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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8日，Mt.Dandenong (1000 Steps, Kokoda Track)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们交大校友会的40名成员欢聚在绿树成荫、百鸟争鸣的山脚下，开始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校友端午郊游联谊活动。     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我们开展了爬山、野餐、联谊、及学舞等活动。登山者在一路欢歌笑语中轻松登顶；未参与登山者，在山下为大家布置和预备好丰盛的野餐；联谊会上，新老会员一个不落地进行了自我介绍，尤其是董勋老校友饶有兴致地大向家介绍了交大的变迁，借此时机，我们向会员公布了五位理事向校友会捐款的情况：王褒（500 澳元)、张志颖（100澳元)、祝师杰（100 澳元）、蒋琴（100 澳元)、项翔（100 澳元），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校友们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的敬意；董小维校友，即今年墨尔本联邦广场“2015冬天之光，小苹果快闪”舞蹈总教练，向校友们展示并传授了“小苹果”舞蹈的精美技艺。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校友兼理事徐山清夫妇，他们早上9点半以前就乘火车然后步行来到山脚下为大家占活动场地！活动中大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的校友会越办越好！                                                                                               王月英 （副会长） 

蔣琴     蔣琴     蔣琴     蔣琴     1982 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学計算機及電力工程系， 後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任教。1987年在新西蘭 Canterbury 

University 获得碩士學位。 1992 年在澳大利亞 Monash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學位。1992年至 2009年在 維多利亞理工大學任教至退休。
2013 年在西遊傳媒公司任經理，從事各類視頻製作，包括婚禮，企業宣傳和專題片等。 

王褒   王褒   王褒   王褒   198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液压传动及自动控制专业。1988年7月在广东佛山陶瓷集团工作，先后在车间、设备科、技术改革办公室及进口设备维修中心从事建筑陶瓷自动化设备的维修管理、消化吸收开、发 制 造 等 工 作 。1995年至2003年，担任广东省陶瓷新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及佛山市富景建材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等。1997又成立佛山市拓力液压机械厂有限公司并兼任其总经理，从事全自动超高压无模成型、冷等静压成型设备的开发制造，全自动铝型材生产设备的开发制造工作。2001年移民到澳大利亚。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      本简报是校友沟通的桥梁和展示才艺的平台。希望得到校友的积极支持和持续关注。由衷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并积极投稿! 目前简报的发行形式是电子季刊。本期为劳动节专刊。简报的编辑出版主要由王月英负责，由理事会审核通过后电邮给会员。    来稿请电邮给王月英:  
 yueyingw@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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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敏  顾敏  顾敏  顾敏  首位华裔澳洲科学院院士、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士。2011年获澳光学学会Beattie Steel奖(澳光学界最高荣誉)。
2014年获澳科学院Ian Wark奖章(澳科技界最高荣誉)。现任澳国家研究委员会桂冠教授、澳斯威本大学副校长及该校光电子学首席终身教授和微光子学中心主任、维省先进太阳能设备中心主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及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B类）、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顾问教授、中国第二、三届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北京海外人才工作顾问、第三届澳中科技教育专题大会主席和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主席及顾委主席、青岛开发区科技顾问，曾随澳洲总理教育代表团访华。 

         - 学舞学舞学舞学舞 
              -野餐野餐野餐野餐 



  

 

