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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 

我看到我们有参与者还在陆续加入我们的 Zoom 直播间，现在我将会开始我们今天的会

议，我们会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带大家了解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正式开始。 欢迎，感

谢你们加入我们新学生迎新会的系列会议。我的名字是萨拉 · 莫拉莱斯。我使用代词“她” 

“她的”。我这个暑假参与新学生迎新会的策划。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各种不同的职位任职

了十三年之久。我非常开心可以今天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

讲一下会议的概况和注意事项。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会议是在录像的，我们的录像

会在完成翻译之后，尽快上传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当前的会议提供实时字幕，你可以在屏

幕的下方找到这个功能。 请使用问答功能进行提问，你也可以在屏幕的下方找到它。如

果你的问题涉及到具体的家庭情况，我们建议你跟具体的办公室联系并约时间面谈。所

以，我们会专注回答问答框里面的通用问题，而不是具体个人的问题。为了降低在 Zoom

视频过程中遭遇网络入侵的风险， 聊天功能现在不可用。您只能看到被回答了的问题，

我们同时也会实时回答一些问题。  

 

在开始之前，我还想说一件事情。 我们想在这里花一点时间与您分享 MSU 土地归属权确

认书。这是为了帮助认识、尊重和肯定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持续关系。等一下您应该会听

到我们播放视频，视频时间大概是一至两分钟。好的，我要暂停共享屏幕了。欢迎我们今

天来自密西根州立大学警察局和停车办公室的职员。热烈欢迎他们，现在我会把它让他们

分享他们的屏幕并进行自我介绍。 

 

丹: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 MSU 警察局在新学生迎新会上的演讲。我叫丹·芒福德。我是密西

根州立大学警察局社区参与部的一名中尉。我使用代词“他” “他的”。我们欢迎您加入 

MSU 的大家庭并参加本次演讲。在 MSU，学生、教职员工的安全是我们是我们职责所

在，也是我们任务的重中之重。我们希望本次会议可以为大家提供有关 MSU 警察局的信

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 MSU 的社区资源以及我们是如何合作的。我们将在今晚的演讲中

讨论许多的主题，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完成所有的展示再提问，特别是与停车相关的，大

家肯定有很多问题，但是请大家耐心听完所有的展示，在会议的最后，我们将会有充裕的

时间去回答大家的问题。在我们讲解的过程中，您如果有问题，可以在问答区域输入您的

问题。再次欢迎大家来到 MSU 大家庭，我们感谢您今晚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开始了。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可以了解我们部门的链接，我们请您花点时间记下

这些网站。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解决您的问题，或者您稍后想到一些未解决的事

情。这些网站，都有可能回答你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如果网站上的信息没有办法完全回答

您的问题， 您可随时通过我们办公室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或再次查看

这些网站来得到你的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们也有社交媒体账号，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您的问

题来获取答案。我们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都会回应关于密西根州立大学的

警察部门的问题。 



 

所以，我们将在此处为您提供有关 MSU 警察局的一些信息。我们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是我

们的警察拥有所有程度的执法权，其中就包括逮捕权。作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警察机

构，您必须知道我们会利用手头的所有资源为每个人维护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对密西根

州立大学校园内的犯罪和其他警务服务作出积极的回应，我们也会在其他当地警察部门请

求我们协助调查时提供帮助。我们部门有文职员工，今晚我们的停车和员工服务部的员工

也在参与这个会议 。你以后也有机会遇到他们。我们部门也为学生提供工作和实习机

会，稍后会有链接进行详细的介绍和指示。似乎我现在介绍的更多是演示文稿后面会提到

的很多内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密西根州立大学警察局的所有警官都拥有学士学位。我们一直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也

是最贴近基层的。我们知道成为大学生的收获和其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这确实有助于我

们与学生和 MSU 社区建立关系。我们真正重视我们如何服务我们的社区。我们中的许多

人，包括我自己，还有这里的克里斯罗兹曼上尉，都是 MSU 的校友。Go Green! 

