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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14日上午11：30至下午2点在

Ashburton图书馆举行了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

年会。与会者30人左右(包括一小部分家属)。       

       谢亿民会长主持了会议并做了前面几年的工作

总结。接着财长方青做财务收支报告。理事及本校

友会创建人张厥樑向与会者介绍了交大校友会的创

办和发展史。随后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最后确定的

新理事会成员有：会长张雪花、副会长王月英和王

葆、秘书长张志颖、财长方青、及理事顾敏、蒋

琴、项翔、谢卫华、谢亿民、张厥樑、祝师杰。 

       午宴上,  大家分享了各自带来的丰盛食品, 一边

叙旧交友, 一边为校友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前任理

事石坚的妹妹也特地赶来谢谢大家为她哥哥的不幸

去世所举办的追悼仪式和给与的捐助。浓得化不开

的校友情意在与会者中间传递升华!  

张志颖 199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应用化学及技术经济双

学士（89级）。1993-2003于

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研究院

从事材料测试研究工作。2003

年9月移民至墨尔本后一直从

事旅游工作。2010年3月开办

凤凰旅行社，主要服务项目为

安排澳洲境内境外旅游，国际

国内机票，游轮，酒店及各类

签证服务。 

 

 

 

 

 

张雪花  2004年11月于上海交

通大学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博

士学位。导师是生命科学学院

的胡钧教授。 在2005年得到

“奋进博士后”的资助，在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做博士后。

2006年来到墨尔本大学继续做

博士后。2009年至今带领一个

独立的研究小组。 已与中国、

新加坡、日本、德国、荷兰和

美国的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学

术联系。2012年，在荷兰

Twente 大学做了半年的访问

学者。从2014年7月起，加入

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担任

化学工程副教授。在2014年10

月兼任 Twente 大学的流体力

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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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新年特

刊。以后简报的编辑出

版主要由王月英和张志

颖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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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433 41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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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英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外语系英语专业(77级)，

1982-1986 任长江流域办公室

科技翻译，1986-1996 西安交

大人文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1996来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

并于2002年由技术移民转为澳

洲公民。1996年至今18年中完

成双硕士学位：1998年获RMIT 

大学教育硕士（教育领导与管

理）和 2006年获墨尔本大学教

育硕士（英语教学）。另外，

2003年获Monash大学中文教学

专科学位(VIT) 。2007年成为

NAATI 翻译。在澳洲主要从事

中学VCE和 IB 中文教学。现在

Wesley College 工作（教学/管

理/翻译）。 



  

 

                                    母校 

 西安交大“校友亲和使者计划”是校友关系发展部2010年启动的重点项目，目标是

让每个班级、每个学生社团和学生组织都至少有1-2名热心校友，承担所在团体与学校

联络的职责。截止目前，学校已经聘请了1600余位校友亲和使者。其中，当年的应届

毕业生占70%，往届毕业生占30%，涵盖了从1965届至今不同学年、不同专业的校友积

极分子，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校友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校友与母校的沟通与交

流。 

（来源：交大新闻网 日期 2014-06-23 16:40 点击：9381） 

 

上海交大 2014年12月11日，悉尼大学法学院Joellen Riley院长Vivienne Bath教授来访凯原法学院。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院长助理翁

小川在凯原法学楼贵宾室接待了来宾，洽谈了学术领域的合作。 

季卫东介绍了凯原法学院的基本情况，凯原法学院是一所很年轻的法学院，迄今为止有12年的历史，但是发展十分迅猛。目前，凯原

法学院不仅有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自2010年以来还开设了针对国际留学生的LL.M.和S.J.D.学位项目。学院现建有23

门全英文授课的中国法法学课程，在籍外国留学生达30人以上。 Joellen Riley介绍了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情况，并表示在澳洲，目前渴望

了解中国的学生非常多，尤其是在悉尼大学法学院，很多学生希望学习中国法，来中国留学。悉尼大学法学院也非常欢迎外国学生，

特别是中国学生前来交流。 Joellen Riley强调了其对跨学科的研究方面的重视，如悉尼大学法学院在法学和医学方面的跨学科交叉研

究。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发布时间]: 201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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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大 校友卡办理流程温馨提示： 1、校友卡有效期为五年，到期需重新补办，将于每年5月和10月集中为校友免费办理校友卡。

