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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立大学 2021年新生指南家长说明会 

学术咨询与招生简介 

2021年 5月 26日 

主持人：Laurin Gierman （劳芮·吉尔曼） 

                  新生指南项目 

                  项目官网：https://orientation.msu.edu/   

                  电子邮箱：gierman1@msu.edu  

主讲人：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自然科学学院，学术和学生事务副院长 

   学院官网：https://natsci.msu.edu/ 

    电子邮箱：purdyh@msu.edu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教育学院，本科生事务处主任 

    学院官网：https://education.msu.edu/ 

     电子邮箱：kdumont@msu.edu  

     Debra Fitzpatrick（黛布拉·菲茨帕特里克） 

     北区学生活动中心，顾问主任 

     活动中心官网：https://nssc.msu.edu/index.html  

         电子邮箱：thornt28@msu.edu  

说明会内容概览： 

• 什么是学术顾问？ 
• 我的学术顾问是谁？ 
• 什么时候学术咨询？ 
• 与学术顾问见面是怎样的过程 
• 预约前需要准备的事情 
• 毕业要求 
• 预科与转学分 
• 数学分级考试 
• 专业更改 
• FERPA《家庭教育权利保护法》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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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n Gierman（劳芮·吉尔曼）: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新生迎新网络研讨会。我的名字是劳芮·吉尔曼，我使用代词“她”。我在密歇
根州立大学从事新生入学的相关工作。我在MSU的团队里工作 20多年了。我有一个儿子刚刚在
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完第二年。 

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注意事项。会议正在录制中，待我们转录和翻译以后，会立即发布。
您可以在找到今晚的链接的同一网页上找到今天录制的视频。会议也有实时字幕。你应该很快能
看到。我们将使用 Zoom的字幕。请使用问答功能提交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同事在今晚的网络会
议的后台尽可能地回答大家的问题。昨晚我们收到很多提问。预计今晚也会一样。请大家耐心等
待，我们会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针对您具体家庭情况的问题最好直接向学术顾问或学院提
问。请尽量保持问题的通用性。还有，为了避免 Zoom被霸屏，我们今晚将不开通聊天功能。观
众和参会者，你们只会看到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先浏览问答通道，
兴许这些问题正是你要问的问题。我们再次感谢你加入我们的这次的网络会议，这些都是帮助学
生成功过渡到MSU的关键。请务必查看网络研讨会的时间表，并通过家长迎新会网站的问题提交
链接提交有关接下来的网络研讨会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花一点时间带大家认识、尊重和肯定土著人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现在为大家播放
MSU有关土地归属认证的视频。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主题。今晚我们将讨论学术咨询和课程注册。首先热烈欢迎我们做
学术咨询相关工作的伙伴们。我不确定谁先发言， 所以请开始吧。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晚上好，我叫海蒂·珀迪，我是自然科学学院学术和学生事务的副院长。我很高兴的看到今晚这么
多人加入我们。我很高兴能分享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术咨询。接下里请我的同事克里斯蒂先介绍
一下她自己。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晚上好，我是克里斯蒂·杜蒙，我是教育学院本科生事务处的主任。今晚，我将在后台努力回答尽
可能多的问题。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好的，让克里斯蒂继续在后台帮忙。我现在分享一下我屏幕，有一个很短的幻灯片。我们将尝试
在线回答一些问题，克里斯蒂也会在后台帮忙回答。好的。大家现在能看到幻灯片吗？克里斯蒂？
你能给我一个回应吗？好的。我看到她竖起了大拇指。好的。 



 3 

学术咨询，MSU课程指南。作为学术顾问，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指导和帮助学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
顺利度过他们的学术生涯。我们希望在很多不同的方面提供支持，在课外，在教室以外的地方帮
助他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提供帮助的。首先向您介绍学术咨询。我想先
谈谈什么是学术顾问。你可能非常非常熟悉高中辅导员的角色。大学的学术顾问的一些工作类似
于高中辅导员，有相同的部分，但我们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术顾问确实
在学生的成功的道路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会帮助学生了解MSU的政策和程序，了解课
程。基本上，所有这些虽然零碎但是及其重要。MSU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校，它有它自己
的系统。基本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条规，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政策和程序，这些都将决定
一个学生需要做什么才能顺利毕业。当然，学生们也要承担责任去了解他们需要做什么才能获得
学位。我们作为学术顾问会在这里帮助指导他们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帮助学生了解课程，了解课
外的活动，并帮助他们与学生组织，研究项目，还有实习公司等建立联系，协助他们进行职业探
索。这些我们喜欢统称之为学术培训。我们也帮助学生与他们的教授交谈，确保他们的学习进度，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学生，确保他们完成了所有的毕业要求。 