 

我们确实要求我们的官员达到非常高的标准。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实地培训课程。我们每年

也会参加许多培训课程，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 MSU 社区服务。我们确实要求我们的官

员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大学成立了一个警察监督委员会，旨在接收对 MSU 警察错误

行为的投诉。委员会将审查收到的投诉调查，以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这些事情，并在

必要时及时地采取行动。我们所有的部门政策和程序也列在网站上。所以如果有任何关于

我们部门如何处理事情的问题，请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您可以访问该链接查看我们的政

策和程序。 

 

这张幻灯片是我最喜欢的幻灯片之一，因为这是我监督的项目，也就是社区参与部门。在 

MSU 警察局，我们相信社区团队警务是我们行动的基础。社区警务是一种警务方式，依

赖于特定警官团队与我们所服务的社区之间的密切互动。社区团队警务的目标是通过减少

犯罪工作来增强社区安保，并确保社区也参与其中。在校园里，我们在学生居住的每个宿

舍区都有七个不同的办公室。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办公室不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都

有工作人员。因此，如果您需要警方支持，我们鼓励您拨打 911 或我们的非紧急电话号

码。但是，如果您偶然在宿舍区内看到社区警务办公室的警官，可以停下来打个招呼。另

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如果您看到警察在宿舍楼和教学楼走动巡逻，这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鼓励我们的警官每天出去进行我们刚刚所说的步行巡逻，他们全天大概会进行近一个

半小时的巡逻。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穿过宿舍楼，请不要惊慌，这是我们

日常的工作。大家可以选择停下来，打个招呼，那就太好了！ 

 

我们社区参与工作的一部分包括参加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些类似的计划和活动。我们

在整个学年里做的更多。警官参加这些活动并为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展开各种主题的安

全讲座。其中一些主题包含在现在这张幻灯片的左侧。群众所反映的诉求针对一般安全、

特定重点领域（例如我们的特殊受害者单位、行为威胁评估单位、包容和反偏见单位、暴



力行为单位和培训）。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培训。我们部门也有 K9 单位，我们的警犬将

在这些单位露面。我们理解想家的人很想念他们的宠物。虽然这些不是宠物，但看到这些

狗在校园里出现还是很棒的。 

 

让我们进入关于安全的话题。所以密西根州立大学是一个无毒学区。根据 1989 年的《无

毒学校和社区法》，禁止在校园内持有和使用大麻。无论您的年龄大小，无论您是否满 

21 岁，我们确实意识到密西根州已经实施了大麻合法化，但是在校园里还是违法的。 因

此，如果您未满 21 岁并持有大麻，根据密歇根州立法 333.27965，是非法行为。在法条

上面你可以读到。如果您想了解处罚是什么，请继续查看这个法案。如果学生在校园内吸

食大麻，也会违反学生行为准则的条款，学生可能也要经过司法制裁，这些制裁属于法条

2.11 和 2.12，这两条法案会讨论这些内容。 

 

我们在校园里最常看到的犯罪类型是盗窃。其中许多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寻机犯罪，因为

物品无人看管或房间不安全而造成物品失窃。无论您在图书馆或其他地方离开房间和随身

物品多久，我们都建议您记得锁门，或者随身携带您的财物。如果您碰巧在校园内有车

辆，请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显眼的地方，请随身携带，或将它们固定在车辆的后备箱中。

钱包、背包、电脑等物品，或者任何留在车内显眼的贵重物品都可能成为窃贼的理想目

标。我们鼓励您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您的财产安全。许多学生在校园里会使用自行车，在

这里，我们建议您使用 U 形锁将自行车牢固地锁在自行车架上。这是我们首选使用的锁

类型。此外，如果您在校园内骑乘轻便摩托车，我们要求您同样使用 U 型锁来保护您的

轻便摩托车，并且必须将其停放在指定的轻便摩托车停车区，我们稍后会介绍。最后，关

于这一点，许多宿舍确实提供自行车停放室。前提是您必须有钥匙，并且必须获得特定建

筑物的许可才能进入自行车室。如果您将自行车停放在自行车停放室内，您仍然需要锁

车。并非所有宿舍都有自行车停放室，它的容量非常有限。因此，如果您不想将自行车存

放在室外，并且想使用其中一间自行车房，请与您的宿舍楼、REHS 综合主管或宿管联系

以获取有关这些自行车停放室的一些信息。 
 

 

这里我们要强调屏幕上所提出这些要点。你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已经遇见到

一些这样的网络诈骗骗局，这些都是广泛流传的骗局。我也一直接到这些电话，告诉我，

我有待处理的刑事指控，或者我欠国税局一大笔钱，或者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

告诉你的一件事是，这个社区、这个州、这个国家的警察部门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

你有未处理的指控，之后你可以通过向他们提供 iTunes 卡或 Visa 礼品卡来清除这些指控

和中止调查。我们不是以这种系统运作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有 Apple iTunes 帐户。

