○ 製作人展是一個充滿驚人的S.T.E.A.M.活動，並在春季的一個週末的日間舉行。

○ 老師感謝讓我們有機會向學校辛勤的教職員表達我們的謝意。

○ 幼稚園遊玩日在暑假期間舉行以給我們新入學的幼稚園家庭一個機會認識其他家庭及發問有關

FSK的問題。

http://www.francisscottkeyschool.org/pta/ongoing-programs/green-committee
http://www.francisscottkeyschool.org/pta/ongoing-programs/school-tours
https://myfsk.org/enrichment/fsk-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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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們的停， 放，走 安全團隊

介紹: 我們的停，放，走是由家長義工團營運，是FSK家教會資助計劃。我們現在正尋找義工加入我們
在2021-22學年的停，放，走團隊! 沒有停，放，走計劃，我們就不能在早上接送時段提供一個安全的

行人，騎自行車和汽車交通的流動。這是一個對學生和整個社區的重要計劃!

原因: 幫忙確保所有學生的安全及在接送區的交通暢通。

時間: 停，放，走義工負責設立安全資訊，幫忙安全地疏導交通，與我們家教會的委員會與我們的社區

溝通和與我們的校長合作制定安全指引和設置。一般義工服務時間每節大概30分鐘，星期一至星期五早
上(歡迎大家在一次或五天幫忙).  義工在早上7:30出現幫忙設置並在早上8:00結束。

聯絡: 如果您想幫忙停，放，走團隊，請在此加入,或電郵聯絡Dalyce 和 Jessie:
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  謝謝您有興趣幫忙我們以助我們有一個良好又安全
的學生接送區!   感謝您的幫助!

安全優先！

● 請確保在星期一至五的每一天我們學生在接送區的
安全
○ 在42街/43街/Kirkham街不能雙線停車
○ 不能阻擋汽車出入口，交匯點和行人過路線
○ 不能阻擋自行車道；在行人道要下車推行自行車
○ 用行人過路線; 不要違規過路或在道路中段在汽
車車頭鑽出

○ 落車區是快速接送區; 請不要在該區域停車/等待
另一位照顧人仕

● 義工/職員將指導您們安全操作;請尊重並聆聽他們。

請一起為我們的孩子的安全合作！！！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A5iiE08jux-3MBCxPZ8Uftst-2iF-AY83kmWjUFsXo/edit?usp=sharing
mailto: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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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徵募!

介紹: 科學包是由家長義工團營運，是FSK家教會資助計劃。我
們現在正尋找新的家長義工在2021-22學年加入我們! 每年，

我們都聽到家長，學生和老師表示雖然科學教育是我們課程的一

部份，我們的科學包計劃提供了一個可在家增進學習科學的自然

的補充機會。

原因: 科學包計劃的優點:

● 帶固家的實驗可讓學生按照他們的節奏探索新的想法和科學概念並培養他們對科學的熱愛。

● 家長/監護人有機會在家與他們的孩子討論和學習新的概念 (依照我們的詳細指引/指導問題)。

● 學生在他們的日記中留下了關於他們在某些實驗中獲得的樂趣的積極評論（我們喜歡看到這

些！）。

我們的科學包義工堅信這個計劃及其優點，如讓我們的學生接觸科學、培養獨立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的

能力以及在學習新實驗的同時獲得樂趣。 這個計劃也是我們 FSK S.T.E.A.M 課程之一。 每年，我們都會

從義工、家庭和教師那裡尋求意見和改進計劃的方法。

時間: 科學包的義工負責收集，分類和分發帶回家的實驗給我們FSK的學生。一般的時間承諾為每周大

概45分鐘，通常在星期一，二或三的早上 (彈性時間根據義工的行程)。

聯絡: 如果您有興趣在我們的科學包計劃幫忙，請電郵給我們的義工統籌

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  謝謝大家對我們FSK美好的科學包計劃的興趣和幫忙!