2、办理校友卡需要到学校校友会进行资料登记，也可登陆北京交通大学校友会网站（http://alumni.bjtu.edu.cn）进入“校友之家”--

“下载专区”下载校友个人信息收集表，并将填写好的校友个人信息收集表以及电子版正面免冠证件照一张（jpg格式，大小在20-100k

之间）发送至校友会邮箱（jdxyh@bjtu.edu.cn），邮箱标题格式为：“办理校友卡+学号+姓名”。3、请办理校友卡的校友上半年5月

10日前或者下半年10月10日前提交办理资料。校友卡专属服务：1、校友卡是参加各地校友会活动的凭证   2、凭校友卡校友可进入图

书馆阅览图书馆藏书  3、凭校友卡入住红果园宾馆享受客房8折优惠   4、凭校友卡入住北京友谊宾馆不同房型享受客房门市价2-5折优

惠    5、凭校友卡入住北京铁道大厦不同房型享受客房门市价3-6折优惠    6、凭校友卡入住北京梅苑饭店不同房型享受客房门市价8.3

折优惠     7、凭校友卡入住北京铁科嘉苑饭店不同房型享受客房门市价4-5折折优惠 

校友卡办理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2号北京交通大学知行大厦八层8211室北京交通大学校友会，电话：51682217      邮箱：jdxyh@bjtu.edu.cn 

 西南交大                   最后一公里的聊天——徐飞校长在西南交通大学2014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 

担当是什么？我以为，担当就是担起该担的担子，就像货郎的翻山越岭，农夫的精耕细作，读书人的修齐治平。担当是一种责任、能

力和胸怀；是一种坚毅、秉持和恪守。简言之，“责任”与“坚毅”加在一起，可视为担当。换言之，担当是人的脊梁，是人立天地

间的支柱。一个人可以不伟大，但一定要有担当：说到的事就要做到，该做的事就当仁不让，揽下来的事就要扛住，做错的事就要承

担后果。进言之，担当是现代契约精神的核心，是人走向成熟最可贵的气质。 

怎么去担当？担当并非空洞、抽象，担当是具象的，我以为它有“三头六臂”。它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招手并发出最迫切的

邀请。它“肩头宽，骨头硬，心头热”，它有“一双跨山踏海之臂，一双排沙简金之臂，一双拨云见日之臂”。心头热，就是心里一

定装着团队、集体和大家，装着家国天下。进入社会你们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就要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地跟困顿、逆境和命运抗

争，相信日拱一卒，迟早将军。（摘自西南交通大学校友会·母校今昔·母校新闻）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于1958年由原交通大学的学院及校友在台建立                       （来源:去台湾旅游网） 



  

 

                                科技与人文 

                       生活与健康 

  

Cancer Treatment （ Ben Hirschler） 

 

LONDON (Reuters) - British scientists have developed a new use for 3D printing, putting it to work 

to create personalised replica models of cancerous parts of the body to allow doctors to target tu-

mours more precisely. 

The initiative is the latest example of medicine harnessing the rapidly emerg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used to manufacture some medical implants. 

                                                                                             （December 17, 2014, 11:05am）                                           

                             《宽心谣》  

日出东海落西山，喜也一天，忧也一天； 

恩恩怨怨随风卷，天也无边，地也无边； 

茫茫四海人无数，早也忙碌，晚也忙碌； 

人生似鸟同林宿，退也一步，进也一步； 

功禄财气顺自然，来也罢了，去也罢了； 

为人处世眼界宽，高也和善，低也和善；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居室好歹不高攀，大也栖身，小也栖身； 

旧衣新衫不挑拣，好也御寒，赖也御寒； 

夫妻厮守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 

 

领取薪金有几许，多也无怨，少也无怨； 

不义之财不可取，进也是祸，出也是祸； 

花开能有几时红，爱也兮兮，恨也兮兮； 

喜逢好友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 

莫为体态费心悬，胖也美观，瘦也美观； 

邻里亲朋广积善，老也不嫌，少也不嫌； 

骨肉亲情常祝愿，朝也平安，夕也平安； 

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作者：92岁赵朴初，源自腾讯新闻） 

           

人体真正健康的 5大标志        （2014年12月18日09:32  中国网 ）  

 

第一是心肺功能好心脏和肺脏是主要的内脏器官。一般来说，心跳减慢是一种好现象，能使心脏在跳动后有较长的时间进行休息，不容易发

生疲劳，可以为参加体力劳动储备力量，即使担负重体力劳动，也不致心跳过速而发生心慌头晕等不舒服的感觉。健康的肺脏，肺活量比一

般人大，肺内气体交换良好，胸廓发达，呼吸肌强壮、呼吸缓慢而深沉，每分钟呼吸10次左右就能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要。 

第二是生长发育良好。健康的人，身体发育比较好，表现为个子高大，身材匀称，肌肉丰满，四肢有力。当然，身体发育的好坏，还和地区

、遗传、种族、营养等有关系，不能单从这一方面来判断。 

第三是身体素质好肌肉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素质的差别，能够反应出人的神经系统和内脏的功能。因此它也是健

康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好不管是工作、学习、思考、判断，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行动都受大脑的支配。平时吃得香，睡得甜，不头