因此，拥有 iTunes 卡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您接到这些电话，我们建议您挂断电

话。如果他们继续回拨，请拒接该号码。不要参与谈话。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请不要向

他们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没有警察部门会打电话给您，并告诉您，您有待处理的指控，可

以通过提供礼品卡或类似的东西来清除这些指控。这不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请务必保

护好自己，然后挂断电话。我们看到的另一件事，我将尝试快速解释这件事情，是通过电

子邮件联系个人，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人要你们为他们兑现支票。这之后将会发生的



事情是，你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嘿，恭喜你，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实习机会。

我不记得申请实习，但嘿，这很棒。我们将寄给您一张 3000 美元的支票，并保留 500 美

元，但请将另外 2500 美元寄给我们，仅供管理用途，以便我们知道一切顺利。这不是一

个真正好的商业模式。如果他们只想寄 500 美元，他们就只会寄给您 500 美元。最终发

生的事情是支票不能兑现。如果您或您的学生将 2500 美元退回，一旦支票反弹，那么该

帐户将被视为透支。现在您欠您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2500 美元。 

 

另一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同样是涉及到礼品卡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他们会告诉你，

嘿，兑现这张支票，去商店买一些礼品卡。我们将使用这些进行研究。但我需要后面的代

码。不，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欺诈性支票，而且我们当地的信用合作社也展开过相关的培

训，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他们尽最大努力建议人们不要这样做，不要参与其中。但人

们最终还是会这样做，他们花掉了数千美元，而这只会增加额外的压力，需要钱被拿来透

支。所以对这样的事情要小心。如果它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可能就是个骗局。虽

然校园暴力犯罪并不常见，但偶尔也会发生。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可能是性侵犯或强力持械

抢劫，或持械抢劫、袭击和殴打。我们需要学生意识到这一点，以便他们可以采取适当的

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如果您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或不安全，我们鼓励您拨打 911。这

将帮您联系到我们的英厄姆县中央调度单位或其中接线员们。他们会派警官立即前往您所

在的位置。在这张幻灯片上，您会看到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匿名举报，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提交信息。 

 

我要说的一件事是我们不是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我们的网站和 Facebook 页面。所以如果

有非常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请不要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发送匿名情报。您可以拨打 911 

并在您拨打电话时保持匿名。如果您这样做或再次拨打非紧急号码时，您可以保持匿名，

我们将派一名警官前往该地点。但是如果你通过 Facebook 或其他网站来做这件事情，很

多时候我们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特别是如果它发生在晚上。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是无

武器校园；这里不允许带枪和刀。不过，校园内允许使用防狼喷雾或胡椒喷雾。最后，在

校园里我们真的有这些，他们不太显眼，我们把它们称作“绿灯电话站”。他们的顶部有一

把小伞，上面有一盏绿色的 LED 灯，再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下后会自动将您连接到我们

的 911 调度中心，那里有一个扬声器，他们可以确切地知道那个特定的绿灯电话在哪

里。待在现场并与他们交谈，他们将能够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警察会闻讯赶来。这顶部

的绿灯还有闪光灯可以让我们侦察到您的位置，以防万一我们需要再次联系您。 

 

夜间交通。这个 CATA 的网站是 MSU night owl cata.org/MSUnightowl。这项服务会收取

0.60 美元的费用，它在周一至周五凌晨 2 点至 7 点和周六日凌晨 2 点到上午 9 点之间运

营。这基本上是从校园任意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一种快捷交通方式。这项服务只包含

在学校范围之内，他们不会离开校园。您拥有的另一个交通工具的选择是 ASMSU 安全通

行。而且他们的网站仍在显示 2021 年春季的营业时间，尚未进行更新。网站上有一些安

全协议，您也确实需要预先注册才能使用这项服务。因此，如果您认为您可能会用得上



它，请开始预备注册。与他们建立一个帐户，然后您就可以使用这项服务。更多信息请访

问 ASMSU Safe Ride，只需进行谷歌搜索，它就会弹出。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 MSU 警报系统。除了学生项目和社交媒体，我们还通过 MSU 警报

系统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 MSU 警察局负责向我们的社区发布以下类型的信息。其中包

