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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立大学 2021年新生指南家长说明会 

住宿与餐饮登记注册 

2021年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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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Holmes Hall 社区主任 

   部门官网：https://liveon.msu.edu/reshall/holmes  

   电子邮件：grayjac4@msu.edu  

    Leah Ball (莉亚·鲍尔):  

    餐饮部门交流经理 

    部门官网：https://eatatstate.msu.edu/  

    电子邮件：leahball@msu.edu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住宿教育与住房服务外联副主任 

    部门官网：https://rhs.msu.edu/  

    电子邮件：brewerre@msu.edu  

说明会内容概览： 

• 密西根州立大学住宿部门简介 
• 两年住宿要求 
• 宿舍房间的选择（双人间，四人间等） 
• 三种学生套餐计划 
• 饮食健康和安全 
• 宿舍登记注册流程 
• 秋季工作机会 
•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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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n Gierman （劳芮·吉尔曼）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迎新网络研讨会。我叫 Laurin Gierman，我使用代词“她”。你现在应该能
看到我分享的屏幕。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从事新生入学指导工作。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已经工作
了 20 多年了。我还有一个儿子刚刚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完第二年。真的很高兴今晚你能加入我们
关于住宿和餐饮登记注册的会议。 

几个注意事项。首先本次会议将被录制，然后被转录和翻译后会立即发布在网上。请给我们一到
两周的时间来完成翻译。我们将翻译成西班牙语和简体中文，以便尽可能多的家长和学生可以访
问到这些信息。我们还通过 Zoom 提供实时字幕，所以如果您需要该功能，可以把它打开。请使
用问答通道提交问题。在本次网络研讨会的后台有一个团队，他们会帮忙尽快地回答这些问题。
上周我们开这个会议时，有将近 500 个问题，但显然我们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回答了大约 
200 个，所以请耐心等待。为了避免 Zoom被霸屏，您将只能看到已经回答过的问题。聊天框是
不能使用的。我们今晚会向您发送一些包含链接的聊天消息。但是请使用问答通道，看看其他人
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您以网络会议的方式加入我们的研讨会。这些网络研讨会是帮
助学生成功过渡到 MSU 的关键。因此，请确保查看网络研讨会的时间表，并使用网络研讨会页面
上的问题提交链接，提前提交关于接下来的网络研讨会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带大家认识、尊重和
肯定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持续关系。好的，稍等。 

感谢您今晚加入我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我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论关于住
宿和餐饮注册的相关流程。我也很高兴从事住宿服务的伙伴们可以加入我们。好的，请开始吧。
谢谢。 

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我的名字是 Jacquez Gray，我使用代词“他”，“他的”。我目前是密西
根州立大学 Holmes Hall 的社区主任。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这里，我有幸可以回答一些关于校园住
宿的问题。今天和我一起的有几个同事，等一下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但在那之前，大约 5、
4、3、2、1秒后，你的屏幕上会有一个投票出现。应该很快就能看到。如果大家可以参与投票的
话，就太棒了。现在请我的同事自我介绍一下。利亚，请。 

Leah Ball (莉亚·鲍尔): 

谢谢大家。我叫莉亚·鲍尔。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餐饮部门工作，所以今晚我将分享有关餐饮的
信息，并回答关于该主题的问题。无论是今晚看现场直播的还是之后观看录播的观众，都感谢大
家能加入我们。现在，请贝基自我介绍一下。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大家好。我叫贝基布鲁尔。我是住宿教育和住房服务的外联副主任。我使用代词“她”“她
的”。感谢大家加入我们。 

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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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Live On 和 Eat At State 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住宿和餐饮品牌。我们将
讨论与MSU宿舍的相关事项，以帮助您准备 2021 年秋季宿舍的注册。那么首先，什么是 Live 
On？Live On 团队包含几个部分，学生住在校园期间将与这些不同的办公室进行互动。比如，如果
您的学生在使用“我的住房“账号时需要帮助，或者如果他们对一般的校内住房选择有疑问，可
以联系住房分配办公室。我们的内部员工，包括我们的住宿教育、设施维护团队，将会时刻准备
着为学生提供支持。他们会为学生提供发展机会和有关学生宿舍系统的世界一流服务，以促进其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学业成功。住宿大厅的服务中心是您的一站式服务站点。入住，退房，领取
邮件，取备用钥匙，拿门禁卡，取换洗床单，借吸尘器，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服务中心都能够
为您提供帮助。稍后您会听到餐饮服务团队的介绍，他们会为学生提供很好的美食体验。餐饮服
务部门专注于健康的食物选择和可持续性的食物处理方式，同时也促进社区发展。 