                                      母校母校母校母校 

                                  一分为二说校史一分为二说校史一分为二说校史一分为二说校史（撰稿：董勋） 

       2015年 6月 8日交大校友会在丹宁农国家公园举办郊游活动，校友分别从四面八方乘兴而来，登临千级山颠，又是澳大利亚公共假日，当地游人云集，到处欢声笑语，喜笑颜开。 
         众多校友，人才济济，忆往时学生时代生活，有人发问西安交大与上海交大哪一个是正宗？简单答曰：西安，上海二地交大本是同根生兄弟，五十年代同一校长，是彭康校长。为什么要一分为二？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交通大学创建于 1896年，位于上海徐家汇，初期校址内建有上院、中院，南园，总办公厅，又称容宏堂，图书馆等。是我国创建最早的两所大学之一，享誉国内，名扬天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大举侵略，国破家亡，上海南京亦相继沦陷。在北方有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西迁组建西南联大，在东南有交大浙大独立西迁继续办学。呕心沥血，坚持抗战。 
          1949年解放后，高等院校向苏联学习进行院系调整，全国高校进行大洗牌重组，步入新建和积极发展高校时期，此时中央任命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彭康为交大校长，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彭校长一身正气，大公无私，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对于院系调入或调出一视同仁。欢迎调入，关怀备至，欢送调出协助新建。其中，中央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决定将造船系专业师生全部调入交大造船系，筹建上海造船学院，效仿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受尽列强欺凌攻打，割地赔款，敌人都是从海上来。新中国站起来了，要加强海上防御，建立强大的海军。教育培养人才要跟上，彭校长十分重视，选派交大党委副书记万钧同志参加船院领导工作。      接着 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迁西安，全校师生员工响应党的号召，同心同德。1956年在彭校长的领导下积极率领交大完成内迁工作。同时 1956年，在上海举行交通大学建校 6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中央领导陆定一莅临纪念会。 
         1956年上海造船学院宣布成立，仍然在交大原校址内，除了原有船舶制造和船舶动力二个系以外，更增加机械工程和电机系等。但船院只成立一年就下马了，仍旧回归交大。同时机车车辆系和起重机专业也回归到上海。这样 1957年统一的交通大学形成为西安和上海两部分的格局，称为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并且拥有同一个校长既彭康校长。 
         在彭校长一视同仁的关怀下，对二地的教师从专业到基础给予合理的支持和调配，以机械工程系为例，贝季瑶教授、郑兆益教授留在上海，还有陈湛清、奚绍中、薛秉源等一批中年教师、陈石英教授、周志宏教授仍留上海任副校长，留在上海机械系的还有吴金提教授、周修齐教授等，留在机械原理与零件教研室的有辛一行、陈克宣、黄步玉等教授，还有部分中年教师。 
         直到 1960年因领导系统的调整，国务院批准西安、上海分别独立成为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所以，两校是同根生的双胞胎，不论伯仲。现在两校分别更加壮大了，一个屹立在祖国的西北，一个雄居在祖国的东南。海内外学子饮水思源，不忘平生受教，为振兴中华民族富民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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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赠言毕业赠言毕业赠言毕业赠言    同学们，热爱生命、热爱事业、热爱家庭。因为热爱，所以勇敢，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所以永恒。热爱是人生中最温暖的光芒，它会指引着你们追寻幸福、感受快乐。热爱是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它激励着你们踏向成功，迈向辉煌。                                                                                              （上海交大校长 张杰张杰张杰张杰， 2015年7月5日 上海交大校网）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恰恰是自己最大的不足。如果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优点，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会助长我们自身的骄傲，会助长我们对社会的负面印象，会助长我们和周围群体的剥离。                                                                                            （西安交大校长 王树国王树国王树国王树国， 2015年7月14日 西安交大校网）  一是希望大家惟勤惟实，融汇激情与实干；二是希望大家慎思明辨，善于观察与思考；三是希望大家循法守正，恪守原则与底线。在未来的生活中，道德与法律就是同学们必须坚守的底线，要耐得住寂寞、扛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做一个堂堂正正、自省自律的交大人。                                                                                              （北京交大校长 宁滨宁滨宁滨宁滨， 2015年7月13日 北京交大校网） ‘大隐隐于朝’，希望大家坚守本色，摒弃势利，淡化功利，少琢磨人多琢磨事，把宝贵的精力用在事业上。                                                                                              （西南交大校长 徐飞徐飞徐飞徐飞， 2015年7月14日 西南交大校网） 各位的未来，取决于你们兴趣与热情，但热情与人生志业需要时间的酝酿与不断的尝试，最后，祝福每一位即将踏出校园的你们，突破内心的障碍，拥抱改变，挺身而进！                                                                                                （新竹交大校长 吴妍华吴妍华吴妍华吴妍华， 2015年6月 新竹交大校网）                                                  



  

 

