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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内容概览:  

• 秋季学期学生们要如何互动和参与活动  

• 社区互动学习项目，服务学习和志愿者机会  

• 休闲运动和健身活动机会  

• 家长如何能帮助学生参与学校的活动，进行互动  

• 学生参与和互动的方式:课友、学生组织、新生指南项目的学生导师，等等  

• 就业指导服务及校内工作  

• 学生事务与服务部如何支持学生的身份认同和连接  

• 学生如何在校内创建学生组织  

• 如何找到学生组织的相关信息  

  



Ashley Hewlett Lemke (阿什利·莱姆基) 

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新学生定向系列网络研讨会。我的名字是 Ashley Hewlett Lemke，

我是新学生培训的项目协调员之一，我是一个专业的斯巴达团队成员，从 9 月份开始，

已经 10 年了。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日常基本要点。我们目前正在对此次会议进行录制，

并将在录制和翻译完成后，立即在新生导向的网站上公布。本次会议也通过 Zoom 直播，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实时字幕出现在屏幕底部。另外，请一定要利用提问和回答功能来提交

广泛性问题。任何针对你家庭具体情况的问题请通过与指定的办公室来提问。另外，为了

降低 Zoom 霸屏的风险，聊天框是不可用的，观众只能看到已经被回答的问题。所以请不

要在聊天框中提出任何问题，我们今晚不提供聊天功能。我想再次感谢所有参加我们网络

研讨会的人，这些研讨会对你们的学生成功过渡到密西根州立大学非常重要。请了解预定

的网络研讨会的主题，并且您有机会提前提交剩余的网络研讨会的问题。这些项目的链接

可以在家庭定向网络研讨会页面上找到，在新学生定向网站上。 

 
我们现在要承认、尊重和肯定土著人民和这片土地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系。我们将会听到密

西根州立大学的土地确认。我们共同承认，密西根州立大学占据了 Anishinaabeg、

Ojibwe、Odawa、Potawatomi 三火联盟的祖传、传统和当代土地，并购买了许多民族。我

们承认、支持和倡导密西根 12 个联邦政府承认的国家或密西根历史上的土著社区，或现

在居住在这里的土著个人和社区的主权。对于那些因承认这片土地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

我们拥有土著农民的主权，我们将努力让所有密西根州立大学对美国印第安人和土著人民

的安逸负责。 

 
好的,谢谢你。再次强调，我们欢迎在 Q&A 方框功能中提交问题，请确保你的问题是泛性

的，而不是针对你的具体情况。同样，如果你有针对学生具体情况的问题，请直接与指定

办公室联系。最后一项。我想向大家介绍我们学生事务办公室的合作伙伴。所以我要停下

来，把麦克风递给他们。 

 
Alan Shaw (艾伦·肖) 

大家晚上好。我们很高兴你能加入斯巴达大家庭。重新接受挑战，弗雷泽和我在这里多谈

一点关于学生事务和服务的划分。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在课堂内外支持学生。

我叫艾伦·肖我是负责学生事务和服务的两位助理副校长之一，我会请弗雷泽博士自我介

绍。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谢谢你，艾伦我叫特里·弗雷泽。弗雷泽医生，我是学生服务的另一位助理副校长。我很

荣幸能在这里和你谈谈学生事务，以及我们为你的学生提供的所有东西，我们很荣幸你能

让我们这么做。有幸参与了你们学生的旅程。这就是学生事务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关注

的是旅程，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是谁，通过我们的兄弟会和姐妹会生活活动，通过我们的娱

乐体育活动，通过我们的多个学生注册组织，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在我们的职

业服务中有多文化团体，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后面会详细介绍。但是艾伦，我们刚才不

是说过，大学改变了这么多吗。我毕业于密西根州立大学好几次了。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30 多年。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这里长大的，这就是我。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不要讲太多。

但是我来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已经和我还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和

进步。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讲的内容。从我们的时代到现在，大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最重要的是这让你有机会扩展自己的视野，走出舒适区，在家人的支持下真正自立。因

为这个过程可能包括发展领导技能和参与组织。这就是我们希望你在学生事务处做的。这

就是我们需要你成为斯巴达家族一员的方式。父母们，你们也是这段旅程的一部分。我们

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来了解当你来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真的认为你属于