密西根州立大学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学术顾问。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学生的学术
顾问？ 或者当学生和我们一起时，他们会问到谁是我的学术顾问？那么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层是学院或专业的学术顾问。当选择专业时，这些会被自动分配。例如，在我的学院里（我
是自然科学），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想成为化学专业的学生，他们会被分配一位化学学术顾
问。或者在克里斯蒂的教育学院，如果一个学生决定主修初等教育，他们将成为克里斯蒂的学院
的学生，他们将被分配一位那里的学术顾问。这些人会在职业规划方面或者实际的课程方面帮助
到学生。然后，我们还有另一批学术顾问，他们是学生社区成功合作中心（或 NSSC）的顾问。这
些学术顾问在学生社区里工作。他们会在学生社区的住宅大厅里非常好地帮助学生探索和进行培
训。因此，他们可以帮助到那些还在探索专业的学生们，可能这些学生不知道他们想主修什么，
或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到了MSU以后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大一的时候，我
想要当一个艺术老师。但是后来当我在一所小学实习时，我意识到那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去找
了一位顾问，想要探索和弄清楚我未来的方向。另一层是荣誉学院的学术顾问。你们中的许多人
可能正在考虑进入荣誉学院，或者已经被荣誉学院录取。这些顾问将会帮助在荣誉学院的学生们。
比如他们如何选择荣誉学院的课程，获得荣誉学院的经历，诸如荣誉研究之类的，或者进入到特
殊的只对荣誉学生开放的项目。此外，还有很多许多针对不同项目的学术顾问。比如我们在校园
里有 Detroit Made，或者 STEM学者，Charles Drew 学者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他们将以不
同的方式支持学生，例如社会情感，学术，或是校内群体建立。 

所有这些不同的顾问听起来可能，哇，好多人呀。那我们如何把这一切理顺呢？实际上学术顾问
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以确保我们提供给学生准确一致的信息。正如你今晚在这里看到的，Kristy 来
自教育学院，我来自自然科学学院。事实上，我们还有 Debra Fitzpatrick 在后台帮助我们。她来自
学生社区。这三个例子说明了我们之间的互动程度以及我们在工作上的协调，来为学生建立强大
的支持系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好的，所以学生第一次遇到学术指导其实是在刚入学
期间的新生培训当中。咨询和选课都在 6 月和 7 月进行。所以到目前为止学生们应该收到了一封
关于新生培训资料的电子邮件，他们将通过这些资料开始学习新生迎新的一些内容，当他们完成
这些后，他们将被列入到所选专业的学术顾问名单上。然后他们会和顾问取得联系。顾问会在名
单上看到他们，然后他们会联系学生并约定一个咨询时间。这将是学生与学术顾问会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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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一对一的，有时是以小组形式的。但所有人都有机会询问他们问题。学生将获得选择明年
秋季和春季课程的个性化的咨询。然后学生们会直接注册课程。他们将有权选择专业并获取有关
注册课程的资源。顾问也会回答任何后续问题以及帮助学生做任何重要的更改。有一点非常非常
重要，那就是当学生在了解新生培训的内容的时候，他们需要思考自己的专业。在新生培训时，
如果学生打算更改他们的专业，他们可以在 D2L的内容结束时这样做。在此之后，任何专业的更
改都需要等到咨询和选课之后，因为我们需要确保学生的时间表可行。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不能改
变专业，也不意味着不能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专业所需的课程。但我们确实限制学生在这段时间内
不能更换专业，直到完成相关咨询和选课流程。所以通常是八月，在学生见到新的理想专业的顾
问之前的某个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确保你在浏览这些内容的时候考虑到这些问题。否则
你将与你原有的顾问会面，但我们希望你可以尽快与正确的学术顾问建立关系。 

好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会面时会谈论什么呢？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学位课程要求。这将取决于
具体的专业。这将涉及到讨论大学的要求或者有的学校称之为通用教育。它还将涉及到学院特定
课程。比如在我的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上微积分课。但是艺术和文学
学院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上微积分课程，但他们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例如，他们必须学习一门语
言。然后，针对学生所选的专业还有具体的专业要求。因此，当学生与顾问会面时，他们会讨论
所有的这些。当然他们也会具体地讨论明年应该修的课程。我们希望把这些计划一起制定好。这
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要思考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平衡。他们是否希望在上课的同时工作？所
有这些都将会是和顾问讨论的内容。在那之后，我们将讨论秋季和春季学期的选课。不要感到惊
讶。我们同时选两个学期的课。我们会使用 student.msu.edu的新系统完成。此时你就可以访问该
系统了，但在与学术顾问会面之前你无法注册任何课程。那是因为我们想确保你从一开始就在正
确的方向上。好的，那么当学生在新生培训期间进行学术咨询时，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真心
希望这种咨询能成为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希望与学生建立联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拥有一个支
持系统。所以如果学生有问题，我们是你们可以寻求帮助的最佳人选之一。学生可以问任何事情
的相关问题。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使用不同的资源，帮助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了开始建
立这个联系，学生最好先写下问题并带来给我们。当看到学生带着问题来时，我非常的高兴。如
果您是今晚到场的家长，也请鼓励学生把问题写下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将它们添加到
问题列表中，因为这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我们鼓励学生带着开放的心态来。 准备好讨论你有什
么样的兴趣、你的优势、你的优先选择，或者如果你有想要取得进步的方面或目标。 这些讨论完
全可以是长期的。 我们不仅谈论你现在所学的专业，也谈论未来的长期目标。如果学生想成为一
名教师，比如和 Kristy讨论。 我们想知道，你是否想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你想教初中还是高中？ 
你最终想成为一名教授吗？ 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在我的学院，很多学生想从事医学健康方
面的工作。他们可能想去医学院或者牙科学校，药剂学院，诸如此类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
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有课程要准备，还有其他活动和经历要参与。所以我们对你了解得
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帮助你。 

