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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立大学
家长和家庭
住宿和餐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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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社区概括

住宿方面，分别有五个各具特点的学习生活社
区 (Neighborhoods)，并有27个不同的宿舍楼为
学生提供不同类型的房间，这些房间包括单人
间，双人间和四人间。学生们可以透过学习生
活社区裡的各项服务获得帮助，及早适应大学
生活，以期达到宾至如归的感受。

每个学习生活社区由几个宿舍楼，新建食
堂，Sparty’s 便利店和咖啡店，以及学生服务和
活动中心 (Engagement Center) 组成。学生服
务和活动中心在每个住宿区都有独特的空间，
可作为重要学术资源的枢纽，提供各种与学业
和生活相关的资源，包括学业辅导老师，学术
顾问老师，医护人员，休闲和健身课程，以及
各种社交和文化项目等等。第一年新生和转学
生必须在校居住最少两个学期。由于在校居住
能为学生带来许多好处，我们建议学生在第二
年继续住校。我们希望您能鼓励您的学生去探
索学习生活社区的各种服务，发掘各种住校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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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通常住在东区 (East Neighborhood)。东区位于学
校的东北边，有著多元文化且独特的氛围。 沃顿艺术表演
中心 (Wharton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商学院 和 IM
East 健身中心均坐立在东区。不仅如此，东区也拥有各式
各样的的校内餐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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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MSU大家庭！学生们即将以一名斯巴
达人 (Spartan) 的身份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旅
程。为此，学校住宿团队 (Live On team) 将致
力并持续地为他们提供一个兼具安全及具包容
性的住宿环境。

UE

BAILEY

EAST

MASON/ABBOT
EMMONS
SNYDER/PHILLIPS

NORTH
UNIVERSITY VILLAGE

Townhouses/Apartments

1855 PLACE

VAN HOOSEN

APARTMENTS

MCDONEL

SHAW

HOLMES

OWEN

Family Housing

CASE
WONDERS

HARRISON ROAD

欢迎!

作为一名斯巴达人，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留学期间拥有住校
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5个学习生活社区提供学生宿
舍，包括 27 栋宿舍楼和2个公寓社区。MSU的学习生活社区
体系能成功帮助并确保学生们无论住在校园的哪个角落，
都可以方便的参与不同的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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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前往liveon.msu.edu/360Tours进行互动，在线上360度
虚拟参观各宿舍房间和社区楼的设施。这些虚拟参观为您提供
了一个可以让您更熟悉我们各个校园空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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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导航计划
在Akers 和 Hubbard 宿舍楼的Spartan Compass计划为大
一新生提供一个鼓励建设具包容性的社区以及促进成功的
环境。为了协助新生适应 MSU的生活，面对过渡时期的各
种焦虑，Spartan Compass强调在多方面支持学生的成长，
加强他们对社区各部分的连接。这项计划将致力于鼓励学
生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帮助学生在学校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小社区，从而引导学生作为斯巴达人多元文化大家庭中
的一员以探索自己的身份。Student Compass将于2019 秋
季推出，作为一项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专为从未参与学习
生活社区项目的学生而设。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liveon.msu.edu/spartan-compass

房间里面有什么?

项目特点:

每个房间均提供多件家具，学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调整空间。如有需要，学生也可以要求在房间内添加额外的家具。

• 各个针对新生体验而量身订制的活动

物品包括: • 能调教高度的床架

•强
 调加强社区楼层融入以及为学生提供个人化支持的宿
舍辅导员 (Resident Assistants/RAs)
•促
 进住校学生之间的联系，并组织各种社区活动的社区
辅导员 (Community Resident Assistants/CRAs)
• 增加参与学生组织的机会

•双
 人超长床垫
(Twin Extra-Long Bed)

• 书桌和办公椅

• 窗帘

• 梳妆台

• 衣橱

• 吸顶灯

• 垃圾桶

床型选择

• 促进跨文化互动的机会，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区
•透
 过学术指导，为学生提供有助他们取得学业成功的必
备技能
•可
 选择参与有助学生融入MSU校园生活的大一新生课程
(First-Year Seminar)
• 拓展斯巴达人际网路和庆祝MSU传统的活动