密西根州立大学。既然你已经被密西根州立大学录取了，我们知道你将能够毕业。你可以

加入其它学生成为社区的一份子，参与，挑战自己，确保你和学校是一体的。 

看幻灯片 7。我们想谈谈什么是学生事务和服务，因为不同的机构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密

西根州立大学，当我们谈到学生事务和服务时，我们有 14 个不同的部门。所以我们会讨

论大部分，但只是想提前给你们一个提示。职业服务网络，我们已经嵌入了每个不同的学

院或职业服务顾问，所以你的学生或你将能够看到实习，工作，从你在这里的第一年开

始，一直到毕业。所以我们对此非常兴奋，但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它。弗雷泽博士，兄弟

会和姐妹会的生活。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哦,当然。兄弟会或姐妹会生活。作为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学生们想要拥有并享受的

经历之一。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我们在四个不同的委员会中固定了 63 个分会，包括我们

传统的男女联谊会。我们还有 NPHC，在我们的全国泛希腊理事会(NPHC)，这是我们历史

上的黑人兄弟会和姐妹会，我们很荣幸能有我们多元文化的希腊理事会，它由多个不同种

族的兄弟会和姐妹会组成。所以再说一遍，有机会让你了解自己，扩展你的思维，拓宽你

的视野和社区。当我们为新学年做准备时，我们讨论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活动。其中讲了一

些关于迎新，学生们可以期待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你能成为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员。你

第一次来这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来认识你所在楼层的人，认识校园里的人，并找到

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进来。所以我们想让你们把这些社区经验与学习相结合。我们希望你们

能参与到斯巴达式的壮观群体中来。当你来到这里看到你想加入的团体时，你就会知道。

所以当你在做 NSO 的时候我们要求你开始参与。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们参与进来。 

 
Alan Shaw (艾伦·肖)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张有关参与的图片。我们要把它展开一点。如果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你仍然可以享受了解不同组织的乐趣。我们将与东兰辛市合作进行斯巴达式的狂欢因

为我们在格兰德河上。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体育场里有一场电影。会有一个座谈会，让你

们了解到目前为止在你们学校发生了什么，欢迎。我们非常非常希望你们能参与进来，了

解校园，参与进来。因为有 900 到 1000 个注册的学生组织，我们知道会有一个你想加入

的俱乐部。泰瑞，你能再谈谈娱乐运动和健身服务吗?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我当然可以。我们在校园周围有三个娱乐运动中心，我们真的相信积极和健康。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样，但我知道我在第一年至少长了 25 斤。这是我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



娱乐运动有机会让你的精神、思想和身体结合为一体。我们不仅有营地周围的娱乐中心，

校园里有三个，我们还有校内运动和俱乐部运动。如果你是高中的学生运动员，但是在大

学球队里落选了，我们仍然有机会让你享受体育运动，并参加竞赛。就像你看到的，我们

为残疾学生提供了娱乐运动，适合任何人的适应性运动。有了娱乐服务部分，你就有机会

以一种很好的方式在青少年中建立关系。如果你上娱乐运动网站，你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

俱乐部运动，我们的校内活动。如果你上娱乐运动网站，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不同的校内

俱乐部运动活动。当你能报把积极锻炼，良好饮食，与他人的关系良好结合在一起，你就

已经建立起了大学期间的归属感，说明你已经成功加入了你注册的学生组织并从中你可以

得到一些领导力的发展。但也有其他的机会，如社区参与学习中心。我们知道你们所有人

都想做社区服务并且能够寻找服务学习的机会。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可能

是通过学生会，或者是通过你的高中，或者是你的教堂，犹太教堂，或者任何你去过的地

方。但我们有机会成为学者，为密西根中部地区做贡献。 

 
Alan Shaw (艾伦·肖) 

实际上，我们有机会去世界各地，在那里我们有项目，在哥斯达黎加和其他地方，真正参

与社区参与学习中心。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参与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交通工具到你的位置，

因为你不能在第一年在校园里有车。这些服务真的很不错，所以我希望你能参与其中。同

时，当我们谈到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下交换生项目。我知道你们

将会有不同的机会去讨论交换生项目。所以当你试图弄清楚你是谁，你想成为谁，你在密

西根州立大学学习什么。你也会很想知道你是谁，所以 Terry，你能谈谈办公室，文化和

学术转变，以及身份发展是如何成为你进入大学后的一部分的。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当然可以。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向社区伸出手，让自己走出舒适区。我们有学术文化过渡办