那么当你住在校园里时，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我们的住宿教育团队会从不同的方面来
帮助住校学生。我们有常驻的宿舍管理的专业人员，保持宿舍的安全，并支持社区和帮助学生的
学习和个人成长。宿舍管理员和跨文化助理们是本科生，他们在沟通和冲突解决方面有接受过培
训。他们可以帮助学生过渡到大学，并帮助他们了解周围的环境。这些资源在学生住校期间发挥
着关键作用。是的，你没听错！我说的是好几年。从 2021 年秋季进入 MSU 的学生开始，校内住
宿要求将延长至两年。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更多相关信息，网址是 liveon.msu.edu/second-
year。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支持性的环境和相关活动，确保每个被 MSU 录取的学生都在能学到知识
的前提下成长和顺利毕业，并且希望学生能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且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通
过两年住校的要求，并将其与有战略的规划相结合，MSU 相信这个政策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毕
业。 

那么这对一年级新生有什么影响呢？让我来慢慢告诉你。嗯，对于新生来说，一年级的学生在进
入校园的前六周不会承受寻找校外住宿的压力。当然也有例外。任何认为自己符合条件的学生都
可以向 MSU 学生生活部门提交豁免请求。此外，校园政策实施团队正在制定集体住宿的批准标
准，供二年级的学生选择。新的进展会在这学期内与大家分享。我们引以为豪的项目之一是我们
的 Spartan Compass 项目。 Spartan Compass 为还没有住在生活学习社区的一年级学生提供包容性
环境，并帮助他们成功过渡到 Spartan社区。 Spartan Compass 也会举办满足一年级学生需求的活
动。受过专业培训的宿管和相关支持人员会一起促进学生与校园社区的联系，并提供额外的资源
和机会来巩固 Spartan 取得成功所需的基础。 

学生在第二年也面临挑战和压力，这些挑战包括社交变化，适应学业生活，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成
长机会。住校两年的要求可以帮助学生们克服这些困难。我们支持学生成功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
一个名为 Hate Has No Home Here 的运动，也是一个誓言。我们的部门将致力于为住在校内的斯巴
达人营造一个多元化、公平、包容和安全的环境。我们致力于通过多元化、公平、包容和正义的
价值观来建立一个促进个人成长、帮助建立联系、助力学业成功的社区。事实上，在 2018 年，住
宿教育部门（RHS） 在 MSU 就开始了 Hate Has No Home Here的运动。这项运动和誓言也是我们
工作的基石，我们希望仇恨远离校园。作为住宿教育和住房服务部门，我们已经反思了我们的基
本使命。我们希望通过培训项目、部门政策、技能培养等不同的机会来展开和推动那些不容易探
讨的话题，为生活在我们社区的所有学生营造一个多元化、包容和安全的环境。同时也推广大学
社区内丰富的资源。如您所知，我们将学生的安全和保障放在首位。所有的宿舍通道全天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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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保护。宿舍房间有窥视孔、烟雾探测器、防火门和灭火系统。所有楼层以及整个校园都有
紧急电话，可作为与 MSU 警察局交流的双向通信系统。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住房选择，以及您在今年秋季搬进宿舍时需要注意什么。大多数新来的学
生住在我们所说的双人间。一个容纳两个学生的房间，很容易理解。所有的宿舍都配备了家具，
水电和无线网络。虽然校园内的大多数房间在风格和布局上都很相似，但浴室的风格可能是共享
的四人套房，也有可能是一层楼公用的那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套房的话呢，首先，我们有
传统套房形式的房间。在这些房间里，四名学生被分在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服务中心会为
学生提供垃圾袋和卫生纸，但是学生们有责任保持他们房间的卫生整洁。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
下社区形式的房间。在社区形式的宿舍中，学生被分成两半，每半边有一个公用的大型浴室。这
些浴室由大学的工作人员清洁和维护。走廊上设有家庭和客用私人卫生间。接下来是我们四人形
式的宿舍，这是最后一个选项。这种形式的宿舍只位于东区的 Akers Hall。这些房间里可以住四名
学生，他们共享一个房间，在房间内设有浴室和客厅。和我们的套房一样，虽然我们的服务中心
为学生提供垃圾袋和卫生纸，学生住户们有责任保持房间的卫生。我们希望学生在这里吃，在这
里住，在这里取得成功。很多斯巴达人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实际上其中许多的活动就在宿舍区内
举行。我们非常开心能够为今年秋季以及以后入学的学生提供服务和支持。现在我们请 Cheryl 来
谈谈密西根州立大学的 Eat At State 餐饮部门。请吧，Cheryl。 

Leah Ball (莉亚·鲍尔): 