可持续发展

滚动式 (Trundle):

阁楼式 (Lofted):

双层床 (Bunked):

这种床型提供空间让学生能
在床下存放杂物。

这种床型允许学生把床升高，好让学生能在床底
下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书桌、书架、沙发等等的家
具。这是所有宿舍楼内所包括的标准床架规格。

这种床型让学生在房间内节省
相当大的位置，以便学生能更有
效地运用房间内的空间。

MSU 的地毯、被单和枕套

密西根州立大学承诺推动并致力提高斯巴达人的环保
意识，包括住宿办公室 (Live On) 和 餐饮服务 (Culinary
Services) 都将通过各种回收方式以支持这一使命。

大学活动委员会 (University Activities Board/UAB) 与
Residence Hall Linens & Carpets联手合作，为住校学生提
供地毯、被单和枕套等等的家庭用品，好让学生们能够透
过这些个人化的物品在宿舍房间内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学生初入住时，会获得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水杯和回收袋。这
项已经在MSU推行二十馀年的活动将鼓励他们在MSU期间
继续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习惯。同时要寻找遍布在学习
生活社区各个角落的“Pack Up. Pitch In.” 箱子，协助回收各
种搬家打包的用具，包括纸板，塑料和纸张。

被单和枕套：UAB床上用品计划(UAB Linen Program)为学
生提供符合MSU宿舍床型大小的被单和枕套。所有的产品
都是高质量的，且拥有到毕业为止的保修期。请访问网站
ocm.com/mst/linens 或者致电1-800-957-4338 获取更多
信息。
地毯: 学生在未抵达宿舍前也可以预定一块高质量且拥有
完美尺寸的地毯，并提前要求把预定好的地毯直接送到宿
舍楼内。UAB宿舍地毯计划 (UAB Residence Hall Carpets

Program) 允许学生以学生折扣预定一块全新地毯，并能自
行选择颜色。当学生知道宿舍分配后，请尽快登陆
ocm.com/mst/carpets,或者拨打1-800-892-8729预定地
毯，以确保所选地毯将会在学生到达宿舍送至宿舍楼。请
访问 liveon.msu.edu获取更多有关地毯尺寸的信息。

COLLEGE PRODUCTS
MSU 与College Products合作，为学生提供家庭用品租赁
服务。已租出用品将会直接送到学生宿舍房间内。请访问
collegeproducts.com/Spartans获取更多信息，并下订单
租赁以下家庭用品：
• 沙发		

• 迷你冰箱

• 地毯		

• 个人保险箱

吃在
MSU 餐饮服务 (Culinary Services) 团队致力在校园裡10家
食堂内以优异的烹饪技术为全体校园社区提供营养充足的
食物。食堂内的食物选择种类繁多，斯巴达人们总能够轻
易地选择能满足他们用餐需要的餐食。食堂不仅提供早餐、
午餐、晚餐和夜宵，还会无限量供应食物，让学生们在学校
永远不会挨饿。即使学生在两节课之间只有一段短暂的休
息，他们也可以选择在食堂里打包外带食物。
住校学生在 liveon.msu.edu 上签署住房合同的同时将需
要从三个餐饮套餐 (Dining Plans) 中选择其一。若有需要
选择或更改已选餐饮套餐，请与住房分配办公室 (Housing
Assignments Office) 。他们的电话为517-884-5483, 邮箱
为liveon@msu.edu 。请注意：餐饮费不设退款。

COMBO EXCHANGE
Combo-X-Change计划是MSU餐食以下最令人兴奋的福
利之一。这个项目允许持有餐饮套餐的学生到Sparty‘s
便利店，Sparty’s Market, 位于MSU Union的美食广
场，Crossroads美食广场内的QUE, 和Eat at State ON-THEGO食品卡车使用一顿饭的次数去领取一个食物套餐，或
者到食堂打包外带食物。校内餐饮套餐的持有者每天只能
使用1次，周一至周日每周使用不超过6次。校外餐饮套餐
的持有者和教职员能够每周7天，每天多次使用Combo-XChange（每使用一次combo扣除一次用餐）。

