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MS SSC Meeting Notes 
Thursday, Feb. 14, 2019 
 
Vote:  

● Reviewing the minutes of the previous meeting - (unanimous approval) 
 
Middle Grades Redesign (West) 
Announcement - we are a pilot school for the middle school redesign 
What this means:  

❏ Partial block schedule (Bell schedule handout, teachers are given a chance to give 
feedback) 

❏ Early release Wednesday (allow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etc.; students can 
go to Beacon) 

❏ Advisory  
❏ Site-based decision for how to use it. Possibilities: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urveys, papers, assessments like the RI 
❏ Group size - make as small as possible (counselors and other administrators 

could take on an advisory) 
❏ Do we want to maintain same advisory for 3 years in a row for consistency?  

❏ World Language for 6th graders 
❏ Spanish, Chinese-Cantonese, or Chinese-Mandarin 
❏ Will be very short - 1 quarter as presented on the wheel - just an introduction, 

option for full elective in 7th and 8th grades (future years only, not this year) 
❏ Survey sent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Spanish currently leading 
❏ Can we do more than one language option?  (maybe - only have funding for 1) 
❏ Parent - great for students to have option of language other than native language 

❏ Health for 7th and 8th grade 
❏ half of our students to get it next year, eventually all  

❏ Computer Science (additional course) 
❏ Accelerated Literature  

❏ Adding second teacher for additional classes 
❏ Trimester Wheel - Health, computer science, world language 
❏ Can we introduce a formal word processing/typing skills class for 6th graders first 

trimester?  
 
Attendance for school site summit/Planning (Personius and West) 
P. - Spring in an important time to plan to prioritize and budget, need time to create both 
balanced score card and budget and make it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School Site Summit on March 2 at Everett Middle School, 8am - 1pm - all members are invited - 
District presents priorities, and then school breaks off to discuss its priorities  
W - Dates: Budget arrives tomorrow, then breakdown of budget follows next week so we have 
insight into positions - we should know what we can afford 
Kwan will create an official invite for all SSC members 



Create survey for parents as they arrive for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week (create draft to 
review for that Saturday) 
Seeking feedback through infinity meetings too (Lunar New Year event) 
Present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t next meeting (staff will receive presentation that day at 
the Faculty Meeting) 
March 22 - all decisions should be done (BSC and Budget due this date) 
 
Other concerns 
 
 
Make agenda for next meeting (Kuang) 

➢ Approve minutes (Noe) 5 mins 
➢ Balanced ScoreCard Presentation (West) 25 mins 
➢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Plan Presentation (Noe/Personius) 20 mins 
➢ Create next agenda (Kuang) 5 mins 

 
Wait to approve bylaws officially in April 
 
Next Meeting 
Thursday, March 14 
 
 
 
 
 
 
 
 
 
 
 
 
 
 
 
 
 
 
 
 
 
 
 



 
 
Francisco中學校務決策委員會會議記綠 
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 
  
投票： 
審查上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 （一致通過） 
  
初中課程重新設計（校長） 
公告 - 我們為初中重新設計的示範學校 
這意味著什麼： 
§  部分分段時間表（分發時間表，教師有機會提供反饋） 
§  週三早放學（允許專業發展，規劃等;學生可以去明燈課後計劃） 
諮詢 
基於站點的決策如何使用它。可能性：社交情緒學習，調查，論文，閱讀水平等評估 
團體規模 - 盡可能小（輔導員和其他管理員可以接受諮詢） 
我們是否希望連續3年保持同樣的建議以保持一致性？ 
六年級學生的世界語言 
西班牙語，中文 - 廣東話或中文 - 普通話 
將是非常短的 – 輪流的一個季度 - 只是一個介紹，選擇7年級和8年級的全選課（僅限未來年，不是今年） 
調查發送給學生和老師，西班牙語目前領先 
我們可以選擇多種語言嗎？ （也許 - 只有1份的資金） 
家長 - 非常適合學生選擇母語以外的語言 
7年級和8年級的健康科 
我們有一半的學生明年會得到它，最終全部 
計算機科學（附加課程） 
加速文學 
為其他課程添加第二位教師 
三個月輪 - 健康，計算機科學，世界語言 
我們能為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介紹一個正式的文字處理/打字技巧課嗎？ 
  