歡迎大家在新學年回校及

在2021-2022年有一個愉快的科學包探索！

mailto:voluntee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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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籌募副主席的歡迎信

FSK家庭，歡迎大家迎接2021-22學年!

我是Ling Tian，我將會您們本學年FSK家教會委員會的籌募副主席。這是我在委員會的第一年，我非常的興奮!
我們的兒子Bensen將在今年升讀2年級，而我們的小兒子將在幼兒班，希望在來年加入FSK。我期待今年與大家
一同合作以繼續支持我們強大和團結的社區並達到我們家教會的籌募目標以在支持我們美好的公立學校。

在過去幾年我經常聽到很多人形容FSK是一所"特別"的學校。確實，FSK有一群很特別的人：學生，教育者，職
員及家長。使學校與別不同有一大部份是社區和成員真誠的參與。上一個學年非常艱難，但我們的老師，職員

及家庭緊密合作使學習和成長可在實體課室外發展。在這個新學年我們回到學校，我們的家庭，隣里，城市，國

家和全球需要一個比以前更團結以重建我們的社區。

去年，我們超過我們的籌款目標 $124,000 - 嘩!  鑑於我們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居家指令和遙距學習中，
這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感謝所有使實現去年目標成為可能的人。這些籌得的款項將用作購買我們課室的
Redcat音響系統，我們的園藝教育者和空間，科技更新和許可證，課室物資，班級支援，課程，網上拍賣和很多
虛擬團結社區活動。今年，我們的籌款目標將是$150,000以支持我們安全回到親身活動。我們今年的籌款活動
將幫助我們確保我們能夠創造一個安全和清潔的疫症後環境，加強家長社區並提高課堂技術。

今年，您有很多方法幫忙我們達到我們的籌款目標：

開學初

○ 直接捐款或更好的設立每月定期捐款！
(http://bit.ly/fskdonate)
○ 成為家教會成員
(https://jointotem.com/ca/san-francisco/francis-scott-key-elementary-家教會/)
○ 在Amazon購物時確保用Amazon Smile並選FSK為受益人 (smile.amazon.com/ch/94-2569531)
○ 購物FSK物品!!! (https://myfsk.org/shop/)
○ 加入(在Noriega街)Gus’s Market的購買禮劵的籌款計劃

FSK 護照:我們全年將與本地的企業合作，以在指定時間的部份銷售額捐給FSK。請留意家教會的電郵/社交
媒體的公佈讓您可在享受美食的同時幫助學校!

九月初 -- 回校之夜籌款!
○ 捐贈咖啡，午餐和小食給我們的教職員
○ 您亦可以特定一位FSK教職員來作出捐贈

十月 -- 移動馬拉松!
○ 與您的至愛(家庭成員，朋友和我們的毛孩子)一起動起來
○ 立下誓言，來一場友誼賽

十一月至五月 --直接捐款計劃
○ 為我們家教會一般經費作出每年捐贈! 密切留意更多詳情。盡早作出捐款或選擇每月捐款金額:
https://myfsk.org/get-involved/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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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春季 -- 周年拍賣晚會
○ 繼我們直接捐款計劃外，這是我們一個最大的籌款款項來源。請出席與其他家長和教職員打成一片
並購買有趣的物品!

五月初 -- 謝師周
○ 考慮作出最後一個感謝教職員的直接捐款。

加入籌募團隊

○ 貢獻您的時間來幫助我們的學校。加入籌款團隊來籌辦活動。

我希望鼓勵我們的社區更多人參與支持我們的學校。 這可以採取多種形式。無論是您的時間還是捐贈，您的所
有支持，想法和貢獻都非常重要。 每一個支持都很重要。

如果您想加入我們籌募團隊或有其他問題，請電郵給我。謝謝您的支持！

Ling Tian
FSK 家教會籌募副主席
電郵: fundraisingvp@fskey.org
二年級和Kenneth，幼稚園的媽媽
myfsk.org/get-involved/pta/fundraising/

敬上

mailto:fundraisingvp@fskey.org
https://myfsk.org/get-involved/pta/fund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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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Francis Scott Key
小學