请访问eatatstate.com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MSU
满足不同斯巴达人的饮
食习惯与要求
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有助学生在各方面展现出他们最好的
一面。MSU餐饮服务团队不仅在学校的食堂和小卖部向所有
学生提供各种健康食品的选择，还特别为蛋奶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无乳饮食者和无麸质饮食者准备各种适合他们
饮食要求的餐食选项，并提供犹太洁食和清真食品。MSU一
直致力于训练不同团队里的成员，并在食堂和小卖部里的菜
单中标记出食品过敏原，其中包括八大主要过敏原（牛奶、
鸡蛋、豆类、坚果类、木本坚果类、鱼类、贝壳类和小麦），还
有忌口的食物（包括酒精、牛肉和猪肉）。

除了学校的食堂外，学生还可以到校内的20家 Sparty‘s便
利店、位于1855 Place的Sparty’s Market、3家校园内的星巴
克、Eat at State ON-THE-GO餐车、2个美食广场等等的地
方享用MSU餐食。

MSU 面包店
(MSU BAKERS)

MSU 面包店服务社区已有40余年， 是一家位于校园内
生产手工制作的贝果（硬面包圈），面包，蛋糕和饼干的
面包店。 这些甜点均在MSU各食堂供应，也可以随时
在网上预订。您可以为学生订购手工制作甜点，以便在学
生毕业，生日，期末和其他特殊场合替学生庆祝。请访问
msubakers.com查看特价商品并下单。

不提供含有任何过敏原食物的食堂
位于Owen宿舍楼的Thrive at Riverwalk Market将在2019年
秋季成为校内第10个无限量供应食堂。Thrive将成为校内独
一无二，通过认证的食堂，提供完全不含八大食品过敏原（
鸡蛋，牛奶，大豆，小麦，花生，坚果，鱼和贝类），芝麻和麸
质的食物，并提供全套经过认证的无过敏原食品。MSU餐饮
服务与Neogen, MenuTrinfo和Kitchens with Confidence合
作，确保本食堂将提供无过敏原的餐饮体验。含有过敏原的
食物将不容许接触食堂内的任何设备，包括厨房和桌面，以
避免交叉接触。这样一来，学生将能够在MSU学习期间更轻
易地在各方面取得成功。

MSUtrition网站(msutrition.rhs.msu.edu/NetNutrition)允
许学生计划和记录他们的用餐，查看各种MSU餐食的营养
成分和组成材料，并基于自己对食物的过敏原和饮食偏好筛
选合适自己饮食习惯的食品。如果学生对其他食物过敏，对
食物的具体成分有疑惑，在MSUtrition找不到相关内容，或
需要更多相关信息，请联系我们的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s),电话为517-884-0660, 邮箱为info@eatatstate.com
。除此之外，MSU的厨师和食堂经理均能回答或解决学生各
种问题和需求。

Msutrition.rhs.msu.edu/NetNutrition

认识在学习生活社
区工作的教职员
认识在学习生活社区工作的教职员团队对住校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这些团队的教职员致力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于学
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资源。当遇到紧急事故或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住校学生应联系在学习生活社区内工作的教职员。

宿舍辅导员 (RESIDENT ASSISTANT)
宿舍辅导员(RA)是在学习生活社区内工作的学生工作人
员。他们住在学习生活社区内的宿舍楼和公寓楼里，并被
指派到特定楼层上或区域里工作。作为同伴，宿舍辅导员能
为学生提供各种信息，并协助他们适应学校生活。

跨文化辅导员 (INTERCULTURAL AIDES) 和
跨种族融合生活体验领导 (MULTIRACIAL UNITY LIVING EXPERIENCE LEADERS)
跨文化辅导员 (ICA) 和跨种族融合生活体验 (M-RULE) 领
导均在各宿舍楼内工作，协助不同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建立社区和促进学业成功。他们在学校各个学习生活社区
内为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学习机会，并支援学习生活社区
内的各种活动。