痛，不失眠，工作效率高，无疑是一种健康的表现。 

第五是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和抗病能力强当外界气温升高时，身体通过皮肤毛细血管的扩张向外散热；当外界温度降低时，身体通过肌肉产热

，皮肤血管收缩，减少向外散热，以便保持体温的平衡。健康的人，天热了不易中暑，天冷了不易感冒就是这个道理。  
                      

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虽然和先天遗传有关系，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后天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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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0019/index.html
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0017/index.html
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0017/index.html
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0183/index.html
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0017/index.html
http://health.sina.com.cn/disease/ku/01544/index.html


  

 

 

交大澳大利亚校友会（JTUAAA）目前有

登记注册的会员132人，其中上海交大98

人，西安交大20人，北京交大4人，西南

交大3人，另有若干会员的信息不全。 

 

理事会将在正在与校友会名册上的所有

会员核对联系方式和相关信息，争取确

保校友会联系方式畅通，所有活动及会

议通知能及时准确发送达每一位会员。 

 

希望各位会员能将交大澳大利亚校友会

的信息传递给更多生活、工作、学习在

澳洲的交大校友及家属，欢迎他们加入

校友会。交大校友会愿成为校友与母校

及校友之间的联谊平台。 

 

                              张志颖  （秘书长） 

 

 

 

 

会员缴费方式： 

 直接交给财长方青 

 直接交给秘书长张志颖 

 网上转帐 

 去银行交费（请标注交费人的姓名+ 

原因，如 Membership Fee) 

-银行名称：Commonwealth Bank 

-分行号(BSB): 063-103 

-帐号(Account No,): 1039 9794 

-帐户名称(Account Title): 

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us-

tralia INC. 

本校友会收支结余状况i： 

2014 年会前结余：AUD $ 178.30 

2014年会会址租金：AUD $ 25 

2015迎春联欢会址租金：AUD $ 26 

2014年会收到会费：AUD $ 200 

2015年元月开户存入银行：AUD $ 327.30                                                                                 

                                          方青  （财长） 

 

建立校友会网站的目的、经费、建议： 

建立校友会网站的目的是在校友、母校、社会

间搭建一个更通畅有效的沟通桥梁，也为协会

存储文字图片录像资料，为会员传递和交换信

息。建立网站的首笔经费$20由祝师杰主动提

出赞助。施浩校友积极提供建网站的技术支

持。 希望网站能在大家的支持下逐渐完善。 

网上目前可查信息: 

-校友会新闻 

-校友会理事会介绍 

-校友会会员通讯录 

-校友会活动通知和文字和图片记录 

--校友会历史资料（文字和图片记录） 

--校友会简报 

-校友会章程 

-母校网址及信息 

校友会网址: 

www.jtuaaa.org                                               

                                         祝师杰 （理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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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8日。长安冬晴，阳光漫洒。走

在亲和苑里，想起一月前那场校友盛会。 有

朋自远方来的欣喜之情，会场上的肺腑之

言，花园里的笑语欢声犹在眼前。光阴却已

经不饶人的继续向前了。一个月间，各地

区、各行业的学长们凭着热情热心，或通过

召集专题会议，或利用每一次相聚，将母校

对校友的想念与祝福，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思

路一一传递出去。而校友们对母校的拳拳之

心，跃跃之念，更是令人动容。今天的【交

大思语】栏目刊发的，就是原西安交通大学

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丘进在西安交大厦门校

友会理事会上的书面发言。其言切切，值得

大家学习与思考。从本期开始，西安交通大

学校友会微信平台也稍做改版。定名为《西

安交通大学校友会·思源》，后面不再添加

“会刊”等词，为的是更加突出交通大学饮

水思源文化的特质。饮水思源是交大人内心

的坚守和风骨。 母校与校友荣辱相关，西安

交通大学永远是全体交大人的大学，所以在

追梦的路上，需要全体交大人一同努力，奋

起和前行。 

           校友关系发展部 (2014年11月18日) 

                            选载：王褒 （副会长） 

    理事专栏 

 

2015年度活动计划 

-理事会 

  
 

A. 春节庆祝会 ：2015年2月28日，  周六； Ashburton Library 

 

B.    端午郊游 :     2015年6月8日，    周一；Jells Park  

 

C.       中秋节庆；    2015年9月27日，  周日； Mt. Danenong         

 

D. 2015年会：   2015年11月29日， 周日； Ashburton Library 

 

 
                                                                                                                                               
                                                                                         

                                                                                           本期主编： 王月英  （副会长）                              



  

 

 

 

                            第一章   会名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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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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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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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是非政治性组织和非盈利性机构。 

 

第三章   会员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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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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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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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理事会 

第八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若干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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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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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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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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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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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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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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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终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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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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