谢谢你。其实今晚是由 Leah和大家分享信息。我的同事 Cheryl 也负责这个网络研讨会系列的一些
内容。欢迎大家来到校园，很高兴为大家介绍 Eat At State 的餐饮服务。在整个校园内，您可以找
到不同的住宿和零售餐饮的选择。这包括您关心的用餐地点、即取即用的餐饮形式、还有远程订
购。当选择宿舍的时候，学生也会从三个餐饮套餐中选择一个。有白银、黄金和铂金套餐。所有
这些都包括了无限次地访问所有的食堂。这意味着您可以在我们的营业时间内多次进入任何餐
厅。三个套餐之间的区别在于其中两个套餐选项包含 Spartan Cash（斯巴达现金）和宾客餐券。
这就是黄金和铂金套餐。 Spartan Cash 是提供给 MSU 学生、教职员工的余额帐户。它的工作原理
类似于借记卡，可以通过电话、实体、或者在线将钱存入您的学生账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
果您选择了白银套餐，它不会自动包含 Spartan Cash，但您仍然可以把 Spartan Cash添加到学生卡
里。您还可以随时在线查看您的余额，了解账户里还剩多少钱。斯巴达现金可以在校园和附近的 
100 多个地点使用。我们的网站上有这些地点的列表。 

我们每个校区内都有训练有素的厨师团队制作菜单和准备食物。他们也会监督食品安全，在整个
准备过程中保持最高的服务水准。不同的校区有不同的菜单，而且一直在变化，所以学生们不用
担心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食物。我们致力于为有饮食限制和不同宗教习惯的人提供服务。也希望帮
助学生做出更健康的食物选择。在每个餐厅内，都有一名厨师准备和制作菜单并监督食品质量。
我们还有一名注册营养师，帮助那些可能有饮食限制的人。我们的厨师和营养师为学生们服务，
确保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的团队在提供营养和避免过敏源方面非常自信。我们的营养师 Kelsey 
Patterson 可以和学生一对一地会谈咨询，也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我们还有许多其他资源可确保学
生的用餐安全。我们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残疾人资源中心以及我们的住宿团队都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我们有超过 900 名员工受过关于饮食过敏的培训。因此，您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为有
不同饮食要求的学生提供服务。我们在所有用餐地点都提供了便利，例如我们所有菜单都会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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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源，学生也可以通过名为 MSUtrition 的网站在线查看所有食物的成分，你还可以在该网页上
搜索筛除特定的过敏源。另外，每个餐厅都有一个专门储存可能导致过敏食物的区域。我们的餐
厅有很多选择，但 Thrive 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它是经过认证，不含 8 大过敏源，包括麸质
的区域。这个宝藏区域已成为寻求安全用餐空间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热门选择。如果您有特定需
求，我们建议您直接与我们联系沟通。最好的方法是联系我们的营养师。在我讲完之后，我会在
聊天框中输入一些链接供大家查看。我们很乐意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关于三个套餐选项还有一些事情。每个套餐包括每周 12 次的小套餐。这个我们通常叫做 
cx。学生可以在我们校园内的任何零售点获得这些小套餐，包括 Sparty's 市场、星巴克、Panda 
Express、Biggby  Coffee和 Panera Bread 等等。因为这个小套餐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所以广受欢
迎。举个例子，小套餐可能是 Sparty's Market 的一碗谷物、酸奶或者瓶装饮料。或者，如果学生
想去星巴克，他们可以从菜单中获得任何与烘焙食品搭配的手工制作的大杯饮料。接下来请贝基
给大家讲讲。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我。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非常感谢利亚。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非常兴奋，因为今年把 Panda Express也添加到小套餐的选项里
面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橙汁鸡了。套餐里真的有很多很多选择。我的部分呢，包含了几个不
同的内容。也很高兴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这些内容。这一系列网络研讨会的重点实际上是本月的宿
舍登记注册过程。我想说的是，今年的流程会和以前的不太一样。如果你认识一个高年级的学
生，他可能已经完成了 MSU 住房选择。或者你对住房选择以前的流程有一些了解，那么今年会稍
有不同。今年学生将获得指定的 24 小时的时间。如果学生想选择他们的宿舍，必须在指定的 24 
小时之内完成。没有选择宿舍的学生将在 2021 年秋季被随机分配一个房间。所以请确保您知道您
的选择时间，并且在那段时间内进入系统选择您心仪的宿舍。关于学生的 24 小时窗口的信息已经
在他们的“我的住房”（My Housing）账户中。我们已经完成了该流程的第 一 步。5 月下旬的时
候，我们从 Live On 向学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的选择时间、如何获得 24 小时窗口的
访问权限，以及如何登录他们的 “我的住房“账户。为了使整个过程对所有学生尽可能公平，时
间段是随机分配给所有新学生的，空房间也均匀分布在各个时间段。所以，第一步是进入“我的
住房”帐户，选择方便的时间。 LLC生活学习社区 (Living Learning Community) 的学生会在 6 月 7 
日或 6 月 9 日那天注册，我们稍后将更多地讨论 LLC 及其运作方式。一般的学生会在 6月 14日至
6月 20日期间进行选择，有周一、周三或周五的三个报名时间，不好意思，是 6月 30日。重申
一下，时间段是随机分配给所有新学生的，空房间也将均匀分布在这些时间段中。所以在你的 24 
小时的选择窗口，你可以选择任何空的房间。任何您看到的空房间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很多人关于选室友有很多问题，我们会详细介绍。如果你想选择室友的话，可以将他们的
信息输入到系统里，然后系统会向你和你的室友显示可供选择的房间。如果你选择没有室友，系
统为你显示开放的单间。如果您没有在指定期间选择房间，或者您没有被其他人作为室友拉进系
统，您将会被 MSU 住房部门随机分配一个房间。选完房间后，你会收到一封确认的电子邮件。然
后你室友的信息（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将在 7 月发送给你，你会在入住那天与你的
室友见面。 他们的个人信息在此之前不会被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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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RCPD 的住宿，RCPD就是残疾人资源中心。这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个重要
的办公室，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学业和住宿方面。如果您有特殊的住宿需求，您需要在残
疾人资源中心注册。这里有该网站的链接。有些学生可能会说，我没有残疾，但比如今年夏天你
的手臂受伤了，他们也可以帮助有临时需要的人。残疾人资源中心可以为所有学生提供帮助，无
论是有短期需求还是长期需求的人。我们还想谈谈性别包容类住房。我们很高兴可以为我们的新
生和返校学生提供包容性别的住房。意思就是有不同性别身份和表达的学生可以选择相应的住
房，学生可以选择住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性别包容类住房是分布在整个宿舍楼中的。但在 
Wonders 和 McDonel 大楼，有性别包容房间集中的地方。 Wonders 和 McDonel 宿舍将为性别包容
类房间的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人员配备和支持。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进行一个现场投票。希望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回答。我们想更深入地带大家
了解生活学习社区。每个生活学习社区都有不同的指导方针，关于“有哪些学生可以住在生活学
习社区”以及“是否可以有不属于生活学习社区的室友”都有自己的规定。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
话，可能会想说，我是生活学习社区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很多学
生都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您正在观看直播的话，LLC 的学生大约三个小时前收到了一封
来自 LLC的电子邮件。因此，如果您正在观看此视频，只需要搜索一下今天的日期，也就是 6 月 
2 日。是今天早些时候发的，LLC 的所有学生都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下。但是
每个生活学习社区在室友方面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因此，您需要访问具体的规定，链接在这里。
如果您不想成为 LLC 的一员，就需要在注册前直接联系你的相关专业。现在我们分享一下投票结
果。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常见的 LLC 提供商。看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 LLC的一员。有些人知
道他们不是，还有些人不确定他们的学术专业或他们自己是否是 LLC 的一部分。 