社区主任 (COMMUNITY DIRECTOR) 和助理
社区主任 (ASSISTANT COMMUNITY DIRECTOR)
社区主任 (CDs) 和助理社区主任 (ACDs) 致力在他们被指
派的学习生活社区内建立一个正向且具有支持性的学习环
境。他们监督和指导在宿舍楼内的工作人员，并适时执行
法规和政策。住校学生均可跟他们分享各种个人或学习上
的问题，并向他们提供能改善住校体验的想法。

维修申请 (MAINTENANCE REQUESTS)
学生需要在 liveon.msu.edu/maintenance 提交维修申
请。如遇紧急状况而需要维修，请联系宿舍楼内的服务
中心 (Service Center) 。紧急状况包括宿舍淹水，窗户
破碎或损毁等。

学习生活社区行政协调员
(NEIGHBORHOOD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OR)
学习生活社区行政协调员（NAC）在各宿舍楼工作，主要负
责管理宿舍楼里的服务中心（Service Centers）以及整
栋宿舍楼里的后勤操作。他们的职责包括协助住校学生处
理各种有关钥匙，邮箱和邮件，和刷卡权限的问题，以及其
他相关后勤工作的操作。

社区支援人员 (COMMUNITY SUPPORT STAFF)
社区支援人员（CSS）在各宿舍楼工作，主要负责管理有关
学习生活社区内的各项行政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负责管
理资讯传送，并为住校学生，校园合作伙伴和访客解疑。

住房分配办公室
(HOUSING ASSIGNMENTS OFFICE)
住房分配办公室（HAO）收集学生的校内住宿申请，协助
整合住校学生的合同更新，处理房间以及宿舍楼更换的申
请，解答有关住宿与餐饮费的问题，并和学生沟通，解答他
们任何有关住宿方面的问题和疑虑。

设备小组 (FACILITIES TEAM)
设备小组主要包括维修服务和清洁服务两个小队的工作人
员，每个小队均指派工作人员到各宿舍楼或公寓区工作。清
洁服务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公共区域，公共卫生间和宿舍
楼层的公共洗手间，而维修服务的工作人员则负责修理宿
舍和公寓楼内的设施。

多参与校内活动
在你的宿舍楼内或学习生活社区里都会有非常多能让你结
交新朋友，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加入一个学生组织是
一个与其他斯巴达人交友的好办法。

宿舍楼协会 (RESIDENCE HALLS ASSOCIATION)
宿舍楼协会 (RHA) 是一个代表全体住校学生政府组织，
致力于完善学生的校内住宿体验，保障住校学生的权利，
以及向校方反映有关学生住宿体验的疑虑。访问
rha.msu.edu 了解更多。
黑人群体和LGBTQ+群体 (Black Caucus & LGBTQ+ Caucus)
学生能在每一个MSU的学习生活社区内找到各黑人联盟
和LGBTQ+学生组织。这些组织经常欢迎新成员和同盟者
加入。

宿舍楼政府 (HALL GOVERNMENT)
每一栋宿舍楼都有自己的学生政府。请访问
studentlife.msu.edu了解详情。

大学活动委员会
(UNIVERSITY ACTIVITIES BOARD)
大学活动委员会 (UAB) 是第一个在MSU成立的学生
组织，致力于让学生为学生计划活动，以提升斯巴达人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体验。请访问uabevents.com
了解更多信息。

跨种族融合生活体验和跨文化助
理项目(MULTI-RACIAL UNITY LIVING
EXPERIENCE AND INTERCULTURAL AIDE PROGRAM)
跨种族融合生活体验和跨文化助理项目 (MRULE-ICA)
是MSU其中一个基层项目，致力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学生，
建立真挚的友情，从而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社区，协助学生
在各方面取得成功。请访问mrule.msu.edu了解更多。