另一件事是这些新生培训的模块资料，我知道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请完成这些模块内容，以便
你可以尽快与我们开始交谈。等到这些内容都被完成后，顾问才会收到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
们才可以安排会面。我们准备在下周开始与学生会面。所以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网上培训，你
很快就会收到联系，我们也会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完成的话，这些确实是你需要了
解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也会让你更快地与我们取得联系。我知道你可能很想了解更多有关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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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州立大学的信息。今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在很多方面都充满了挑战。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
人可能无法来参观校园。可能本来我们应该提前见面，分享我们项目的信息。但是迟迟没有这个
机会，所以真的，就像你们一样渴望的，我们也希望尽快开始分享这些信息。 

另一件事是，在学术咨询会面期间，鼓励学生选一个不受他人干扰的，可以进行私人谈话的地方。
这是说给今晚的家长和支持人员的。请记住，这些会面是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学会独
立和顺利地接受自己的教育。所以他们是掌舵人。我们希望他们确定这是他们自己的目标，并且
明白他们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 

另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可能你以前没有听过，但你可能已经做过，就是名为 FERPA 的联邦法律。
这是《家庭教育权利保护法》。这意味着您的学生有权力决定我们可以与谁分享他们的学业记录
以及任何关于他们学术生涯的事情。这意味着从他们在 MSU 学习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能与家人
或任何其他人分享有关该学生的任何信息，除非该学生说可以。所以我们也鼓励家长朋友们支持
这一点。让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给他们一些问题，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疑问列表，希望
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学术咨询预约做准备。然后在他们的预约结束后，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深度了解
获取的信息。让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分享他们乐意与您分享的内容。我们鼓励学生们带上问题
清单，然后做笔记，因为我知道作为家长，我们总是喜欢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吗？那那个呢？你
问过他们，然后这是他们的答案吗？我总是这样做。我有两个女儿，我总是问她们，你的老师告
诉过你这个吗？然后我总是需要额外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因此，他们记的笔记越多，对每个人就
会越好，我知道我们都将迎来一个忙碌的夏天，这也是为了你们能掌握全部信息。 

好的，所以现在了解了学位要求，因为我知道我们今晚有很多有不同兴趣的学生，所以在这一方
面我们就不深入讨论了。我不会只讨论自然科学学院方面的事情。我们会尽量讨论适用于所有学
院的学生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有这四个部分，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三个。为了毕业，学生需要至
少 120 个学分才能获得学士学位。有些项目有更多的要求，但最少需要 120 个学分。因此，与学
术顾问合作确定需要多少学分非常重要。例如音乐学院，他们的音乐教育课程的要求超过 120 个
学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150 个。所以你要确保你提前了解好怎么分配这些学分。我们有四
个部分。我提到的大学要求，就是我们所说的通用教育。诸如新生写作、数学、一些社会学科、
一些艺术和人文学科以及一些基础科学课程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学院的要求。这些因学院而
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一样。我的学院要求微积分；艺术和文学学院要求语言课程。所以这一部
分因学院和专业而异。这占了一大部分，对吧？这是你在决定专业时所需要想到的将来要学习的
课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正如你在我的饼状图上看到的那样，非常小，抱歉如果您
看不清楚，但这一部分占了 15% - 60% 之间。 15%真的很低。绝大多数是 120 个学分中有 60% 是
专业相关的学分要求。 

我还没有谈到的最后一个部分是选修课程要求。选修课的要求有很多不同，这也就是选修课的美
妙之处。学生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上一些有趣但是没有机会上的课程。再次回到我之前提到的
化学专业的学生的例子，他们可能会说，其实我之前一直参加了学校的乐团。我不想在大学里错
失这些。我想去参加仪仗队。那好，游行乐队实际上是他们可以获得的学分，这些学分将被算作
选修学分。这些选修学分可以被算到辅修里面、或者第二专业、第二学位，通过使用这些选修空
间学生可以丰富个人经历和兴趣。所以，选修课部分是课程选择的变量，取决于专业要求是否占 
120 学分要求的 60%。然后我们还有 30% 属于大学要求和学院要求。这加起来达到了 90%。这意