                               科技与科技与科技与科技与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 

                                           人体体温也能为手机充电人体体温也能为手机充电人体体温也能为手机充电人体体温也能为手机充电                   (2014-04-26 00:06:06) 科学探索 来源：ubergizmo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电气电子工程系Jo Byeong-jin 教授研究团队日前表示，他们已开发出像衣服一样可穿着，并利用体温为手机和穿戴式电子设备提供充足电力的“可穿戴式热电元件”。热电元件是指将热能量转化为电子能量的半导体元件, 这是利用连接两种金属时，如果一边高温一边低温，就会在两个电路之间产生电流的现象的元件, 一般都是由碲化铋和碲化锑等热电物质制作。新元件像普通纤维那样容易加工、比较轻便，但电力生产能力是相同重量的陶瓷类元件的
14倍。如果用贴在胳膊上的腕带形态来制作，就会产生大约40毫瓦(以气温零上20度，体温37度为基准) 的电力，大大超过了在智能带上使用的电子传感器电力消耗量。如果制作成上衣大小来穿，就可生产两瓦电力，甚至可以供手机通话。Jo Byeong-jin教授表示，目标是在3年内要使能源效率比现在多四倍，实现实用化。起初是用于辅助现有电池，但将来还可以制作没有电池的电子设备。                                                              
                                  缅怀祖父唐文治校长缅怀祖父唐文治校长缅怀祖父唐文治校长缅怀祖父唐文治校长（1865-1954，撰稿： 唐孝宽、唐浩）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滚滚向前，人类每天在地球上的个个角落迎接太阳的升起，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辛勤劳作，晚霞后，每个家庭亲友朋友们享受着团聚的温暖和收获！追求永远不懈的追求！1907年朝廷大员原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唐文治先生就任第11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任职的14 年间呕心沥血将交大从一所培养政治经济法律人才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培养实务工科人才的高等学府，一大批实业巨子和学界精英走向世界，交通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辉煌基业，就此奠基。我们不能忘记唐校长坚信“教育乃立国之根本”，提出“一等学问、一等事业、一等人才”的办学理念，开工管教育之先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普世价值观！当时生活在光绪，民国间的唐校长家庭生活和培育子女又是怎样的呢？          唐校长当时从上海回无锡路程需要一天时间，在执教期间同学生的感情如同父子兄弟，从教课育人到生活私事，从申请教育经费到社会活动关注到江苏省的办学举措，所以回一次无锡家中是很难得的机会。只有在1920年双目几近失明后，回到家乡无锡创办国专，无锡私立中学后，家中团聚一日三餐生活才走入常规。我从小经常听到父亲唐庆永（四子）讲到；祖辈家传首先注重的是德；人品端正，知道刻苦努力，永记感恩，第二，体魄强壮，精力充沛，生活简朴，尊老爱幼。也就是“崇实”精神，永远知道国家和自己缺乏的是什么！祖父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从不溺爱，不仅要求兄弟三人熟读熟记国文，书法，每天要用唐调高亢洪亮朗读诗经，楚辞和五七言诗，同时还要求他们攻读西学熟读英文。我父亲对祖父的英文打字机很有兴趣（1902年祖父从英国带回，父亲捐赠给上交大现在校史馆），在感觉已经运用自如很得意时，祖父要他必须练就到听译打字同时出稿的程度，让我父亲着实苦练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达到要求。他们兄弟三人受父亲言传身教生活十分简朴，虽然身材偏瘦视力都较差，但在田径场上都是好手。有理想有信念的长子唐庆诒，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著有“漫游记”现在国家图书馆保存。唐庆增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硕士，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据说是当时经济思想界半个巨人。唐庆永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硕士，著有”现代货币银行及商业问题”。爱国情怀促使他毕业后回国投身于教育，经济界，在新中国的多党派参政议政中代表民建工商联对国家建设尽出一己之力。他们的后代低调为社会奉献；唐孝威核物理两弹一星元勋，唐孝武为预防医学专家，在流行疾病猖獗的今天，广泛与国际交流帮助百姓。唐孝纯在中美建交时老布什的中文教师，为两国人民友好传教中华历史文化于西方大国领导 。唐孝宽为西安交大与陕西生益科技公司厂校联合建厂办学，将学校研发项目走向社会转为成果，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孜孜不倦摸索探讨。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中，科技需要发展，物质需要进步，人类更需要精神文明，我们大家如今都是为人父母，在唐文治校长诞辰150周年之际，交大每个家庭对子女仍需传承“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在社会上才能受到尊重，才能更加有所作为。大同世界浩浩荡荡愿所有交大人发扬“世界需凭骨气撑”精神，你们都是世界级精英将自己的潜能才智更出色的贡献造福于世界人民吧！同时我们唐氏家人也祝福所有交大人和家属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墨尔本交大同学会肯定越办越好！（感谢第三十九任校长张杰在2014.4.12日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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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情况 会员情况 会员情况 会员情况           截止到2015年6月，交大校友会已有182名校友登记在册，相比年初的132名，校友会成长迅速。校友会的联络体系日渐完善，微信群也已增长到 66位。校友会近况,活动通知等通过邮件微信广为传递，方便更多的校友能及时获知讯息。   
         2015年目前共有41位校友缴纳了会费。校友会理事会7月26日会议商讨决定，2016年的会费将调整为每户20元。                         张志颖 （秘书长）           