公室，我们谦卑地取消了 OPAT。这是一个了解不同种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学生在校

园边缘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还有性别和性行为校园中心，与 LGBTQ +社区合作。

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些学生和社区，还要学习和发展这些社区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斯

巴达人，是斯巴达家庭的一部分。确保你属于这里，我们包括所有人，所有人在这里是受

欢迎的，都可以成功。所以这是关于你们所有人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建立自己的社区并找到

通往成功的道路。你所要做的就是提出要求，因为我们会找到帮助你成功的方法。让我们

知道你需要什么，我们会帮助你找到方法。如果你是一名已经成为父母的学生,我们有一

个家长学生资源中心，为了那些入校时已经是父母的学生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生活方

式为你提供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学生。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所有人。如果你是退伍军人，或者你的父母是退伍军人，警署或

GI 身份，我们有一个退伍军人资源中心，他们将支持我们的退伍军人。这些人不是传统

的学生，通常是退伍军人来到校园。所以要帮助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如果你有什么

或你想参与这些不同的社区。我们希望你来学生服务中心，见见我们，见见我们的团队，

我们是来见证你成功的。 

 



我还要讲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妇女服务，妇女学生服务。我们关注校园里女性学生的领导能

力，找到让她们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法，让她们知道，无论如何，她们在这所学校都有

一席之地。性别与性行为校园中心呢?我发现，如果我看这个，哦，我可能忽略了一点。

但如果你去那里，我们就能知道 LGBTQ +办公室在哪里。我们的校园里有电话。这是了解

住房机会的好方法，也是认识其他人的好方法。另一种寻找资源的方法是帮助你过渡或帮

助你对 LGBTQ 的理解包括学习代词和如何与其他人们合作，这样能够确保你知道你在这

里是受欢迎和被接受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和往常一样，如果你想先探索学生事务，你

去 D2L 的网站。在 NSO 的网站上，你会在那里找到一切，甚至还有一个关于学生事务的

视频。你也可以登录 Student affairs.msu.edu 看看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就像

studentaffairs.msu.edu 一样。你会找到一个网站，上面有我们校园里所有不同的单元。 

请大家看第 10 张幻灯片，学生生活是学生事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所有不同的单

位一样。但我们真的希望你们思考一下如何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如果你想参与学生政

府,如果你参与了高中的学生会。我们五个主要税收收集组织将包括 ASMSU、相关的密西

根州立大学的学生。你的学生税金包含在你的学费和你的税收或费用会显示,有一个预

算。你可能会参与到接近 300 万美元的预算中，它介于 130 万美元之间。所以，如果你

想参与到学生会的工作中来，真正帮助密西根州的发展。还有宿舍楼协会。因为你们几乎

所有人都住在宿舍楼里，他们的学生会和党团会议都在宿舍楼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让

你们参与进来。我们也做很多领导力的培养。你们可以从上面的图片中看到。我们也会举

行峰会和会议。比如你看那里有些人正在参加兄弟会和姐妹会生活静修会。学生生活是由

其他不同的注册学生组织组成的。这些你都可以通过 Involving at State 来加入进来。而

且，在那里你会发现我们的秋季和春季学期的机会，例如班级委员会，这样你能够更多地

参与校园活动。我们希望你能有很强的课外成绩，因为当你去面试工作时，他们会问，除

了上课，你还做过什么。你在我们这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想竞选办公室,或是

RAH, 你会从你住的学生宿开始工作。如果你要做 ASMSU,我们要做一个秋季选举因为你当

选代表学院或组成小组。所以当你来到这里，开始环顾四周，或者去 AMSU 的网页，看

看哪些大学部门需要代表。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与方式。 

 
如果你们看第 10 页，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并思考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你

的激情所在。你在生活中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在哪个职业发展？是读研还是工作？还是

只是成为社会中受教育的一部分。职业服务网络帮助你找到你的激情。如果你找到了实

习，工作，我们学校有超过 14000 个工作岗位。校园的最低标准比密西根州的最低标准

要高得多。你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去上课，也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去工作。所以我们确实希望

看到你工作，实习，也希望看到你找一份永久的工作或者任何你想要跳槽的工作。当你在

工作的时候，你离毕业就不远了。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去我们校园里的就业服务中心让他们