 6 

味着可以选择的选修学分还剩下 30%。这取决于个人专业，还剩多少学分的空间，但通常很容易
调整选修课程，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独特的个人体验。当我谈到独特的个人经历时，密歇根
州立大学拥有超过 14 所授予本科学位的学院。这 14个学院里有超过 200多个专业。有很多专业，
有很多选择。学生可以获得很多非常酷的体验。很棒，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另一件事是有时学生会想，哇，这压力太大了。我们真的鼓励学生与学术顾问会面。正如这里所
说，身份为专业待定的学生需要在大三之前选择一个授予学位的专业。所以我想确保学生们都了
解到了。很多学生来找我们然后发现不知道选什么专业，或者有的学生，正如我之前所说，进来
然后改变主意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我们需要非常密切的合作，帮助学生了解这 200 个专业是
什么，以后可以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确保学生真的找到了令他们快乐并获得学位
的最佳途径。好的，我们的展示差不多要结束了。我知道在聊天框里有很多问题。我的同事们很
好地回答了一部分问题。我们也会在线回答一些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回顾几个注意事项和资源，
以便您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如果学生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他们需要发送最终的成绩单给我们。
这可能是高中的最终成绩单，也可能是正在上课的大学的成绩单，也可能是社区大学或其他四年
制大学的成绩单。也许他们是双重注册的学生。把这些发送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最后
的证明，确保一切都完成了，学生也都准备好了。学生还需要再次确认他们是否已经把 
AP/CLEP/IB - 任何其他类型的预修课程的成绩发送给了 MSU。很多时候学生以为他们已经发送了
所有东西，但也许他们在高中二、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 AP 考试。所以当他们把大四的成绩寄出
去的时候，他们认为都一起发送好了，但其实没有注册好。所以和学术顾问一起，我们可以检查
并确保学生把所有东西都发送到MSU了。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请登录到你的认证机构。例
如，AP课程是 college board负责发送的。所以登录以后，你可以检查他们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寄出
去了。寄到什么地方了？总之请确保这些资料都发送好了。 

在新生培训咨询预约后，所有学生均可注册课程。然后系统将是持续开放的。在秋季学期开始之
前都不会关闭。在初次咨询以后，如果学生需要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他们都需要联系学术顾问。
当他们和学术顾问预约会面时，他们会获得顾问的联系方式。因此，学生可以直接发一封简单的
电子邮件，说嘿，我考虑改一下这个，你觉得呢？真的，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想确保学
生在正确的轨道上。校园里有些课程是不适合某些专业的。回到克里斯蒂的教育专业的例子，他
们需要修 ISP 和 ISB 课程。这些是综合研究以及生物和物理科学。但是在自然科学学院的学生是不
需要上这些课程的，因为为了满足数学的课程要求，他们将学习更全面的化学、物理、微积分课
程。因此，我们希望确保自然科学学院的学生不会错选 ISP、ISB的课程。另一方面，克里斯蒂的
教育学院的学生可能不一定需要化学或微积分。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上正确，适用的课程。所以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然而，一些小的更改，比如你在大一写作的一个小组，你想换到另一个小
组，因为你时间不合适或者你的朋友在另一个小组。这些都是开放的，完全没问题。学生可以做
到。我们只是想与学生商量并确保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一个是学生需要定期检查他们的 MSU 电子邮件。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强烈建议学生这样做。
学生与迎新部门、学术顾问和学院的沟通，还有住宿和经济援助的一些信息，都是通过MSU 电子
邮件传达。如果你不定期检查它，你就会落后。而且很容易错过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可能会失去
获得奖学金的绝佳机会。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希望你获得这些信息。因此，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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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你的邮箱。我知道你一直在使用你的个人电子邮件。MSU 也有将内容发送到您的个人电子邮件。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们将只使用MSU的电子邮箱。因此，定期检查真的非
常重要。我们说暑假的时候每天检查一次，可能从秋季学期开始，你将需要每天检查多次。当然，
我们希望确保在今年暑期之后，你准备好了与你的学术顾问会面。我们说定期会面，指的是至少
每年一次，但我希望看到你和你的顾问多次会面。请不要等到最后一刻，要不然你会觉得不知所
措和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进来和我们谈谈。了解一下你可能需要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年的经
验，可以帮助学生加入到学生组织或找到课程辅导或者其他的事情。我们想提供支持。我们希望
尽早为你提供帮助，我们会尽可能多地与你联系，不要害怕，与我们联系并定期与我们会面。 