学生种族委员会(COUNCIL OF RACIAL AND
ETHNIC STUDENTS)
学生种族委员会 (C.O.R.E.S) 由多个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文
化组织组成，其中包括以下学生组织：北美土著民学生组
织 (NAISO) ，黑人学生联盟 (BSA) ，亚太美国学生组织
(APASO)，以及拉丁裔学生联盟 (CRU) 。这些学生组织透
过举办各种文化和社交活动，协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
身份和文化背景。此外，这些组织均为所代表的群体倡议，
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为所代表的群体发声，并与校内的教
职员和领导合作，共同解决各种相关问题。

其他学生组织
学生可访问studentlife.msu.edu了解校内其他800余个注
册学生组织。

服务前台 (SERVICE DESKS)
宿舍楼的服务前台为学生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办理宿舍
入住和退房手续，拿取信件和包裹，换领临时电梯通行卡，
替换床上用品，借用吸尘器、或扫把等服务。
每个学习生活社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服务前台，而大多数
的服务前台都是每天24小时开放，每周开放7天。请登录
liveon.msu.edu/servicedesks了解更多详情。

安全和安保
保障MSU全体师生的安全和执行相应的安保措施对于MSU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搬进校内宿舍
伴随着新生和返校生的到来，整个MSU校园将会在八月份
的时候开始忙碌起来。为了保证所有学生均能在指定的搬
入日顺利地搬进宿舍，每一位学生将被分配到指定的时间
内搬进宿舍。学生能在My Housing账户里找到搬入日指定
时间的详情。只要每位学生根据被分派到的指定时间内搬
进宿舍，另外几千位大一新生就可以同时在搬入日内有效
率地完成整个搬进宿舍的进程。
在搬入日当天，志愿者将会在宿舍门前帮助学生卸载家具，
搬运东西到学生的房间，并为您和您的学生解答所有问
题。基于搬入日庞大的人流量和交通量，我们建议只带上足
够的人手即可。学生在宿舍房间安顿好之后，我们建议家人
和朋友在校内的其中一个食堂和学生重聚，一起用餐。
如果您的学生想要在指定搬入日和时间段前搬进宿舍，
请登陆到My Housing 账户上申请。

校园附近的酒店和宾馆
您在寻找可以在东兰辛住宿一晚的地方吗？The Kellogg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是一家由MSU经营的酒店，地
理位置优越。酒店不仅靠近东兰辛市中心，而且就坐落在
Brody宿舍楼的对面。当您在市里的时候，请务必在State
Room餐厅吃上一顿！如有需要请拨打517-432-4000直接
与餐厅联系。

• 宿舍楼走廊和电梯每天24小时上锁
• 绿灯紧急电话 (Green Emergency Phones) 遍布校园每个
角落，并设置在每一个宿舍房门外都能看见的视线范围内
• MSU警方和东兰辛消防局均在校园内设有分局，以便在紧
急事故或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率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 如遇上紧急状况，本校的警报系统将以最快的速度告知
学生和家人（若希望收到警报系统通知请访问
alert.msu.edu)
• 如果学生有任何心理或生理上的需要，可访问Olin健康中
心和MSU心理咨询与精神科服务中心
(CAPS - caps.msu.edu)

住校学生守则
根据斯巴达人生活手册 (Spartan Life handbook)，每位
MSU的学生拥有各种权利与义务。有关校内住宿的具体
规定和要求分别在校内住宿手册 (On-Campus Housing
Handbook)，基本学生守则 (General Student Regulations)
和大学住宿法规 (University Housing Regulations) 内仔细
列明。这些政策和法规致力为所有住校学生提供一个既安
全又具包容性的生活环境，从而让学生能够在良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里好好成长，学习，并在不久的将来为世界作出举
足轻重的影响。

访问liveon.msu.edu/Conduct 了解更多。

残障人士资源中心 (RESOURCE CENTER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MSU的残障人士资源中心 (RCPD) 致力于提高残障人士的能
力，让他们的能力得以全面发挥，并拥有能够充分参与任何校
内活动的机会。访问 rcpd.msu.edu 了解更多信息以及资源。

不少酒店和宾馆均坐落在校园附近，其中包括：
• Candlewood Suites East Lansing
• East Lansing Marriott at University Place
• Holiday Inn Express and Suites
• Hampton Inn East Lansing
• SpringHill Suites University Area
• Radisson Hotel Lansing at The Capitol