接下里呢，我想谈谈新学生的住宿环境。新学生将遍布整个校园。 MSU有五个校区。这是我们作
为斯巴达人的一部分。所以五个不同的校区，每个校区都有相同的设施和服务。但是新学生将遍
布所有社区。我真的建议您在考虑住房的第一选择时，了解一下所有校区，考虑一些备用选择。
因为如果您的第一选择不成功的话，您还有 24 小时的时间窗口来进行选择。也可以和有兴趣的室
友谈一谈备用选择是什么。另外，我们保留了哈伯德（Hubbard）大厅的一边大楼作为明年的隔
离住房，但是哈伯德大楼的另一边可供新生注册使用。之前 Jacquez 谈到了一些宿舍楼是社区形
式的，有些是套房形式的。有趣的是，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河流以北的都是社区风格的，河流以
南的都是套房风格的。所以哈伯德是一个套房风格的宿舍楼。当您进入 24 小时注册窗口时，您可
能会看到哈伯德开放的房间。 

我知道学生们有很多关于室友的问题。因此今年 MSU和“我的大学室友“（My College Roomie ）
合作，为即将到来的 Spartans 提供室友匹配服务。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通过“我的大学室
友”网站结识了一些学生。它是专为 MSU 学生量身定制的，并且免费提供给学生。我们有另一个
现场投票。我的同事会为我们发布。 希望大家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目前在室友
方面的安排。在大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解释一下怎么设置室友代号，以便拉入朋友或被
您的朋友拉入室友系统。你需要一个室友代号、他们的电子邮件和他们的套餐选择。我再重复一
遍，你需要三样东西。你需要室友代号，他们的 MSU 电子邮件和他们的套餐选择。学生可以在他
们的 My Housing 帐户中创建室友代号。这是通过“我的住房”创建室友代号的屏幕截图。然后你
可以把这个代号和你打算一起住的人分享。室友代号可以是您能记住的任何内容。它可以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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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词语。看起来大约 58% 的人已经找到了室友，有些人还没找到，还有些人希望被随机分配。谢
谢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室友代号的话，不容易忘记的例子可能是，1855 年，也就是密西根州立
大学成立的那一年，Go Green，Sparty，诸如此类的。您会把这个代号提供给和你一起选择房间的
人，还有您的 MSU 电子邮箱和您的套餐选择，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您当作室友拉入系统了。一旦您
选择了室友，您的房间就确定了，您的室友也就不能再选择了。假设我拉入了某人，那么我拉进
来的那个人在他们的 24 小时窗口内就无法选择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被某人拉进来，我
在我的 24 小时窗口内也无法进行其他选择了。还有，如果您选择房间的时候没有选定室友，那么
您之后也无法添加室友了。您的室友将被随机分配，像前面说的，您将会在 7 月收到室友的信
息。还有合住在一个套间的室友，我们也有很多关于这类室友的问题。谢谢大家提交这些问题。
如果您想与多个人住在一起，Akers 的四人间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四人间是完全开放的套房，但
套房室友的选择就非常有限了。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您没有看到开放的四人组的套房，那么你的
组就需要被分开了。 