好的。我还想补充一件事。我现在停止分享我的屏幕。我还想补充一件事。如果学生还没有检查
他们是否需要参加数学分级考试，他们需要这样做了。我们建议你尽快弄清楚这一点。下周我们
将举行一场称为预注册的活动。那实际上是我们接受学生目前决定的专业，并早点开始注册课程
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只能上这些课。它的意思是这样可以帮你保留一些位子。我们知
道你选择了正确的课程。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反复强调了很多遍。但是对于我的学院的学生来说，
我们将确保每个人都注册正确的数学课。这将引导他们进入微积分课程。无论他们是从微积分开
始还是从代数开始，我们都希望确保他们有合适的课程帮他们作好准备进入到那门课。我们将在
咨询和注册课程方面与学生合作，以确保它适用于学生已经有的任何计划和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预注册会确保你有一个开始的位置，这样与 7 月来的或者 6 月来的学生没有冲突。每个学生都有
公平的机会注册他们的专业课程。所以想让你们知道，这个活动将于下周开始。因此，数学分级
考试非常关键，因为它会帮助你找到正确的数学课程。所以请看看，网上有关于数学分班考试的
信息。招生网站上也有很多信息。请确保你填了网上的调查，这个调查可以帮助你决定你是否需
要参加数学分班考试。所以请去网站上看看。好的。现在说了很多。我知道 Kristy 在后台做了很
多工作，我现在看到她和我一起出现在屏幕上。 Kristy，我们在后台有什么消息？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是的。其实你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有关于分级考试的问题以及预修课程成绩和转学学分。希望
你能在线回答这些问题。他们还需要参加分级考试吗？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当然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绝对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们确实经常听到这个问题。所以
让我从分级考试开始吧，分级考试是没有害处的。主要问题是它可以帮助到你吗？对于那些有转
学分和预科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肯定是有用的，这对你的数学成绩来说会有帮助，但这取决于
这些学分和成绩是如何转进来的。是如何加上这些学分的。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部分是我们的系
统里还没有你的最终成绩单或你的 AP 分数。如果你今年考了预科微积分，我们要到 7 月底才能拿
到这些成绩。所以今年会比较晚。如果我们在下周进行预注册时没有这些成绩，系统将假设你的
数学水平处于最低水平。对于有些专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可能仍然可以继续修课。
但像 STEM 领域，自然科学，我的学院。教育学院、护理学院、农学院，以及 Kristy的学院的运动
机能系的一些情况，当他们进行预注册时，因为它是一台计算机，只能看到它现有的数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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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出学生处于最低级别的假设。它没有像我们作为顾问那样的辨别能力。它会自动将最低的
数学成绩录入系统，这可能会限制学生注册高级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等许多课程。所以我们
鼓励学生仔细了解。如果他们的成绩去年已经发送给我们了，或者其他机构的成绩单已经确认发
送到 MSU，那么你可以在你的学生账户中查看到这些学分是否已经转入成功。如果我们已经有了
的话，那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你不需要参加分级考试。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些成绩的话，
因为我们下周就要进行预注册，我建议学生确定你的 ACT/SAT 分数是否足以免除分级考试。如果
现在有机会考的话就考，没有害处。这对你是有利的。克里斯蒂，还有其他比较常见的问题吗？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这些是最常见的问题。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好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预先提交的问题列表。我可以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那当然好了。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好的。我看到有几个关于更改专业的问题。再说一次，我知道我之前提到过，现在进行专业更改
的机会是在 NSO 要求的 D2L 网上培训的结尾，在正式咨询和注册课程之前。好的，所以如果你正
在考虑进行专业更改，那么你将在网络培训模块的最后，通过该培训执行此操作。在那里可以进
行专业更改。然后，你可以等到咨询和注册之后。那将是正式的专业更改。如果你正在考虑专业
更改，我强烈建议你，就算有了正确的学术顾问，进行咨询和注册的时候，向他们提起你对另一
个专业感兴趣。我们非常非常乐意和学生一起合作。我们顾问之间经常互相交谈。我们也许能够
让你进入你需要的许多课程里面。我曾经有很多次联系 Kristy 说我有一个学生对运动机能系感兴
趣，问她能否帮他们注册合适的课程。所以我们合作非常紧密。即使你可能当时无法立即更改，
我们也可以与你合作，给你指出正确的方向，以便你准备好学习正确的课程，也知道联系正确的
人。这可能在夏天是一件令人压力很大的事情。请不要让它给你带来压力。我们是来帮忙的。我
们会保持灵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你合作。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另一个预先提交的问题是，类似的课程是否在一天和一周内均匀分布？或者类似的课程是否倾向
于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日期提供？天哪，我们在 MSU 有好多课程。如此多的课程，这些课程全天、
