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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致力于促进海内外校友间、校友与母校间的联系与合作，服务广大校友，

凝聚校友情感，汇聚校友力量，助力校友事业发展，为母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来自校友的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通过地区、行业、院系等维度加强校友组织建设，通过盛宅·校友之家、校友卡、

校友 jAccount 账号、校友热线等载体服务校友，通过校友返校、校友论坛、文体活动等打造校友

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上海交大校友网、《思源》、《上海交大报（校友月末版）》和《上海交大校友

电子信息报》等媒介，宣传校友与母校最新发展。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正携手全球30万“交大人”、近百个校友组织，积极推动学校校友工作的

开展和发展，为“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社会”不懈努力。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简介

联系方式 

网     站：http://alumni.sjtu.edu.cn/

微     博：@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

邮     箱：alumni@sjtu.edu.cn

校友热线：4001801896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
微信公众号

校友接待中心：

徐汇校区盛宅·校友之家（联系电话：021-62933535）

闵行校区校友卡办理处（菁菁堂北侧，联系电话：021-5474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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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官方

门户网站。这里及时为您传递

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信息，这

里有您想要知道的相关通知公

告，这里您可以参与众筹、助

力母校，这里您可以阅览校友

报刊杂志，这里我们初衷不改

为您服务！

1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网

2 微信公众号

3 订阅校友刊物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为您推送最新、最全的母校及校友会要

闻、资讯，它用生动活泼的图文呈现丰富

多彩的校友活动，它为您娓娓讲述交大人

的故事、交大人的观点。通过它，注册

jAccount、报名校友活动、获取校友优惠、

助力母校发展……是您口袋里的校友事务

百事通。

扫描二维码
进入上海交通
大学校友网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
微信公众号

《思源》，每季发行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会刊，以生动的图

文展示母校与校友动态。

《上海交大报（校友月末版）》，每月月末发行，通过邮寄将

报纸送到校友身边。 扫描二维码 
订阅校友刊物

《上海交大校友电子信息报》，每月月初发行，通过 E-mail

定期向校友传达最新资讯。

获
得
母
校
和

校
友
会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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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是学校、学院最宝贵

的财富，也是学校大家庭中最重

要的成员之一。各学院校友工作

部门是校友与母校终身联系的纽

带、校友资源充分整合的平台、

为校友提供各类后续服务的窗

口。通过提供校友服务与组织各

种活动，把校友与校友、校友与

学院、校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

起，充分发挥学院校友工作部门

的作用，积极开发校友资源，支

持校友取得更大的成功。

部分校友工作老师合影

扫描二维码  
获取学院校友工作老师联系方式

同班同学间具有更加亲密的感情和更加紧密的联系。班级理事经班级同学推荐、个人自荐

报名，由院系汇总后推荐给学校，并由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核准聘任，聘期五年。班级理事这一

光荣称号，承载着母校的殷切期望，将担负起本班校友联络工作，及时将母校及校友会信息传递

给所在班级的每一位校友，也将校友信息反馈予母校；同时，要积极发起、组织本班级或本年级

校友的聚会，搭建起母校与校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若您所在的班级尚无班级理事，敬请与相关

学院校友工作老师联系推荐。

2018 届本科生班级理事聘任

联
系
母
校
和

校
友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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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院校友工作部门

2 班级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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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获取地区校友会联系方式

在国内多个地区，以及校友相对集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组织。地区校友会是当地校友的家，是团结各地

校友，加强母校与校友联系的重要纽带，弘扬母校精神文化、传播

学校品牌的重要阵地。地区校友会积极组建各类校友兴趣俱乐部、

展开特色校友活动，丰富校友生活工作。同时，推进校地合作与交流，

为母校、校友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日本校友会换届大会

湖南校友会成立

香港校友会成立

交大桃李遍天下，各行各业都有交大学子的身影，他们为行业进

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行业校友会旨在建立行业校友之间及

校友与母校间相互支持的平台，通过产学研及人才培养合作，凝聚行

业校友的力量，致力于促进相关领域的校友间交流，发挥行业交叉优

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助力行业校友发展。同时，也为参与者创

造价值，提升母校在该行业的影响力，支持母校的建设与发展。

集成电路分会成立

硅谷校友大团聚暨

创业创投联合会

“交大创业帮”

硅谷站系列活动

扫描二维码 
获取行业校友会联系方式

4 行业校友会3 地区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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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我们亲爱的母校迎来又一年生日，数以千计的校友从海内外相聚在东海之滨的美

丽校园，带着对母校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学的思念，对青春的回忆，感受今日之母校，