另外我们还想谈谈健康和安全。成为 MSU的一员意味着我们需要承担个人责任，保护自己和他人
的健康安全。 Jacquez之前谈到了紧急绿色电话站，还谈到了防火门和钥匙。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更多信息，尤其是与 COVID相关的信息，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也在幻灯片里。 

入住宿舍。今天有很多好的信息与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2021 年秋季入住将在 8 月 26 
日至 29 日之间进行。一年级的学生主要是在 8 月 28 日和 29 日搬进宿舍。目前，学生不能在 8 月 
26 日之前登记入住。更多关于您的学生的具体入住日期和时间的信息将在 7 月中旬公布。国际学
生的话呢，我知道我们有些学生正从海外观看我们的直播，国际学生可以在 8 月 23 日星期一或星
期一之后的任何时间搬进来。如果您在 8 月 23 日到 25 日之间抵达，需要缴纳每日住宿费，在餐
厅可以支付个人餐费。1关于在 8 月 26 日之前提前抵达入住的更多信息会在 6 月中旬和大家分
享。 

接下来，我想谈谈校园就业的问题。 Live On部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今晚你
们见到了我们其中的一些成员。但其实在 Zoom间以外的 Live On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学生团队。我
们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工作机会。从宿舍管理员到我们的设施维修团队，服务中心前台、烹饪的职
位、招待员、Live On部门工作人员、导游，等等等等。 有许多不同的职位来为大家服务。我们一
直在寻找有动力和有爱心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如果您想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如果您想和相
关专业领域的人建立联系，或者想赚钱来帮助您支付大学或其他费用，或者攒钱出国留学的话，
这些职位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也有其他工作机会和学生导师的职位。还有很多升职机会。欢迎
大家联系我们。我们将在全年招聘数千名员工，所以我们很乐意与您讨论可能适合你兴趣和技能
的工作。 

接下来是什么呢？需要注意些什么？整个暑假我们会进行很多和学生以及家长的交流，您可以在
屏幕上看到其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请密切关注您的邮箱。然后还有学生指南和入住指南，是您接

 
1 8月 26日起搬入宿舍无需缴纳任何额外费用，因为即日起宿舍合同和用餐计划开始生效。但在 8月 23、
24、25日期间搬入和用餐需缴纳额外费用。此外学生无法在 8月 23日前搬入宿舍。在此之前如学生有入
住要求，需联系校外住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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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会收到的东西。您还会每两周收到一封来自 Live On 的电子邮件，详细说明您在入住前需要了
解的所有信息。因此，请定期查看您的 MSU 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liveon.msu.edu也是您了解信
息的首选。整个暑假我们都会进行更新，确保您从 Live On 获得最新消息。我们可以现场回答一些
问题。我想请我的同事 Bethany主持问答环节。 

Bethany (贝瑟尼):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的加入，也感谢我的同事们今晚提供了如此多的信息。好的，我们想从哪
里开始呢？不好意思，我应该准备得更充分一些的。真的很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贝基。贝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住宿和餐饮的具体费用？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信
息？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哦，我建议大家查看 Live On网站了解住宿价格。您也可以在学生账户的账单上看到，这些账单应
该会在夏季晚些时候公布。所有的条目都很清晰的列出来了，您可以看到详细内容。我建议大家
查看 Live On的网站。我猜有些观众可能是听到我之前提到的提前抵达的每日的住宿费。学生的食
宿是按学期计费的。如果学生提前抵达的话，食宿就是每日的费用。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
以在问答框里提问，我们会帮忙解答。 

Bethany (贝瑟尼): 

非常感谢。另外，Leah，我可以请你带大家再次回顾一下食堂以外还有哪些学生可以去的零售餐
饮地点？ 

Leah Ball (莉亚·鲍尔): 