每天、周一到周五都有。在我的学院里，实验室从早上 8 点开始，一直开到晚上 10 点。所以我们
一直有在上的课程。学术顾问将帮助你做好计划。你将有机会在注册期间查看不同的时间段，看
看哪些时间段适合你。我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我喜欢早上八点钟的会议。我上大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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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喜欢早上八点钟的课。我知道我有点奇怪。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学生需要选
择最适合他们学习风格的方法和时间。当然有的时候学生必须进行调整，尤其是在早期。得看看
哪些课是开放的。肯定是有办法的。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就不会在前一天晚上上课上到
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起超级早。给自己一些时间，空间来获得你所需要的休息，还有你所需
要的学习时间。这也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给学生建议的时候，会确保他们在课间留出足够的通行
时间。因为我印象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中像 MSU 那么大，有这么多的建筑物，而且建筑物之间
隔得那么远。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地图都根据不同地点之间的步行距离评估了所需时间。到时候会
有同心圆的地图显示说这是步行五分钟，这是步行十分钟，这是步行二十分钟以内的。所以我们
与学生密切合作，以确保他们制定的时间表不仅是他们可以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也是实际可行的。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海蒂，还有几个关于 FERPA 知情同意书的问题。一是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另一个是他们提交到
哪里？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当然，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FERPA知情同意书会因不同的办公室而不同。不是说你签署了 
FERPA知情同意书，然后你就可以访问所有内容。比如有一个财政援助的知情同意书，这需要和
财政援助办公室签署。你可以通过学生账户网站或通过财政援助办公室来弄，或者在网上完成。
学生也可以直接授予学生账户的访问权限，这样家长就可以查看个人信息，以及其他不同的内容。
关于学术咨询，我们会让你填写一份不同的同意书。我们使用的同意书位于注册办公室的网站上。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reg.msu.edu。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 FERPA release。所以输入 FERPA，然
后是 release (同意书) 这个词。然后就有结果。像经济援助相关的，或者访问学生账户的，都可以
在线完成。但除此之外，当你参与学术咨询会面或与其他校职员工会面等情况时，如果你想签署 
FERPA同意书，可以直接询问他们。说我可以拿一份 FERPA 知情同意书吗？这样你知道如何开启
一条沟通的渠道。不过，关于 FERPA我确实想强调一点，请务必让学生们自己做决定，希望您可
以给他们一些投资自己的教育的空间，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计划的主导人，而且是为了
他们自己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美好的经历。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准备好去采取下一步行动，无论是
实习还是毕业后进入他们的职业领域，对他们来说，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主动性和有自己做决定的
权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这里还有一些关于新生网上培训模块的问题，这些培训是否是针对特定专业的，以及是不是只需
要完成这些网上培训就可以和学术顾问进行会面。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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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培训有很多不同的组成部分。有一部分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成为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员。获取有关成为斯巴达家族一员的信息。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个
性化的信息。克里斯蒂、我自己、还有后台的黛布拉，我们帮助设计了针对于特定学院和专业的
培训内容。事实上，我们还设计了针对许多不同事物的特定培训。例如，如果你有兴趣进入到医
学领域，网上有一个关于进入医学领域的训练板块。我记得还有一个关于商业的模块。它不仅谈
到了商学院，还谈到了与商业相关的社会科学、农业、自然资源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所以我
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是通用的，不仅仅是关于学院的，还有关于特定专业和
未来职业规划的。所以是一些很好的信息。你现在有机会了解，等到暑假晚些时候你仍然可以访
问它们。据我所知甚至到秋季，你依然拥有一部分访问权限。这将是一个获取信息、帮助自己做
准备、以及获得联系信息的绝佳的地方。这些模块中还有各种链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等你开
始探索校园的时候，你会猛然发现，“哦，原来他们说的是这个。我在哪里可以再次找到这些资
源呢？” 那时你就可以回到这些训练模块。 