展望未来之美好。想回母校走走的您，赶紧联系所在院系校友工作老师吧！

因“思源”而“聚人”，因“情缘”而“聚心”，因“愿景”而“聚力”。为更好地向

返校的各届校友提供贴心服务，营造温馨的回家氛围，校友会联合院系“校院协同”，满足校

友在一年中随时返校的需求，对于以班级为单位集体返校的校友，提供标准化的菜单式服务。

1995 届应用化学系 11212 班，1991-2015 年间在母校留下的六张合影

可领取返校大礼包

购买学校纪念品享受校友优惠价

享受学校餐饮住宿校友优惠价

学校食堂体验午餐

建校 122 周年纪念大会校
友
返
校
日
和

校
友
返
校

04

1 校友返校日

2 校友日常返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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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count 是上海交通大学统一身份认证

账号，该账号作为校友终身账号，不仅可用于

识别校友身份，还可访问各项校友服务，如校

园Wi-Fi、校友专用数字资源等。从2015年 4

月8日起，面向所有取得上海交通大学学历学

位的校友开放申请。

您也可以关注“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微信号（微

信号：SJTUAA），访问校友服务大厅，了解母校及校友

动态、获知返校服务、报名参加校友活动、参与众筹助力

母校发展、了解各地校友会联系方式、为母校发展建言献

策等，欢迎广大校友积极关注交大人的线上家园。

jAccount 登录页面

微信端服务大厅页面

校友在申请 jAccount 后，可申请校友邮箱，邮箱域名为 @

alumni.sjtu.edu.cn，邮箱格式为“jAccount”@alumni.sjtu.edu.

cn，邮箱容量 5G，最大附件 50M。校友邮箱是校友的终身邮箱，不

仅可用于识别校友身份，还是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之间沟通的桥梁，

即使双方远在天边，也可和昔日同窗好友们联系。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详情

校
友
专
享
服
务

05

1 校友 jAccount 

2 校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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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卡是面向校友

发行的实名制卡，是母校和校友之间

的联系纽带，具有纪念意义和服务功

能，包括服务有图书馆开放，徐汇、

闵行校区餐厅用餐、纪念品优惠价等。

试发行期间暂仅向全日制教育毕业离

校的校友申办。在校师生员工已有校

园卡，此校友卡无法申办。

 学校图书馆（闵行校区主馆、包玉刚图书馆、

 李政道图书馆，徐汇校区社科馆），校友可 

 凭校友卡在入口通道刷卡入馆及阅览开放部 

 分图书馆数字资源

 校友于徐汇、闵行校区食堂可刷卡就餐（* 

 由于校友不享受学生的伙食补贴，将收取 

 20% 搭伙费）

 预约及入住时出示校友卡，徐汇校区教师活 

 动中心、博学楼，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 

 为校友提供校内教职工同等优惠

 致远游泳馆：可享受校内教职工优惠项目及 

 价格。也可关注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微号， 

 办理校友“游泳健身优惠券”，享受此项优惠

 徐汇校区体育馆：可享受校内教职工优惠项 

 目及价格

 霍英东体育中心：可享受校内教职工优惠

 价格 

 校友在纪念品中心出示校友卡购买纪念品可 

 享受校内教职工优惠价格

时  间：周一至周五 9:00—16:3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

地  址：闵行校区校友卡办理处

 （菁菁堂北侧玻璃房）

时  间：周二至周日 09:00—19:30

 （周一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

地  址：徐汇校区盛宅·校友之家

 （华山路门校保卫处南侧）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校友，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携手校友企业华住酒店集团、昂立教育集团

为您提供相关优惠服务项目。我校校友季琦创立的华住酒店集团为广大校友提供住宿优惠及预

订便利，交大校友通过专属预订途径，即可享受华住铂金会员才能享有的优惠；始于 1984 年

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大学生勤工俭学中心、“昂立教育”品牌为广大校友提供课程优

惠及讲座服务。校友会也将继续引入更多优质校友企业服务，期待您的关注与参与！

在昂立教育集团上海任一学校报读课程均享受学费 9 折优惠；

优先参加昂立教育集团组织安排的大型公益讲座与咨询服务。

门市价 85 折优惠；

预订时间保留至 20:00，延迟退房时间至 14:00。

以上活动均以华住酒店集团官网为准，全国适用。

房间含早餐优惠待遇；

扫描二维码
获知预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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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宅·校友之家位置图

