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IS SCOTT KEY 家教會大會會議記錄
歡迎 + 包容 = 社區
日期: 2022年1月25日

下次大會日期: 2022 年2月17日

地點: Zoom 網上會議
開始時間: 大概6:36 PM

結束時間: 8:00 PM

出席: Kai Guiland, Pallavi Sheth, Tina Paul Mulye, Rocky Koplik, Valeska Granados-Dickopp, Brendon O’Neill,
Ling Tian, Emily Lawrence, Mimi Kasner, Emily Garvie, Abbey Levantini, Bonnie Quinn, Carly Chillmon, Carrie
Byun, Dalyce Bubemyre, Debby Ng, Emily Hittle, Eric Kuhn, Adrienne Carroll, Jennifer Ereso, Jessica Rose
Kwalick, Jessie Turnbaugh, Josue Zapata, Kasey Nejad, Rachelle Sy, Megan Page, Michelle Fliegauf, Cara
Cuper, Carly Chillmon, Christopher Ruiz Castro, Courtney Ryan, Rachael Whang, Katie Gaertner
1. 主席 (Kai):
a. 向美國原住民致謝
b. 投票通過2021年11月16日大會會議記錄
i. Carrie Byun動議通過會議記錄
ii. Valeska Granados-Dickopp和議
iii. 動議獲得大部份人仕投票贊成通過
c. 感謝
I. 感謝校長，老師和職員
Ii. 感謝Carly 和 Ashley (Garden Chairs)
Iii. 感謝Adrienne，行政副主席和標誌服裝領導!!! 她將離開灣區/FSK
Iv. 感謝所有義工
d. 活動匯報 - 重要日子在幻燈片中
i. 滑冰之夜推遲到4月30日
2. 議會理事長 (Valeska):
a. 委員會提名及董事會選舉的匯報
i.
9個職位開放: 主席，行政副主席，秘書，財務，通訊，科技，記事，議會理事長和標誌服裝統籌員
提名表格及職位介紹將在明天的議會分享
ii.
1. 請在2月28日前提交
2. 如你提名其他人請通知當時人
iii.
董事會會員選舉將在3月22日的家教會大會舉行
iv.
如有問題請聯絡Kai 或 Valeska (電郵在幻燈片分享)
3. 義工統籌員 (Dalyce):
a. 謝謝所有義工
b. 義工登記的連結在聊天區分享
c. Tina- 給義工的電郵將很快發出
d. 拍照日在 2/15/22- 需要3名義工幫忙
e. 需要更多科技包，停放走，戶外餐桌設置與收拾，藝術在行動和花園的義工

4. 校長 (Mrs. Kasner / Ms. Page):
a. 大部份的匯報已通過周報以電郵發出
b. 春聯老師/學生個人評核即將舉行
c. 我們將開始州及地區的預算，屆時我們將更清楚知道我們明年可花費的項目。然後我們將與家教會及校
務決策委員會商討並制定優先次序。我們會研究如何讓大眾提供意見。
d. 在秋季報名時來參觀學校的家長比以往少。但希望人們仍然對我們學校有興趣。
e. Rocky- 去年，我們把班級學生保留。下年，我們將計劃怎樣?
i.
Mrs. Kasner- 職員對今年把學生保留在一起表示歡迎但我不相信長期把他們連在一起是一件好
的事情。Ms. Page 和 Mrs. Kasner 會進行研究，可能把孩子保留在一起兩年，我們亦會與教職員
對動力和需求商討。我們現時仍未有決定。
f. Emily G- 你們是否憂慮明年學校州的預算減少?
i.
Mrs. Kasner- 最主要是看看地區如何計算每一個員工的職員福利/成本。計算方法可能改變。我們
得到預算，我們將進行 基本支出預測，並將會更清楚知道情況。我們看到預算前一定會感到憂
慮。現時我們對我們擁有的課程非常滿意。我們有一個非常棒的職員團隊，希望我們不需要裁
員。我們可能有些改變，但希望不是員工。
g. COVID 匯報
i.
根據 SFUSD/SFDPH 的標準指引發出通知。 我們這個月共有31宗感染。看來大部分是從家庭/朋
友間得來並沒有在學校內擴散。
家長支持所有努力，遵循指引和與校長和老師溝通。
ii.
iii.
我們明白孩子有很大的壓力。我們不希望他們得到COVID或需留在家中時感到壓力或羞恥。老師
亦就這個題目與學生商討。
iv.
感謝董事會/家長捐贈口罩。地區口罩的供應現已抵達。我們有很多快速測試。有色PCR測試將在
1-2天內回來。
v.
Jessie- 在其他學校，他們會確保學生配戴適合的口罩。如果學生配戴布口罩，他們會提供確外外
科口罩以提供更多的保護和減少在校傳播。
1. Mrs. Kasner- 如果學生沒有口罩或口罩不合身，我們將提供口罩給他們。我們沒有叫家長
更換口罩。現時，我們主要集中注意學生是否好好地配戴口罩，並利用掛繩。我們可以告
訴老師多加留意，並提供兩個口罩。我們學校有口罩。校區提供外科口罩。
a. Kai- 我們將對此事與家長溝通。
vi.
在家檢測套裝已在1/14 給學生帶回家。
3. 社區討論 (Kai/Adrienne)
a. Kai- 我們希望多一些聆聽您們，我們美好的社區! 各人安好嗎? 也感謝老師的參與。
i.
Ms. Quinn- 感到家長和家教會的支持。孩子都很好，我也感覺良好!
ii.
Ms. Cuper- 幼稚園老師也很好和得到家教會的支持。學生也過得非常好。他們很安全，聽講及盡
力做好。
iii.
Ms. Ng- 謝謝redcat 音響系統。孩子可聽到她! 每一個人在學校也非常開心。5年級的老師也很
好。
iv.
Kai- 我們的目標是一起努力和溝通。感謝各位老師今天的參與。
v.
Ms. Ng- 我們上一次的 Alhambra 派遞是在12月，而所有的水瓶已空。我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
Mrs. Kasner- 我們通常會有派遞。我們已煲水沖茶/咖啡，特別是需要熱水的人。
vi.
Tina- 為感謝老師，我們每月都給老師一點小東西。如果有班級的感謝將會很有趣。如提供咖啡並
要求社區的不同地方提供。
vii.
Ms. Page- 當有食物和咖啡時，老師都心存感謝
b. 禮品卡贈送 - Abbey Levantini 得獎
4. 財務 (Rocky):
a. 2021-2022 的預算概要在幻燈片分享
i.
籌款目標 $150,000; 現時籌得$77,806; 籌款餘額 $72,194
ii.
開支預算 $166,540
iii.
可用現金 $78,558
重要單項在幻燈片檢視
iv.
1. 我們的支出與收入相若; 比$20,000少一點
2. 標誌服裝，FSK 護照，Sports Basement, Gus’s Noriega Produce 和直接捐款/公司捐款配