问题的另一半是，这就是预约学术顾问之前所需要做的全部吗？对于很多学院来说，当你完成这
些训练模块以后，你的名字会被列入到名单中。然后名单会被转给学术顾问。他们可能会很快决
定说，是时候进行学术咨询预约了。但在预约之前，你们有一项作业。是的，你才刚到密歇根州
立大学，我们就已经在给你布置作业了。这是一个让学术顾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你的目标的方式。
这样学术顾问可以更好地了解你，并在你进来见我们之前就开始制定适合你的计划。我知道在我
们自然科学学院，我们会询问学生们的长期目标，因为你可能是学生理学专业的，但以后想去牙
科学校。仅仅通过生理学专业的标签，我并不知道这项信息。但是在这项作业中，我们会提出非
常具体的问题。或者你可能参加了一个特定的项目。例如你可能是德鲁科学学者项目或荣誉学院
的一员，或者你是一名大学运动员。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我们希望确保帮助学生平衡好，进
入正确的课程，也确保这些运动员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每天的训练。所以我们会要求你做这些事
情。我知道这听起来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对于我们开始建立联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并且可
以确保你的计划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在那里，你将获得如何预约顾问的指示。可能他们说，去这
个网站预约一个时间。或者他们可能会说，你的预约是这个日期，这个时间。如果那个日期和时
间和你的计划冲突了，你也可以和顾问进行交流。你可以给他们回信说，我的家人那天刚好在度
假，或者我那天要上班，我们可以改一个时间吗？顾问会尽可能灵活地配合你的时间。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还有几个关于转学分和转成绩单的问题。有些人在暑假上课。这种情况怎么办？到时候会不会太
晚了？这之类的问题。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当然了。转学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也准备好为学生提供帮助。如果有疑问的话，请联系你
的学术顾问，他们会为你提供正确的信息。所以如果你不记得今晚我和 Kristy 在这里的分享的任
何内容，请记住，有问题，找你的学术顾问，因为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找到解决方法。一般来说，
转学分的事情就是，一旦课程结束，我们需要官方机构发送正式成绩单到MSU。所以问问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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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的学校，让他们把成绩单发送给 MSU。即使在你被录取后，收件地址也是招生办公室。所有
的成绩单都是通过招生办公室处理的。他们会处理并且将这些学分加到学生的记录中。如果你今
年暑假还在上课，也不算太晚，比如说当你与学术顾问会面时，告诉他们，“我在McComb社区
学院上了数学 130”。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会确保你不会在秋季修同样的课程，提前做
好准备。我们将为你提供所谓的 overrides。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跳过这些限制，因为我们知道你已
经上过这些课程了。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网站。它是 transfer.msu.edu。这
是我们学术顾问经常查看的网站，看如何把一门课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例如，我记得兰
辛社区学院的 CH 151会转成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CEM 141。非常接近，但不完全相同。我们确实需
要这些信息。那个网站上列出的所有课程是已经被我们部门和教职员工评估过的课程，它们在某
种程度上是相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通过了另一所学校的这门课程，那么当你来密歇根州立大
学修下一个级别的课程时是没有问题的，你已经学到了所需要的内容。学术顾问将帮助你完成所
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将确保学生明白学分是如何覆盖的，无论你已经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还是
刚刚成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我们收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关于我们学校的通用教育课
程和其他学校通用教育课程的区别。我们会与学生一对一地会面，确保学生理解他们所修的学分
将如何满足他们的学位要求，具体是满足了大学的要求，学院的要求， 专业的要求，还是只能算
作普通的选修课。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你还有其它提前提交的问题吗？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有的。有一个很好的问题，说我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会如何转到 MSU，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步骤？事实上 IEP是不会直接转到 MSU的。我们学校里有一
个办公室叫做残疾人资源中心（RCPD）。RCPD的网站是 rcpd.msu.edu。如果你现在的学生正在使
用 IEP，我建议您尽快帮他们和 RCPD注册。这意味着你需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的网站 
rcpd.msu.edu 上有一个表，你需要填写这个表。然后他们办公室的某位专业员工会和你联系，开
始一些文件工作。是的，学生也需要填写一些文件。然后我们会给学生一个叫 VISA的东西。这个
VISA是学生有控制权的一份证明书。这是 RCPD提供给学生的证明。学生可以选择如何以及何时
与他们的教授分享这份证明。与 IEP 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的所有老师都知道 IEP，会有 IEP。他
们预先会获得这些信息。但是有 VISA的学生有控制权，他们可以决定把信息和谁分享。这个证明
并不会以任何方式表明为什么学生持有这个文件，或者他们的残疾是什么。这个文件只是表明他
们需要的额外支持和条件是什么。比如学生是不是需要一个安静的考试地点？他们是否需要更多
的考试时间？他们是否需要延长作业的最后期限？所以的这些信息都在那里。我们确实鼓励学生
在学期开始时将这些内容提交给他们的教授，但许多学生会等到期中，但是需要确保给他们的教
授足够的时间做出调整。通常情况下如果学生需要额外的考试时间的话，他们至少会在考试前一
到两周告知教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资源。建议大家去看看。就算你认为你暂时不需要
它，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春假期间你去了 Aspen，然后摔断了腿，在课间不能很方便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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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RCPD 也可以帮助解决这些短期内行动不便的问题，他们会帮助学生正常上课。所以它是校
园里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他们在学生的学术生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让我看看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到的。克里斯蒂，你有什么给我的问题吗？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我这里确实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学生和顾问的比例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其实这真的取决于专业。这个范围挺广的。在我的学院里，有一些专业基本
上是 1:200的比例。还有一些在 1: 900 或 1000的比例范围内。我们顾问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我们尽最大努力和每个学生一对一会面。如果学生在寻求帮助，完全可以联系到我们，也可以成
功预约。我们尽可能地支持学生。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我们在新生培训后是没有强制性咨
询的。学生在新生培训时确实被要求和我们会面，这是唯一一项强制性咨询预约。在那之后，这
真的取决于学生。我们会与学生联系。我们会向他们发送电子邮件，但我们不会强制性地要求他
们必须和顾问进行预约。所以是的，我们建议你们不要因为这些比率而被吓到，我知道其中一些
比例确实有点高。但无论比例是多少，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学生。 