当然可以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有三个套餐，无论学生选择哪一个，都包括每周 12 次的小
套餐和还有无限次的访问餐厅的次数。他们可以在一天内使用多次。没有每日限制。但从周日到
周六，他们有 12 个小套餐。可以使用的一些地点包括星巴克，Sparty's Market。校园内也有很多
Sparty迷你超市。其中许多位于宿舍楼内，方便学生使用。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我们很高兴
在校园内增加了一些食品公司的合作伙伴。其中很多餐馆都在国际中心。比如 Panda Express，
Subway，Woody’s Oasis。我们还有一个叫 Fugison 的寿司店，另外还包括 Panera Bread，它位于
Minskoff Pavilion明斯科夫馆。学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来使用这些组合餐。 

Bethany (贝瑟尼): 

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是给雅克斯 的。关于室友，特别是有些学生以前从未见过自己的室友，我
们当然希望他们在 MSU 期间可以和谐相处，但如果室友之间有冲突，或者在他们来到校园以后发
现有一些分歧需要解决，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非常好的问题，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也经常处理。学生宿舍的每一层楼都有 RA
（宿舍管理员）。因此，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分歧，学生可以随时联系宿舍管理员。他们接受过培
训，可以帮助室友之间交流。我们的宿舍里也有室友协议，学生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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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比如说，我不想让你用我的牙刷。好的，我们把它写下来。像这种小事情，可能不会想
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又比如，我一般这个点睡觉，我喜欢在这个时间点起
床。室友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协议。关于室友协议，你们的 RA到时候会和你联系，现在暂时不需
要担心。RA 的任务就是在开学前六周完成这项工作。所以你们会聊到这个协议。不要担心。放心
入住校园，享受大学生活，但如果确实发生了冲突，我们会帮助大家解决和处理。 

Bethany (贝瑟尼): 

非常感谢你，雅克斯。贝基，下一个问题又是给你的。人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外出活动，
他们想知道参观校园的一些选择。您可以分享一下关于校园参观的信息吗？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当然可以了。校园参观是我们与招生办公室一起合作的。所有被录取和已经交过定金的学生都有
机会参观。甚至还没有被录取的学生也可以参观。我想强调的是，为了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
安全，校园参观只限于室外。但我们的本科生导游对校园有丰富的了解，他们可以用引人入胜的
故事帮助您了解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及成为斯巴达人意味着什么。他们还可以帮助你找路和了解学
校的资源与服务。如果你在 Google上搜索 MSU校园参观，会看到一个招生链接，可能你会觉得
奇怪，明明都已经被录取了，但是你们可以通过招生网站报名参观校园，在今年夏天参观密西根
州立大学。谢谢你的提问。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对于正在观看现场直播的人，我在聊天框中放了虚拟导游的视频链接。我们对校园内一些
有代表性的房间进行了 360 度全方位的游览并录制了视频。我们的 YouTube 帐户上也有住宿校区
的视频导览，您可以在网上查看这些内容。接下来呢...我想问问我们通讯团队的 Katie Nye。凯
蒂，密西根州立大学最新的疫苗接种要求是什么？ 

Katie Nye (凱蒂·奈): 

目前没有疫苗接种的要求，学生可以在寻找室友时在他们的 My College Roomie 帐户中说明他们已
经打了疫苗了。但是我们目前不会验证相关信息。这种情况在暑期可能发生变化，您到时候会直
接从大学收到相关消息。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你，凯蒂。是的，大家可以继续访问 MSU 主页，点击 Together We Will的链接了解关于
COVID疫情的信息。新冠疫苗接种和其他疫苗接种的要求都是学校统一安排的。这是我们目前掌
握的信息。我们确实希望在暑期能获得更多指示。接下来的问题问谁呢？问问贝基吧。如果学生
收到这封 LLC 电子邮件，然后发现，我不知道原来我是 LLC 的一员，但我不确定是否想加入 LLC，
这样的学生应该去哪里了解如何退出 LLC或者了解更多的信息呢？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我认为有两部分，也欢迎我的同事们进行补充，一些 LLC与学生的专业有
关。例如，如果一位大一新生的专业是工程学，并且他也想成为一名工程学的学生，但不想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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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College of Engineering Residential Experience），也就是这是工程学院住宿体验项目。那么
你可以联系这个项目说，我想成为一名工程专业的学生，但我不想住在这里，可以吗？或者如果
你不想成为工程学的学生，你想更改你的专业，那么就可以联系学校改变你的专业。到时候你的
住宿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到时候你就可以和我们住宿部门取得联系。如果我有任何遗漏的地方，
欢迎我的同事继续补充。 

Bethany (贝瑟尼): 