家教會的使命是通過家庭和社區的參與和授權來倡導所有兒童以讓每一個孩子的潛能得以實踐。您的家教會會
藉可豐富和支持我們的孩子的學習經驗。加入家教會沒有必需的承諾，我們支持任何形式的支持 - 由接受資訊
到參加委員會。

------------

聽到您的聲音
當有影響學校的重要決定時
，我們確保聽到家長的聲
音。

課餘活動

我們提供課餘活動如
STEAM活動，實地考察支援
及更多方面。

得到最新資訊

知道FSK發生什麼事情並與
您孩子的校長Mimi Kasner
建立關係。

建立社區

我們分享社區活動和經驗以
令我們的孩子有更難忘的校
園生活。

支持課室

我們通過支援課程設計，科
技物資和藝術班來協助課堂
教育。

會員福利

您亦享有娛樂，汽車租賃和
其他服務的折扣。

加入家教會請到

www.myfsk.org

-------------------------------------------------------------------------------------------------------------------------------------------------

或，你可以支票付款:

家長名稱($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名稱($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祖父母名稱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祖父母名稱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名稱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額外捐款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金額: $___________

支票抬頭: FSK PTA
請把支票聯同以上表格寄回: FSK PTA: 1530 43rd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瞭解更多
www.myfsk.org | Membership@francisscotttkeyschool.org

http://www.myfsk.org
mailto:Membership@francisscotttkeyschool.org


FSK 家教會 WELCOME PACKET ~ AUGUST, 2021

您是否知道您的捐贈將支持我們老師的班級

經費，課室物資，教職員專業發展，科技，花

園物資和戶外科學教育及更多?支持我們的
公立學校比以前更重要！

在

bit.ly/fskdonate作出捐款

考慮設立每月定期捐款並選擇一個適合您家庭的金額；無

論多少，每一個捐款同樣重要！

您的直接捐款是最有效地幫助我們的學校。捐款讓我們維

持和擴展我們具有創意及富有活力的項目，支持我們極好

的老師和員工和製作無數的活動來慶祝我們獨一無二和

美妙的社區。幫助我們達成我們的目標由今天起作出捐款

- 我們邀請所有人參加！

為幫助我們達到我們的籌款目標，我們建議捐款金額為每

學年每一個孩子$300或每一個家庭$600 (兩名孩子或以
上)。

Francis Scott Key 是 501(c)(3) 慈善組織。您的捐款可全
數（100%）扣稅。稅務編號 94-2569531

如有任何有關籌款的問題，請聯絡 Ling Tian：
fundraisingvp@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如您想作出捐款但又不能使用電子捐款，請聯絡籌募副
主席或任何一位家教會委員： pta_board@fskey.org

http://bit.ly/fskdonate
mailto:fundraisingvp@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mailto:pta_board@fske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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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Scott Key 小學
標誌服裝購買表格

成人中性拉鍊式有帽衛衣 $35 S M L XL
成人中性短袖T恤 $25 S M L XL (藍/粉紅選擇)
成人中性長袖T恤 $30 S M L XL

童裝拉鍊式有帽衛衣 $30 S M L XL
童裝短袖T恤 $20 S M L XL (藍/粉紅選擇)
童裝長袖T恤 $25 S M L XL

標誌絨毛毯 $20
標誌手提袋 $5
標誌旅行馬克杯 $8
Beanie $20
口罩 $15

***所有海軍藍色的服裝都是印有黃色印花並且在服裝前方左上角有一個細小的學校徽號。
而粉紅色的T恤有一個大的學校徽號印在前方中間處。

***我們接受網上購物: https://myfsk.org/shop/ ;網上付款是接受PayPal。
如以現金或給FSK PTA 的支票可在收貨時繳交。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名稱，班別和老師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持續支持我們的學校!
標誌服裝統籌/FSK 家教會

logowea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https://myfsk.org/shop/
mailto:logowear@francisscottkeyschoo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