我再次看看我的问题清单，看我是否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哦，这里有一个好问题。问的是课与课
之间的距离，也问了关于公交车。在校园里，我们有 CATA 巴士，也就是首都地区交通管理局的
巴士，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CATA 巴士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学生可以免费乘坐校园内任何路
线的巴士。但如果他们离开校园，坐公交车是要收费的，但校园内的任何路线都是免费的。CATA 
的网站上有所有的公交车时间、公交站点、不同路线、地图以及其他内容，是非常好的资源。所
以我建议学生们去他们的网站上看看。特别是知道你的宿舍地址以后，比如，我住在北区，但我
在南区上课，那应该坐哪条路线的巴士才能到达那里？有哪些路线，有哪些站点？因此，查看 
CATA网站会非常非常有帮助。好的，克里斯蒂，我们还有什么最后的问题吗？ 

 

Kristy Dumont (克里斯蒂·杜蒙)： 

我觉得我们覆盖的差不多了。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好的。哦，还有最后一件事情，然后再请劳芮帮我们总结一下。有一个转学生问了一个问题，他
说他更倾向于秋季只修网课。秋季我们将会提供很多网课。但也会有很多的混合网课。这可能意
味着你每周需要来校园一次，然后剩下的课程可以在线完成。很重要的是你向学术顾问提出这一
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在线完成整个学位并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标准，确实有几个学位可以在线完成，但大多数课程是实体课和网课的结合。所以你和你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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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越多，就可以做出更好的计划。好的。现在我将请劳芮再最后帮忙强调几个注意事项。但感
谢大家提出的所有的精彩问题和谢谢大家今晚的宝贵时间。 

 

Laurin Gierman（劳芮·吉尔曼）: 

海蒂，也非常感谢你，给了我们非常有用的信息。也谢谢所有提交问题的人。谢谢你们。我们回
答了 114 个问题，还有 51 个问题没有回答到。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回答了。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我最后分享一下我的屏幕。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接下来的会议安排。对于今晚参加我们会议的学
生，我们也为你准备了赠品。扫这个二维码，你可以看到一个表，你可以在表中输入你的MSU 邮
箱地址。每个学生只能填一个MSU电子邮箱，填完以后你就有机会赢得奖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的话，这个二维码只在接下来的 16 分钟内开放，请立即填写。下周我们将重复本周的网络研讨会。
所以在周二，我们的学术顾问们会再次回来做展示。周三，我们会重复住宿和餐饮的部分。然后
在接下来的周末，5号 6号，我们有同样的研讨会。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回到这里。我们也一直在
录制会议，在您找到今晚会议的链接的同一网页上可以找到我们录制的视频。不过请给我们一些
时间。我们确实需要将视频翻译成几种不同的语言，以确保我们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可以访问这
些内容。所以请给我们一到两周的时间来准备这些信息。 

此外，我们鼓励学生在网络研讨会之后向MSU在读学生提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不是某些方面的专
家，但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说可能需要注意的建筑物，或者从 Brody到McDonel需
要多长时间？如果步行的话会花很长时间！你可以把这些问题放到 Zoom的聊天框里面。我们的
学生正在等待。这个链接可以在你 5 月 17 日收到的时事新闻的邮件中找到。上周五你应该收到了
一份时事新闻，里面有一个通向聊天框的链接。希望你们今晚能够加入他们。再次感谢大家。非
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海蒂和克里斯蒂，非常感谢。还有那些和我一起打字回答问题的人，感
谢你们。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Go Green!  

 

Heidi Purdy (海蒂·珀迪): 

劳芮，问答框里面有听众提到他们的二维码无法使用。 

 

Laurin Gierman（劳芮·吉尔曼）: 

总有一些技术问题。让我看看能不能快速找到那个网页。谢谢 Heidi提出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
打开我的问答框。差不多好了。稍等。好的。现在请试试吧，应该可以了。试一试。有人可以在 
问答框中反馈一下，让我们知道是否可以使用。很棒。抱歉久等了。我再多等几分钟。让那些想
扫码的人有机会。我会在聊天框中发布一些内容。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迎新团队周一至周五的
上午 8点至晚上 8 点会举办 Zoom 援助室。所以学生们，当你注册课程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
者有什么地方卡住了，请进入我们的 Zoom 的房间，我们有学生在那里提供帮助，他们很乐意帮
你解决你遇到的任何困难，或者你对建筑物有问题之类的都可以询问。我刚刚发布了。看起来我
只把它发送给了一个人。今晚有很多技术问题呀。现在你应该有那个 Zoom 链接了。好的。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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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很开心能和你们共度。我期待在未来的网络研讨会中见到你。无论是这些主题还是其他主
题，我们总共有 12 个主题。所以，请继续回来参加。我们会提供很多信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
的夜晚。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