v.
vi.
vii.

viii.

ix.

額是收入的來源。
3. 我們收到Playworks 秋季課程的發票並已支付。
4. 班級的資金和老師的收據繼續進來
發出的支票分享
鼓勵會員對下年度的預算提供意見
1. 我們大概會有多於$50,000帶到明年。我們有這額外的資金應為明年的目標有更大的理
想。
Dalyce- 捐款是不是因為如果你是Sports Basement 的會員並指定FSK為受益團體才得到?
1. Tina 通過聊天區- 是通過Sports Basementeer 計劃
2. Rocky- 可能他們有積存並從以前的會員中發出支票。我們可以聯絡他們以獲得更多資
訊。
Emily G- 你可否解釋 Playworks 的計劃?
1. Rocky- 這個計劃委派一個到校的觀察員/導師來看看小休是如何操作並提供建議以增加
玩耍及空間的效益。
2. Kai- 員工參加一個為期一星期的工作坊。Ms. Page 和 Kai 正等待 Playworks 的報告和更
多的建議。他們提供兩項建議分別是一個年輕的教練計劃和把操場分區。這個方向是正面
的。Mrs. Kasner, Ms. Page 和 Kai 正研究重開年輕教練的機會。
a. Ms. Page- Playworks 計劃非常好。是由一間有Playworks教練的學校介紹。在
FSK，我們沒有小休團隊，因此我們必須與我們的員工一起弄清楚如何以最少的
員工支持 Playworks 計劃。Matt 教練很有見地。我們檢查了結構化和非結構化遊
戲之間的平衡。 我們的員工認為小休是進行非結構化遊戲的好時機。 我們達成了
一項協議，實施分區以適應這兩種模式。 四年級和五年級學生可以幫助促進遊戲
和監控。 規劃即將到來。
b. Mrs. Kasner- Ms. Kusuma 負責所有的午餐，並且有很多責任。Mr. Speidel 負責高
年級的體育活動。 放學後老師Chris正在促進高接觸活動。 放學後有兩名全職員工
提供早間小休和午餐時間支援。 這將是這兩名工作人員為期 3 年的安排。 有一些
受傷，但沒有重大的行為問題。
核數 + 報稅的匯報

5. 籌款 (Ling):
a. 2021-2022 學年的籌款 - 我們已經達到目標的一半!
b. 網上拍賣和晚會將是我們最大型的籌款活動 (Katie and Tina)
i.
宣傳單張在幻燈片分享- 花園主題派對3/12/22 在 FSK舉行; 時間 4-8p。謝謝Angela Chang 設計
宣傳單張。
1. Katie- 如果你認識商業機構願意捐款，請聯絡拍賣晚會主席們- 電郵在幻燈片分享。
2. Tina- 我們渴望派對已久! 我們期待展示所有班級的製作項目和對我們學校捐款的本地商
業機構。地點將在FSK舉行。門票將只限FSK的家庭。我們網上拍賣將在3月4-12日並將在
晚會上結束。有些物品只在網上拍賣而有些物品只供晚會現場拍賣。我們將有特別嘉賓的
體驗。職員免費!
a. 我們真的需要捐贈及義工幫忙佈置及流程安排。我們正在努力取得場地及酒牌。
b. Carly 和 Ashley 將對利用花園進行咨詢。花園清潔派對將在一週前的週末舉行，
日期待定。
ii.
Adrienne- 建議掃瞄盒頂標記並選擇FSK以將金額送到學校
c. 更多活動 (春季舞會，電影之夜) 在春季舉行。
6. 記錄員 (Carrie):
a. 義工時數 ~ 直至目前為止錄得 2417 小時!
b. 請切記記錄你的時間。連結在幻燈片分享。
7. 外展 (Emily Lawrence)
a. 感謝班級家長今天參加會前會議
b. 面對面會議在2/26 從2-4p 在 Boat Park
c. 與家庭的不正式問卷連結在聊天區分享

8. 會員 (Kai 代表 Tristen):
a. 會員數目，2021-2022 目標 - 216 會員加入
9. 標誌服裝(Adrienne):
a. 一般標誌服裝匯報 - 口罩及更多物品在網上發售
b. 當你購物時，請列明孩子的名稱及班別以便他們接收他們購買的物品
c. 下一任標誌服裝統籌員是Carrie Byun!
10. 科技 (Emily H.):
a. myfsk.org 網站和我們的家長園地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