括紧急通知、及时警告和犯罪公告。这些消息旨在警告我们的社区成员有关天气紧急险

情、持续的危险情况或对校园的威胁，例如暴力事件。每个学期我们都会测试警报系统，

您的所有信息都已经通过招生办发送到 MSU 警报系统，但您还不能激活它。在秋季，学

期开始时，会有一个测试，一旦进行了测试，您就可以登录您的系统并确认您的信息。但

是在发送测试消息之前您不能这样做，测试消息将会在本学期非常早的时候发出。如果您

对我们网站上关于警报的信息有其他问题，请联系我们。 

 

所以在这里，您提供给招生办的联系信息会输入到您的个人资料中。我们希望您查看个人

资料以确保联系信息的正确性。有了它，您可以设置接收短信、电话或电子邮件的优先

级。你也可以设置全部三项设置。注意要登录到 alerts.msu.edu 并检查该信息以确保系统

录入了正确的信息。如果有家长也在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想说，目前如果您想收到与

您的学生信息相同 MSU 警报，您需要让他们将您添加为辅助联系人，方法是将您的电话

号码填写在系统里。只要他们不完成“确认”信息，您就会收到他们所收到的警报。那么当

警报消息出现时会发生什么呢？在它的底部，它会说要确认这个消息，按“是”。如果他们

不完成确认的这一步，您就会收到一样的消息。如果他们完成确认这一步，那么您就不会

收到相同的警报信息，这是没有办法的。完成确认允许我们部门收集有关消息以及传递有

效性方面的信息。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学生将要获得的警报信息，完成的输入方式会有所不

同。您可以订阅 MSU 警察局 NIXLE 频道。您需要做的是向那里的号码发送短信 MSU 警

报，888777 您将通过 MSU NIXLE 帐户收到消息。信息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东西。我们将警报优先于 NIXLE，但信息仍会准确的传达到您手里。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部门有学生员工作为补充。密西根州立大学警察局有各种各样的

学生就业机会，这些机会也提供了非常灵活的时间表。正如你在幻灯片上看到的那样。还

没有，因为我还没有点下一页。这些是我们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机会，我们学生工作支付的

薪水相当高，而且我们的时间表也非常灵活。任何将进入刑事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的

人。您会看到我们确实提供实习机会。我们有一般警察实习，我们有犯罪分析实习。从今

年秋天开始，我们将有社会工作实习机会，信息会在这里更新。请密切关注我们的网站，

了解工作机会和实习机会。现在有请停车办公室的琳内特 · 福尔曼，她会和大家谈谈停车

的问题。 

 

琳内特： 

晚上好！我是琳内特 · 福尔曼，主要负责注册流程，也就是注册要在校园内停放和驾驶的

机动车、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我们部门还有收银员，电话收银员负责接听电话来收取许

可证、付款，拖车和任何与停车相关的费用。如果您在秋季学期之前已经在 MSU 完成 28 



个学分且您住在校内的宿舍，University Village 或者 1855 Place，那么您就有资格在校园

内拥有车辆并为其购买停车许可证。如果您住在校园内、1855 Place 或者 University  

Village，但没有在 MSU 完成 28 个学分，则您没有资格购买停车许可证并在校园内停

车。所以要修满 28 个学分才可以。如果您住在校外或 Spartan Village，则没有最低学分

限制。所以您有资格在校园内获得停车许可证，不好意思，无论您拥有多少学分，您都可

以购买停车许可证。许多宿舍楼的停车许可证将要售罄。您可以访问本幻灯片顶部列出的

网站信息来了解许可证的销售日期。第一批许可证将于 7 月 19 日发售。但到那时，我们

将只出售 Spartan Village、1855 Place 和 89 号停车场的许可证、轻便摩托车许可证和医

学生许可证的特殊停车位。但是在那个页面上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它会告诉您许可证的

价格是多少以及它们出售的日期，请确保您等到那个日期再上网购买许可证。因为如果您

提前上网，那么您将无法获得适当的许可证。因此，请务必等到我们网站上列出的日期。

如果您要在校园内驾驶车辆，则必须在 MSU 停车办公室注册，因此请务必提前购买好停

车许可证。 

 