非常好，谢谢贝基。是的。在我们之前分享的 LLC 页面上，可以查看特定生活学习社区的网页并
与他们联系。同时也欢迎学生们联系住房分配办公室，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信息。下
一个问题还是要问贝基，如果学生想要有多个室友，无论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室友还是分享套房
的室友，可以说明一下这些学生有哪些选择吗？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当然。如果您有兴趣和多个室友住在一起，我们建议您考虑 Akers Hall，它是四人套房，一个房间
里有四个学生。当你把其他学生的室友代码输入系统时，可以看到有哪些空房间。您很可能会看
到 Akers Hall，所以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您到时候会看到网页上展示的是四人房。它是位于东区
的 Akers Hall 独有的，这个宿舍楼有非常好的餐厅和各种完备的设施。因此，如果您想拥有多个室
友，我们建议你考虑 Akers。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利亚，下一个是关于餐饮的问题要问问你。早先有消息说每周学生最多只能使用 6个小套
餐。今晚我们说的是 12个。你能帮大家确认一下最新的次数吗？ 

Leah Ball (莉亚·鲍尔): 

当然可以了。我们决定将这个数字增加到 12个，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些额外的灵活性，特别是当我
们在校园里添加了之前提到的那些食品公司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将把我们的两个食堂，Holden 和 
Holmes，变成外卖形式的餐厅。他们将提供即取即用的，预先包装好的外卖餐供学生使用。热的
食物和冷的食物都有。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更改并添加了一些新的选项，因此我们希望为学生提供
一些额外的灵活性。所以我们决定增加次数，让学生们可以选择在一周内能够使用多个供餐地
点。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你。好的。下一个是贝基的问题。关于两年住宿的要求，之前雅克斯 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有
一些关于大二那年的住宿选项的问题。如果我们快进第一年进入到第二年，学生们正考虑加入姐
妹会或兄弟会，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可以搬出去吗？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好的，贝瑟尼，谢谢你的问题。学生在第二年将有更多选择。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这
种情况下学生可以考虑公寓，还有非强制性餐饮的宿舍楼。我们还有校外社区的住宿安排，包括
合作公寓、兄弟会和姐妹会的住房安排。我的理解是，他们会审查以确保这些社区提供了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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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或者同一级别的支持和服务。如果通过了就可以满足第二年的住宿要求。我们的政策实施团
队正在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肯定会有更具体的信息，等到明年第二年住房注册的时候提供给大
家。 

Bethany (贝瑟尼): 

太棒了。谢谢你。我顺便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晚早些时候讨论了关于床上用品。你
能分享更多的信息吗？我们是说的提供免费床单吗？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是的。如果学生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在他们的服务中心前台或者入住登记处获取更
多信息。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你。另外一个问题要问问凯蒂。我们还有许多学生仍在寻找室友，他们在查看“我的大学室
友”的网站时，没有收到从“我的大学室友”发来的电子邮件。你建议他们做什么？ 

Katie Nye (凱蒂·奈): 

好的，我在我们的聊天框里发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直接连着我们的网站的，然后这个网站上
包含着一个链接，可以把你带到 My College Roomie，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用和访问您的帐户。
如果您在使用 My College Roomie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支持系统，
您可以联系他们寻求帮助。但您现在应该可以通过我在聊天中发送的的链接进行访问。 

Bethany (贝瑟尼): 

太棒了。谢谢你。下一个是贝基的问题。有些学生想搬一些大的物品到宿舍。有些人可能还不知
道，我们今年不再与 College Products 合作出租小型冰箱了。我们目前正在寻找其他选择。学生们
可能想知道，那怎么能租到冰箱和微波炉呢？我们是否可以在学生入住前帮他们送到宿舍，还是
每个人都必须在入住当天携带所有的物品到宿舍？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是的。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日期，学生们可以在他们抵达之前将他们的物品直接邮寄给
自己，我们可以帮忙安全地存放这些物品。我建议您查看即将发送给您的入住指南，这个暑假我
们也会有更多信息分享。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提供的服务。 贝瑟尼，我们今年还是打算提供这样的
服务。对吗？ 

Bethany (贝瑟尼): 

对的。非常感谢。好的。我们真的回答了很多问题。我正在浏览问答框中的问题，看看还有什么
问题没有被回答到。这样吧，我们自由一点，大家有想提问发言的都可以。那如果学生在选择房
间时选择了他们的套餐，但是之后想要换一个。这个可以换吗，有截止日期吗？ 

Katie Nye (凱蒂·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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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所以学生都可以在入住之前更改他们的套餐选择。但是入住之后，他们整个秋季学期的用
餐计划就固定了，如果需要更改的话，他们只能等到春季学期再更改。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你，凯蒂。 雅克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MSU 有没有学生应该带什么到宿舍的相关指南？ 

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是的。如果您去到我们的网站，您可以找到需要携带什么和不需要携带什么的相关信息。有些东
西是我们不允许在宿舍楼大厅放的，像带有线圈的东西，或者你想做饭的东西。不能带的是那种
特定的东西。但是，如果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整个列表清单。 