                                        财务情况财务情况财务情况财务情况        会员缴纳会费方式：会员缴纳会费方式：会员缴纳会费方式：会员缴纳会费方式：        会员可去银行交费或网上转账：     请标注交费人的姓名及所交费用名称，       如： 小明，Membership Fee)     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    银行名称(Bank)：Commonwealth Bank 分行号(BSB): 063-103 账号(Account No,): 1039 9794 账户名称(Account Title): 
        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
tion Australia INC.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目前，校友会收到的总捐款数额为900澳元. 捐款者是：王褒（$500)、张志颖（$100)、.蒋琴（$100)、项翔（$100)、祝师杰（$100)。由衷感谢各位捐款人对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微信网站情况微信网站情况微信网站情况微信网站情况        微信群微信群微信群微信群    由于校友会的徵信群正在扩大，绝大部分校友都是初次在群里相遇，这和其它如家庭成员群或老熟人群有很大差别。在我们的群里如果没有中文实名、又没有哪个交大毕业的届別。大家在群里的互相认识和沟通就十分困难。有不少校友做得非常到位，不仅有实名和届别，还放上了自已的相片。更改个人在谋个群中的名称(或昵称）并不会改变您在其它微群中的名称，技术上已经是没有问题的。如，您可点开群中右上角的双头像，然后上推屏至看到“我在本群的昵称”，即可点开更改。如同意我的建议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把自己的这些信息放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谢谢大家的合作！                         谢卫华 （理事） 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理事会决定由王月英接替祝师杰理事负责校友会网站的建站、维护和更新。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临时试运行网站，将从8月1日起暂时关停一段时间以便修改完善。何时重启，请等候通知。另外，施浩校友正在通过她的学生免费帮助我们 筹建恒久网站。最迟明年中可投入使用。在此，我们代表校友会向施浩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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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A. 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 ：：：：2015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28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Ashburton Library        
B. 端午郊游端午郊游端午郊游端午郊游 :      2015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一；  一；  一；  一；  Mt. Dandenong        
C. 中秋节活动；中秋节活动；中秋节活动；中秋节活动； 2015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日日日日；    ；    ；    ；     Jells Park            
D. 2015年会：年会：年会：年会：   2015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日日日日；    ；    ；    ；    Ashburton Library 

                                                                                                                                  
                                                                                             理事会        

 

                    

                    2015 理事会会议记录理事会会议记录理事会会议记录理事会会议记录            第三次理事会：第三次理事会：第三次理事会：第三次理事会：                        第三次理事会于2015年7月26日下午3点至5点，在博士山白马路凤凰旅行社举行。与会者有张雪花、王月英、张志颖、张厥樑、谢卫华、蒋琴、方青，及代理理事徐山清、谢勇辉。会上主要讨论了中秋节的活动安排、第三期简报、网站/微信群、
2016年会费收费方法、会员情况、与其他协会的横向联系、第二次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会议作出了以下安排：确定了中秋节活动于2015年9月20日在
Jells Park举行，并商定了活动的内容和分工。微信群由谢卫华负责，仲慧协助。明年起会费按每户20澳元收费。张厥樑和张雪花负责建立外地校友分会。通过了第二次理事会的会议记录。通过了第三期简报的形式和内容，等等。                                                                             王月英  （副会长）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会名会名会名会名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条条条条  本会的全称为“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英文全称为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ustralia，英文简称为 JTUAAA。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交通大学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包括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原上海农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包括原西安医科大学和原陕西财经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包括原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增进澳洲交大校友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促进校友事业上的发展。饮水思源，发扬交大“求实学、务实业”的传统，加强澳洲交大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和合作，沟通国际间交大校友的信息。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本会是非政治性组织和非盈利性机构。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会员会员会员会员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条条条条    曾经在交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均为交大校友。凡是目前居住在澳洲的交大校友，经与本会联系，填写会员登记表，交纳会费，承认本会的章程，即可成为本会的会员。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条条条条    会员的义务： （一）有本会各机构成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参加本会的各项活动，并可提出建议和意见； （三）对母校的各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条条条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关心本会工作，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关心母校的发展，促进学术交流； （三）未经理事会授权不以本会名义对外活动。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理事会理事会理事会理事会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若干名组成。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理事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任期二年，可以连任。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理事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理事会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本会章程，决定本会方针，组织本会活动，关心和支持会员的事业拓展。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本会为交大校友总会所承认的澳洲地区唯一的交通大学校友会组织，对外代表澳洲的交大校友，与总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总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澳洲的各州或领地可以建立分会，分会从属于本会，承认本会章程，其活动相对独立，对外代表本州或本领地的交大校友，与本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会经费由会员会费、校友捐赠和有关方面资助等组成，其支出由会长和财务共同签字有效。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章程经理事会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全体大会产生并实施。二零零七年四月七日经理事会修改，并由全体会员通过并生效。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终止活动终止活动终止活动终止活动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必要时由全体会员大会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后终止本会活动。 

 

 

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 
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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