出席學校網站峰會/規劃（校長） 
P.-春天是計劃優先考慮和預算的重要時刻，需要時間來創建平衡計分卡和預算並使其盡可能透明 
3月2日Everett中學舉辦的學校現場峰會，上午8點至下午1點 - 邀請所有成員 - 學區優先考慮，然後學校休

息討論優先事項 
W  - 日期：預算明天到來，然後下週預算細分，以便我們了解職位 -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能負擔什麼 
Kwan將為所有SSC成員創建正式邀請 
在父母到達家長教師會議週時為父母創建調查（創建草稿以便在周六進行審核） 
通過無限會議尋求反饋（農曆新年活動） 
在下次會議上展示平衡計分卡（工作人員將在教師會議當天收到演示） 
3月22日 - 所有決定都應該完成（BSC和預算到期日） 
  
其他問題 
  
  
制定下次會議議程（鄺老師） 
批准會議紀要（Noe）5分鐘 



平衡計分卡演示（校長）25分鐘 
社交情緒學習計劃演示（Noe / Personius）20分鐘 
創建下一個議程（鄺老師）5分鐘 
  
等待4月正式批准章程 
  
下次會議 
3月14日星期四 
 
 
 
 
 
 
 
 
 
 
 
 
 
 
 
 
 
 
 
 
 
 
 
 
 
 
 
 
 
 
 
 
 
 
 
 
 
 
 
 



FMS SSC 校务决策委员会会议记录 
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 
 

投票： 
审查上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 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SEL9社交情感学习委员会更新（Noe老师） 
从家长，学生，工作人员那里获取信息以讨论计划 
将在3月份提出正式提案 
 

认可新成员（邝老师） 
谭先生 - 父母候补 
 

全职家长联络员（校长） 
由于预算编制，需要很快决定 
家长的问题：什么是家庭联络员 
校长：这职位是与家长沟通（我们必须说普通话/广东话），翻译文件，联系家长，通过管带领家长参观校

园招募学生，推广活动，跟进家庭重新：需要提交的表格 
问题：谁支付这个职位？ 
校长：由校区资助，以便将这转为一份全职工作，问题是我们应该补充另一半吗？ 
Noe老师：一个选择是两个兼职- 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联络员，一个讲中文的联系员 
问题：谁想要这个？什么是竞争利益？ 
校长：我提出来是因为我在其他学校看到这项工作很好。我们非常需要继续接触我们尚未达到的家庭。如

果我们在这里有更长时间的联络员，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伸展工作。也可以接受说另一种语言的联络员。关

于竞争资金：是的，每项经费都要取舍。 
学校委员会依法提供关于如何花费所有学校资金的主要建议。 SSC批准法律第1号资助（162,000美元）用

于辅导员，阅读写作教师，加班费，代课， 可能来自此，或来自一般预算。 
可能性竞争理念：社交情绪学习者或RTI教练 
Anderson老师- 当我们不会说这种语言时，家庭联络人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所学校，让父母参与其中是

我们现时的挑战。全职联络员将有助于此。 （举例） - 这次会议只有10位家长，600多人的学校需要更多

的家长参与。 
Personius老师 - 当我们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联络员，我们在这里有很多讲西班牙语的父母。 
家长 - 下午4:30时段对很多家长来说可能不方便。 
校长：家庭联络员也为其他活动做宣传，而不仅仅是SSC（数字公民，农历新年，非裔美国人家庭之夜，

每周通讯） 
成本估算： 额外50,000美元的开支。 
 

章程更新（校长） 
给翻译人员时间审查拟议的章程变更 
投票数： 
变更获得一致批准 
第二次投票：保持1月份会议批准，校长投反对票 
 

制定下次会议议程（邝老师） 
批准会议记录（Noe老师  -  5分钟） -  Noe翻译 
中学重新设计（校长 -  20分钟） 
学校规划集思会-出席和预算会议日程（Personius 老师 -  10分钟） 
其他问题 
为下面的会议制定议程 
  
 下次会议--2月14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