Bethany (贝瑟尼): 

非常感谢。凯蒂，我们知道学生大概什么时候会选择第二年的住宿吗？ 

Katie Nye (凱蒂·奈): 

现在的话呢，还没有。我们还在准备当中。我们将在秋季和所有即将入学的学生联系并提供具体
信息。所以请务必检查您的电子邮件，我们将在今年秋天与您联系。 

Bethany (贝瑟尼): 

谢谢你。是的，我们知道以前返校学生的注册时间是大概 10 月下旬，11 月初。但是今年不会那
么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先入住，然后在秋季晚些时候我们会发送有关信息给学生。好了，现
在我们看看今晚的演讲者们是否还有最后的结束语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请迎新团队为大家
总结。 

Katie Nye (凱蒂·奈): 

如果大家有 Instagram 账户的话，我建议你们在 Instagram 上关注 MSU Live On。我们每周都会在上
面回答很多问题，我们也会分享很多信息，提醒您查看电子邮件之类的。因此，如果您还没有关
注我们，请务必在 Instagram 上关注 MSU Live On。  

Jacquez Gray（雅克斯·格雷）： 

这里是雅克斯 ，我使用代词”他”，”他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很高兴迎接大家回到
密西根州立大学。我们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知道过去的一年大家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都经
历了很多，但我们很高兴能够欢迎我们的学生回到学校，举办活动，真正帮助建立学生社区。希
望你决定住在 Holmes楼，你会在那里看到最好的宿舍区主管。不要告诉别人哦。不管是我们的
RA，学生工作人员，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是研究生，我们都准备好了，非常荣幸能欢迎你们
回来。我希望大家最终会选择密西根州立大学，希望你们能来。 

Leah Ball (莉亚·鲍尔): 

再次感谢今晚加入的所有人，以及之后观看录制视频的人。我想重申一些有关食物营养和过敏
源，以及任何宗教限制方面的信息。我建议您与我们的营养师 Kelsey 联系。我在之前的聊天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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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有关营养和过敏源的链接，该页面也有很多其他重要信息。因此，如果您有任何食物
过敏或饮食限制，建议您在来校园之前和她联系，她可以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方案和信息。再次感
谢大家加入我们。 

Becky Brewer (贝基布·鲁尔)： 

再次感谢住宿和餐饮部门的所有人。如果你是作为家庭成员或支持者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我觉
得今晚希望给大家的关键信息就是，我们关心和在意学生的成功。我们想要处理好基本的，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事情，这样学生们就可以专注于重要的写作任务、构思或实习，以及为密西根州立
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做准备。我们很高兴您能加入我们。敬请关注，我们的团队在 8 月有另一场
网络研讨会，将会带大家着重了解入住信息。所以希望大家继续选择你的宿舍房间。如果您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继续完成你的迎新事宜和学生注册。现在我要请劳芮帮我们最后总结一
下。我们八月见。 

Laurin Gierman （劳芮·吉尔曼）: 

非常感谢你，贝基。感谢 RHS 的整个团队。你们的团队就像是一台运作极好的机器，与你们一起
工作是我的乐趣和荣幸。所以非常感谢。我现在正在共享我的屏幕，您看到的是接下来即将举行
的会议。您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本周末，周六和周日，东部时间周六早上 8 点，我们将讨论学
术咨询和入学事宜。周日，我们将在东部时间下午 1 点重复本次会议关于住宿和餐饮的内容。然
后下周我们将开始新一轮的话题，包括经济援助、学生账户和账单，然后接着是密西根州立大学
警察局和停车办公室的分享。我在今晚的问答框中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两个主题的问题，那么下周
请务必加入这个网络研讨会，希望到时候您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 

在每次网络研讨会之后，我们都鼓励学生向 Spartan Leaders 提出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就读
于MSU 的学生通过 Zoom 主持的一些聊天空间。他们不是特定方面的专家，但他们肯定会根据自
己的经历和经验回答您的问题。 Zoom 的链接位于 5 月 21 日星期五的时事新闻中。学生可以返回
您的电子邮件，打开 5 月 21 日的时事新闻，就可以找到 Zoom 聊天空间的链接了。您还看到一个
二维码。您可以输入您学生的 MSU 电子邮件地址，必须要输入MSU 电子邮箱地址才有机会赢得
抽奖。每个电子邮箱只能使用一次，我们 NSO 将通过 MSU 电子邮件通知获奖的人，奖品将在秋
季学期兑换。谢谢。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我们会在这里为大家持续提供帮助。真的很高兴能够
在八月迎接大家回校园。另外请检查一下新生培训事宜。如果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在白天能加
入我们的 Zoom 帮助室。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会议，我们期待在未来其他 NSO的 网络研讨会上与
您分享更多信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Go Gr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