轻便摩托车也是如此。如果您打算在校园内使用轻便摩托车，则必须在停车处登记。而且

您还必须和密西根州的 Secretary of State 进行注册，以便在校园和公路上驾驶它。对于

轻便摩托车，没有最低学分的限制；如果您是 MSU 的 学生，无论您拥有多少学分，您都

有资格购买许可证。轻便摩托车，不能停在自行车停车位上，也不能停在人行道上。他们

不能在人行道上行驶，他们必须在道路上行驶，因为他们是机动车辆，而且他们必须停在

校园各处的轻便摩托车停车位。停车场内有轻便摩托车车位。所以你必须把你的轻便摩托

车停在指定的轻便摩托车停车位，你必须在道路上行驶，并在停车办公室和 Secretary of 

State 完成登记。 

 

对于自行车，自行车许可证是免费的，所有自行车也需要在停车处登记。因此，您可以在

注册课程后立即上网获得自行车许可证，然后您就有停车和使用自行车的资格。注册信息

会在一天之内完成系统的注册和更新。因此，您可以在第二天前往并获得自行车和轻便摩

托车许可证。但是对于车辆，您必须等到预定日期，其特定日期。自行车也不能在人行道

上骑。他们必须骑在自行车道上，必须停在自行车架上并锁在自行车架上。你不能把它们

停在树边、路标边上或楼梯间里。这些都是安全问题，您也不能将它们留在走廊和建筑物

中。因为如果发生火灾，将人们带出建筑物将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自行车许可证是免费

的。一旦您报名参加大学课程，您就有资格获得自行车许可证。 

 

访客停车，这部分信息更适合您的父母或您将要接待的任何客人。整个校园都有可以付费

停车的地方。您可以访问 maps.msu.edu 来获得相关的信息。它会为您提供校园内所有建

筑物和所有停车场的地图，列举哪些是访客停车场，有些停车场是 24 小时开放的。所以

如果有人要拜访在校园的你并要在这里过夜，可以将他们引导至这些全天候开放的停车地

段。除此之外，所有宿舍楼周围都有按车牌计费的停车场或者独立计价器。父母或游客可

以在任何一个计价器停车或计时收费。除了全天候的停车地段，在凌晨 2 点到早上 6 点

这个时间段您不能停在计时收费的地方停车。因此，如果您有留宿的客人，请务必上网查



找全天候的停车场或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30 至下午 4 点接听电话 

(517) 355-8440。请注意，按车牌付费的机器不能找零，独立计价器也不能找零。我们也

不会对未使用的时间退款。我们无法知道是否车辆在他们支付的全部时间内停留一个车位

里，因此不会退款，也不会找零。另一件事，很抱歉与访客停车无关，但访客可能会利用

它。访客、学生和教职员工、任何员工、任何学生、任何访客都可以在任何 MSU 路线上

乘坐 MSU CATA 巴士，而无需支付巴士费用。有很多，如果你购买了停车许可证的话可

以注意一下，比如研究生助理许可证，你是研究生助理。您的许可证不适用于特殊活动。

员工许可证或退休人员许可证也不适用。如果您要参加特殊活动，例如沃顿商学院活动或

足球比赛，或者布雷斯林中心活动的篮球比赛，有服务员在场，您必须支付特殊活动停车

费才能在该地段停车或获得该地段的通行证。我想我已经涵盖了所有访客停车位和普通停

车位。如果有问题的话，请给我们打电话，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我们更希望您查找信息并

提出问题。我们不希望人们收罚单。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谢谢大家的时间。 

 

丹: 

谢谢你，琳内特。 MSU 警察局位于校园的最中心位置。我们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

每年 365 天都在营业，我们部门也有学生员工。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因此，如

果您需要任何东西，或者如果您的学生需要任何东西，我们可以随时为您解答以及解决您

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您可以通过访问我们的网站 police.msu.edu 以及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网站上与我们联系来了解最新情况。同样，如果我们今天有没有解答到的问题，请随时在 

Facebook 上给我们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police.msu.edu。我们期待与您和您的学

生合作，共同努力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我们活跃在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上，并主动在校

园内推送安全材料和信息，提醒学生如何保护自己和财产的安全。请将此作为资源。这就

是我们准备的全部内容。我非常有信心我们回答了问答框里的所有问题。如果您有任何最

后的问题希望我们解决，我们可以花几分钟时间等待这些问题被发出来。如果没有，我们

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加入我们。 

 

还有，琳内特，我会让你回答这个问题。CATA 巴士是任何时间段对任何人都免费的吗？ 

 