看你的简历。你可以去参加我们的招聘会，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即使你不是在找工作，

那也只是一种寻找工作的经历。所以当你有一个前辈在找工作，从他们那获取了经验，这

样你可以自信地重走那条路。这是找到你自己的方式，在别人的领导力中发展，就像你其

他项目一样。这样做会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 



如果你们想在来校之前了解就业方面信息，我们请你们看看就业服务网络。HandShake 会

告诉你们现在有空缺的工作。这样你在来之前能招到工作了。如果你想与校友见面寻找导

师，你可以去 MSU Connect。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想谈谈另一个群

体。对于那些喜欢广播的人，我们有 dBm，Impact 89 调频在过去的 20 年里有 17 年赢得

了优秀的广播电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有超过 200 个志愿者的

机会，还有带薪的职位。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名 DJ，你想旅行或者成为一名体育记

者，你将有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真心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下看看这里的广播电

台，其中有一个就在校园里的一个宿舍里。以上就是我们能为你提供的。我们谈到了如何

找到你的激情或者你的领导机会。有些事我们只想让你好好想想。我们希望你走出自己的

舒适区。我们希望你加入一个你从来不会加入的团体或俱乐部。所以，考虑寻找新的参与

方式。弗雷泽博士，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我不得不说，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在这里看到你，我加入过一个俱乐部或者至少我参加过一

次，我有点害怕水下曲棍球队。所以让世界成为你的实验室，让想象力流动思想，尝试新

事物，认识新朋友。去参加一些你通常不会参加的活动，去听我们校园里的音乐会。很多

这些都是低成本，甚至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确保你参加我们的一些校园体育赛事，学生

们能够买到票。不仅仅是足球、篮球和曲棍球，你知道足球、长曲棍球和体操队吗，我们

正处于奥运会的中期。所以机会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 

但作为学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给自己留点时间。不要让自己太过纠结于这件事

或那件事。花点时间深呼吸，寻找那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组织和活动。大学，对你来说不

应该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我们希望你放松，享受学习的过程。你在课堂内外都能学到

东西。那才是真正的教育发生的时候。这里是学生事务处，这就是我们要帮你做的。帮你

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你属于密西根州立大学。你的父母应该和你在一起作为父母互助小

组的一员。父母们，我知道放手有多难。但你已经做了这么多来做孩子的监护人。你做了

那么多努力才让他们达到现在的水平。他们已经准备好像雄鹰一样在东兰辛茁壮成长。是

的。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知道你们会帮助你们的学生取得成功，无论是你们的祖父母，

兄弟姐妹，表亲，尤其是家人和朋友。 

 
我们很乐意能够回答问题。如果你有问题。有人问关于音乐会的问题，我们过去举办过的

一些音乐会，各种类型的音乐会，但我不应该说所有类型的。不，我收回那句话。因为我

们有沃顿表演艺术中心和礼堂。但是学生们可以在音乐会中演出，而且学生们正在计划音

乐会。我们现在正在努力邀请的一个人是杰克·哈洛。他们正在试着看我们能不能联系上

他。但他们正在与密西根州中部的当地乐队以及地区乐队合作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沃顿

表演艺术中心也有古典音乐。如果你对古典音乐、爵士乐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音乐感兴趣

的话。泰勒·斯威夫特不久前也来过这里。我们还邀请了 Dan and Shay。我们有小提琴家，

嘻哈小提琴家曾经来过。我们也有狮子王百老汇音乐剧，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在这里看汉

密顿的演出。沃顿中心提供学生票价，你们都能负担得起。可以提前或当天提供。但你可

以提前买票。 



真不敢相信我们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如果你目前还没问题，但如果你想到了什么，

在聊天中我们有 student affairs.msu.edu，我们的网站，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你也可以

找到我们的所有服务。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想确保我们能把 MSU 这样大的大学变成一

个更小的地方，一个你能找到属于你的地方。 

 
聊天中关于新生参与校内运动的问题。有很多渠道可以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新生会通

过他们所在的楼层参加校内的团队运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由居民大厅楼层设立。如果有个

人运动，你可以去网站或校内设施里看看有哪些不同的运动，如何报名。在 IM West 或

IM East，然后俱乐部运动。我们有 20 个不同的俱乐部和运动项目可供学生选择，你可以

找到在娱乐运动和健身服务网站上。如果你有需要，安吉拉，迈克尔是一个很好的联系

人。她与大约 20 个小组合作。 

 
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校内运动和俱乐部运动有什么不同?校内运动就是像我这样只想

去玩的人。但你可能很好胜，你的眼光更长远。我只是想和一群人玩得很开心，认识一些

人。俱乐部运动可能会让你非常有激情，非常有竞争力，但他们也会根据运动和他们想做

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旅行。它比内部团队更有组织性。特里，你能补充点什么吗? 