详细的搬家指南和搬入日资讯将会在暑假期间邮寄给学
生。

若对加入欢迎团队 (WELCOME TEAM) 感兴趣
鼓励您的学生加入MSU欢迎团队！为了确保每一位学生都
能在一年一度的搬入日拥有一个难忘且有趣的体验，热情
且友好的欢迎团队成员将负责向学生和他们的家人问好，
分派手推车，帮助学生搬运行李，并会协助指挥停车安
排。

如果您的学生是一名已被录取的秋季新生，并将会在校居
住，他将被邀请申请加入欢迎团队。申请截至日期为8月
16日。如果被选中，学生可以提前搬进宿舍，在搬入日期
间享受免费餐饮，并获取免费的志愿者T恤。赶快登入My
Housing去申请吧！

校内工作
在校内工作能为学生带来很多好处。开始大学生涯固然是
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在校工作更能为学生提供更多
拓展人际网络，认识新朋友的机会。除此之外，在校工作更
能让学生获得课本以外的各种技能。

日程，在学生上课或进行学术活动以外的时间为他们编排
相应的工作时间表。同时，我们为学生提供一个有趣的工作
环境。在校工作的经验将会在您的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时提
供无数的优势。

RHS雇佣办公室 (RHS Employment office) 的每一位员工
均以学生的利益为优先。办公室一向弹性处理学生繁忙的

访问rhs.msu.edu了解更多的信息，并查看职位空缺。

2020-2021 年校内住宿申请安排
2020-2021学年的校内住宿申请将会在2019年10月开放。对
学生来说，要在这个时间点决定下一学年的居住地点或许
有点太早。可是，学生并不需要马上作决定。学生只需要在
2020年4月或以前选定希望能在下一个学年居住的宿舍房
间，就能申请在下一个学年继续在校内居住。住宿办公室
希望学生能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充分地探索和了解MSU各学
习生活社区和宿舍楼的特点，以便能在学校内找到一个像
家一样的地方居住。校外公寓大楼的代表将会渐渐地开始
向您的学生添加压力，促使他们赶快签订校外居住合同。
请务必提醒学生不要着急，并鼓励他们参观校内不同的宿
舍楼和公寓区，再确定最终的住宿安排。

2019
八月

24-25 	新生搬入日
25 UAB 露天电影放映
26 	返校生搬入日
		 (UFest)

28
2
16
28-29

6
9-13
13

秋季课程开始

九月
节庆假日，大学关闭

十月
期中

十一月
节庆假日，大学关闭

十二月
秋季课程结束

寒假住宿
伴随着秋季学期的结束，安排好寒假期间的住宿对于学生
们来说尤其重要。有一些学生会出外旅游，有一些学生会回
家度假几周，其他学生则选择留在宁静的校园内工作，学习
或休息。学生可以选择在所分派到的宿舍楼关闭时间后短
暂居住一至两天，也可以在规定的返校日前一至两天回到
宿舍。
想要申请假期期间留在宿舍，晚留或者提前抵达宿舍，学生
应访问liveon.msu.edu, 登录My Housing账户申请并预留
房间。

2020
6 	
20
26
2-6
24
27
1
11

一月

春季课程开始
节庆假日，大学关闭

二月

分享爱心
ProudBox是一个专为斯巴达学生
设计的一款月计划包裹。每一个包
裹大概有三至五个物品，其中包括
带有MSU标志的衣服，比赛日装饰
物，纪念品以及糖果！想要订阅访
问proundbox.com.

期中

三月
春假

四月
春季课程结束
春季期末考试开始

五月
春季期末考试结束

住房分配办公室
HOUSING ASSIGNMENTS OFFICE
1-877-954-8366
liveon@msu.edu
liveon.msu.edu

暑期课程开始

秋季期末考试
宿舍楼关闭

特别感谢蔡霖澜和刘睿同学对住宿和餐饮手册中文版本的翻译工作。

餐饮服务
CULINARY SERVICES
517-884-0660
info@eatatstate.com
eatatsta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