琳内特： 

它仅在 MSU 校园内是免费的。因此，去 Meijer 购物或者使用任何校外的路线都不是免费

的。所以它只在校园路线上免费，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如果您使用夜班车服务的话，

仍然需要付费。 

 

丹： 

谢谢你。我们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欢迎您来到 MSU。如果从现在到 8 月抵达校园之间

有任何事情发生，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还有两个可以快速回答的问题。乘坐公交车需

要出示身份证吗？琳内特？ 

 

琳内特： 



您应该随身携带学生证或员工证，带照片的身份证，以防万一。我不知道是否所有路线都

需要身份证，但我知道他们确实有可能要求您出示身份证。 

 

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学生专用的 ZIP 车吗？我们确实有可供租用的 ZIP 汽车。我想如果

你在谷歌上快速搜索一下，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里的 ZIP 车，信息会到处都是。它们位

于不同的位置，您可像租用汽车一样使用它们。我不是百分之百熟悉这个话题。你有这方

面的更多信息吗，琳内特？ 

 

琳内特: 

是的，我们在校园中间有一些，我们在东边有一些，在西边有一些。我想现在，我们只有

大约七辆在校园里。 Zip 车根据使用量决定每年要更新的数量。所以如果我们的需求增多

那么他们会占更多的空间，但现在这就是我们在校园所有的全部了。但它足以为需要租用

ZIP 车的每个人提供服务。 

 

丹： 

ZIP 车的链接已添加到聊天中，谢谢你，艾米把链接放在这里。这里有一个问题。莎拉，

我可能会把这个关于学分的问题交给你来回答。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萨拉: 

学生将能够在与学术顾问会面时查看他们的学分以及转学或 AP/IB 的数量，你的学术顾问

是很好的资源。 

 

丹: 

完美。谢谢你，萨拉！再次强调，如果您对安全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有任何疑问，请随时

与我们联系。再次非常感谢你的出席。 

 

萨拉:  

是的，我要再次分享我的幻灯片并做一些总结，然后我们会结束这场会议。好的。所以如

果你想继续使用屏幕上的二维码，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屏幕。这是一个输入学生的 

MSU 电子邮件地址的机会，您可以以此来赢得 NSO 为大家提供的赠品，这很棒。每封电

子邮件只能使用一次，获胜者将收到来自 NSO 的电子邮件通知。奖品将在秋季学期兑

换。我相信您可能会看到我们的获奖者出现在本周末收到的时事通讯中。您还会看到我们

有一些即将举行的会议。所以明天，6 月 16 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 7:30。我们有我们的

经济援助和学生账户办公室的网络研讨会。然后我们将暂停网络研讨会，直到 6 月 22 日

晚上 7:30，我们将在东部时间再次举办关于学生健康的网络研讨会。 6 月 23 日星期三没

有网络研讨会。我们将在 6 月 25 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1 点到 5 点举办“家庭

星期五”的活动。请注意，“家庭星期五”需要在网站上提前完成注册。周六，6 月 26 日，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 8 点，我们将进行经济援助和学生账户的网络研讨会。因此，如果您



错过了明天的会议并想观看该网络研讨会，可以在 6 月 26 日星期六与我们见面。好的。

我看到还有一些问题。这个表格的话，应该刚刚已经被开放了，如果你打不开的话，请再

试一次。看看它现在是否开放；它有一个默认设置。显然还有一些问题，我希望我们的合

作伙伴也能看看这些问题，他们可以帮忙解答。看起来现在表格可以打开了。感谢各位向

我们提供实时更新。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关于学生自卫课程的问题，我们有任何一位主讲人

想对此发表意见和看法吗？ 

 

丹: 

罗兹曼探长正在对话框输入信息，但我可以很快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预防外联教育部门

正在制定一个项目——它可能更多的是女性的自卫课程。但也有通过 IMs 提供的不同课

程，您可以在其中参加一些课程。但是，没有专门为学生开设的自卫班，我上次与预防外

联部门交谈时，他们在积极地筹备这个女性的自卫课程。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他们的网

站来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 

 

萨拉: 

刚刚在聊天窗口发送的是“家庭星期五”注册页面的链接。如果您有兴趣参加我们将于 6 月 

25 日星期五举行的活动，您可以在这里注册。我会继续让网络研讨会再开几分钟，这样

你可以有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的到来，也感

谢我们的主讲人分享了一些很棒的信息。我们期待在秋天见到你。Go Gr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