 
Alan Shaw (艾伦·肖) 

我想说的是校内团队运动，更多的是季节性的校内足球，校内棒球，校内篮球，足球。我

想和一群朋友一起出去玩，享受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如果有一个带有奖杯比赛项目，

那么你在获得校内冠军后就有在你的宿舍楼层炫耀的权利。就像我说的，俱乐部体育更多

的是与其他学校的比赛，像 AAU 联盟一样到处旅行，对你们中了解体育世界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运动。 

 
Alan Shaw (艾伦·肖) 

天文和物理俱乐部，我需要和那些参与其中的学生交谈。很明显，天文学方面，我们在这

里有现金望远镜，我们有不同的小组去观察夜空。我们还有天文馆，你可以在校园中央看

到天空，但在校园边缘有望远镜。我不确定，我用了正确的词或者它不是望远镜。你能看

出来我有段时间没去了在物理俱乐部。他们有很多小组工作。如果你想了解所有这些俱乐

部和组织,请去 involve@state，那里有所有俱乐部的列表。你可以把列表打破分成不同部

分来找出你感兴趣的。所以我绝对鼓励你们去看看 involve@state。不仅仅是我们校园里

的物理俱乐部和观星俱乐部，还有棋盘游戏俱乐部吗?绝对的。有一个象棋队。还有涂鸦

俱乐部，它更像是一种纸牌游戏，而不是棋盘游戏。如果我们没有你想要参加的俱乐部，

但你有几个朋友，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我相信，对于那些想要参与这类活动的人来说，机

会是存在的。那么俱乐部和校内运动的费用是多少呢?特里?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关于俱乐部或娱乐运动的费用。你可以去大楼里打篮球或者投篮，或者你想跑步，在跑道

上跑。这些对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学生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对举重室或游泳池感兴趣的话就

需要用 two-factor ID。有健身课上，比如一些经典的瑜伽课是免费的，但有些则需要付



费，你上健身运动网站就会知道更多的细节，关于花费是多少以及如何参与到娱乐和运动

中去。 

 
Alan Shaw (艾伦·肖) 

我还看到了另一个问题，新入学的学生怎样，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兄弟会或姐妹会。这是一

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有 Panhellenic，一个 IMC，兄弟会和姐妹会顾问委员会。那些

提供咨询的人将会进行招聘。如果你去泛希腊议会参加兄弟会或姐妹会，你会看到日期。

我相信泛希腊议会会开始招募新人。在接下来几周的招聘中，我们会留意一些来自他们的

邮件或电子邮件。如果你登陆这个网站，你注册的时候就能看到。如果你 9 月 3 日到校

的话，我们有个叫"欢迎希腊秋季"的项目来让你了解更多。这是所有四个委员会的所在地

你可以接触所有的 63 个分会。他们的招聘和录取过程，每个章节和委员会都有一些不同

的过程。这就是你们要问的问题。你肯定会接触到兄弟会和姐妹会生活社区和他们的工作

人员，他们会在这里帮助你。女生联谊会的招聘网站现在是开放的，学生可以在这里注册

如果他们想加入女生联谊会，对吗，特里?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是的,它是。 

 
Alan Shaw (艾伦·肖) 

太好了。关于校园里健身房的健身区。我在想，我们之前有三个校内运动专门的建筑，

西、东，还有适应性运动示范馆。这些是健身房，但是是校园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身区，因

为我们有自行车道，也有步行道。我们正在建造一个河边户外中心。我们还有自行车店。

所以如果你需要修理自行车。密西根州立大学将是一站式的交通中心，在一个地方有各种

各样的交通工具。虽然还没有开放，但他们正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校园里也有户外篮球

场，排球场，还有我们的草皮球场。所以如果你想到处跑，踢足球，嗯，校园里有不同的

地方。所以我想说，整个校园都是健身区，这取决于你想如何使用它。我希望这能回答这

个问题。特里，你能谈谈和了解一下女学生服务吗? 

 
Terry Frazier (特里·弗雷泽) 

我当然可以。我刚把网站放在了聊天框里。我在聊天中也回答了关于服务行业的女性，女

性建立领导力的机会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妇女委员会还有一个妇女学生服务组织，有机会

在其中找到导师。这是我们的重点，指导我们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女性的学生。在学生服

务大楼那他们有一个领导会议，我相信会在 11 月 6 日，好像叫做狂野星期三来帮助计划

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谈到了女性的领导角色。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们

可以在一起吃饭，互相学习。这是妇女服务中心的主要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

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女性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去年，惠特默州长是狂

野大会的主讲人。他们有不同的会议。现在他们也有读书俱乐部。他们在那里阅读女权主

义就像一些读书俱乐部在夏天工作一样。而且有些事情全年都在进行。我们的很多单位都

有不同的时事通讯，所以你也可以注册这些来学习，我注意到女性学生服务中心有时事通

讯或性别或性别性中心有时事通讯。OPAT 有一个。休闲运动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个。就



像肖博士说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即使是在暑假，甚至是课间休息的

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活动让学生参与，成长和学习。我忘了 Instagram。请关注我们

Instagram, MSU_FAS，那里有很多机可以了解下，你永远不知道你可能会遇到谁。我记得

那天我们在学生服务大楼租了个大 Sparty 吉祥物。 

 
今晚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我想再此强调，抓住机会参与进来，在你在密西根州立

大学的时候，在你内心的平静中找到你的幸福。我们希望你们精神上和学业上都要坚强，

身体上也要坚强，精神上也要坚强，所以找到属于你的地方，找到你的位置。找到校园里

让你快乐的地方，即使只是躺在树下读一本好书。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

做。如果你想做我们没有的事情，我们会找到一个办法来创造它。你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活

动。一年开始的日期，也就是九月的第一周，一切都将开始。我们的俱乐部和校内运动也

会参加，时间是 8 月 31 日。我还是希望你参考下体育网站。如果你现在想要注册一些东

西，只要你的 Net ID 有效，你就有机会。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来拜访我们。我们在学

生服务大楼，在校园的北部，在布罗德艺术博物馆的对面。来副校长办公室的 150 号室

者一对一，或者大楼里的任何其他办公室。我应该说一对一是我们的学生生活办公室，但

是就业服务，性别和性行为校园中心，营地社区参与学习都在大楼里还有学生退伍军人资

源中心，女学生服务中心。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机会就在这里。我们很乐意在这里提供帮

助。非常感谢你，艾伦，能参与其中。我们要把它传给阿什利，我鼓励大家去 involve@ 

state 的秋季欢迎活动网站看看这些将是你们了解这个校园的主要途径。 

 
Ashley Hewlett Lemke (阿什利·莱姆基) 

谢谢肖博士谢谢弗雷泽博士加入我们分享这些信息。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会在这里发布

一张幻灯片，里面有一些更多的信息。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特里和艾米，他们一直在幕后辛

勤工作，回答问题，确保所有的 IT 工作进展顺利。我想知道 Terry，你能分享一下吗，然

后我就能分享我的屏幕了。谢谢你！好吧。给我一秒钟。好的。这周和下周都有很多内

容。所以一定要去看看。你还会注意到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如果你想参加今晚的网络研

讨会。请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为您的学生输入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电子邮件地址，您将获

得 NSO 赠品的随机抽奖。因此，每封电子邮件只能使用一次，获胜者将在秋季学期晚些

时候收到新生办公室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每次网络研讨会将有一位获胜者。因此，我想

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希望大家喜欢今晚的讲座。感谢大家的出席，希望大家度

过一个愉快的夜晚。Go Green。 

 
谢谢你提醒我，QR 码上显示不接受回复，我得去看看。我想如果你想在问答环节中留下

你的邮箱地址，不是聊天环节，而是问答环节。我可以复制一下，明天就可以把 QR 码发

出去。嗨，看起来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网络 ID 或 ASAM Arabism MSU 的电子邮件和 Q&A

将进入那幅画。参与者们，请随时在 Q&A 中留下你的 MSU 邮箱地址。我们希望在明天的

某个时间将赠品发给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