201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121周年校庆之际，

“盛宅·校友之家”正式启用。这座坐落在徐汇校

区的古典小墅，曾是交大创始人盛宣怀家族的私宅，

还曾作为“女生宿舍”引领沪上风尚，做过幼儿园、

办公室，经历过交大百年变迁。如今已成为交大校

友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有咖啡厅、校友活动室、会

议室等供校友们开展活动、好友相聚，并不定期地

举行校友专题作品展览和主题活动。

为了更好地服务校友班级返校及校友组织活

动，统筹使用时间，校友活动室及会议室需要校友

们提前通过校友总会办公室老师、院系校友工作老

师预订。咖啡厅无需预约。

1、2、3. 盛宅·校友之家内景

4. 盛宅·校友之家外景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

盛宅·校友之家详情

1

2

3
4

“中银交大校友认同卡”不仅具

备中国银行基本功能与服务，更针对

交大的广大师生校友，推出独有的特

色服务。卡片上印有校友在校园时代

的班级编号，持卡进行消费时，中国

银行会根据交易金额为“中银交大－

饮水思源”校友基金添砖加瓦，同时

校友也可以通过校友认同卡对母校进

行捐赠。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校友认同卡详情

校友认同卡样张

校友服务热线 4001801896 是校友会全心服务校友和加强校友联

系的有力举措，通过早八点到晚八点的无线联通，将校友服务延伸到 8

小时之外，热情为广大校友提供全年无休的全方位服务。

54 校友服务热线盛宅·校友之家

6 中银交大校友认同卡（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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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校友年度捐赠”是由上海

交通大学校友总会自 2004 年发起，为

弘扬“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光荣传

统，助力母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设立

的一项长期计划，至今已有十余载，在

帮助母校人才培养、扶持学科建设、改

善校园环境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校友可通过邮局汇款、银行转账、

网上支付、微信捐赠等各种方式参与进

来，助力母校发展。

通过多种途径与在校生交流互

动，分享职场经验和人生感悟，指导

学弟学妹们成长，这是一种传承，也

是一种引领；是一份光荣，也是一份

回报；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欢迎更多校友加入校友导师计划，与

所在院系校友工作老师取得联系，齐

心协力，为新一代交大学子的成长奉

献更多的热忱、智慧和行动！

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你们收获了不断增长的人生阅历，不断

开阔的视野，但依然怀揣着关心母校发展的赤子之心。亲爱的校友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母校发展凝聚资源，促进母校产学研交流合作，

为母校发展群策群力。为母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献计献策，为

着母校向着“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贡

献自己的力量！
扫描二维码  

为母校建言献策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捐赠详情

“铸人计划”首期校友导师项目启动仪式暨导师和
学生见面会

助
力
母
校

06

1 参与校友年度捐赠

2 校友导师计划

3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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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树木认养
个 人 捐 赠 3000

元人民币，班级

捐赠 1 万元人民

币，可在闵行校区校园中以个人

或班级名义冠名树木一棵，学校

将镌刻有认养者信息的纪念牌安

置于树木醒目处以示纪念。如果

以班级名义捐赠，捐赠班级应推

选联络人两名，以便校友会联系。

体育馆座椅认捐
上海交通大学霍英

东体育中心座椅普

通 席 认 捐 额 每 人

每席 1000 元人民币起，学校将

镌刻有认捐者信息（姓名、毕业

年、院系专业）的纪念座位牌镶

嵌于椅背醒目处以示纪念。

校园建设项目

母校把闵行校区的三处标志性景观——霍英东体育中心座椅、校友林、“紫气东来”门作为

年度捐赠的校园建设项目向广大校友推出，所筹集资金将用于校园环境建设与维护。

思源基金（非指定用途）

学生资助项目

2004 年，在“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精神感召下，校友们自发设立了校友爱心助学金，并

委托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管理。学校将长期在广大校友中推广“校友爱心助学金”和“校友励学金”项

目，资助交大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拉起校友和在校学生之间薪火相传的纽带。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

区 “ 紫 气 东 来”门

为京宫式大门，位于闵行校区东西

主轴线的东部起点，认捐额每人

5000 元人民币。学校将在东大门

校园内广场北侧交通大学创始人盛

宣怀铜像后的校史壁上篆刻捐赠者

姓名，以示纪念。

“校友爱心助学金”作为母校“思源校友

年度捐赠”的项目之一，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十

年间，我们本着“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

怀其源”之心，用年度捐赠的指定款项设立助

学金，每年资助一批家境暂时困难的在校学

生，在广大师生中有着良好的反响。该项目

100 元（或等值外币）起捐，聚沙成塔，集腋

成裘，我们相信只要多汇聚一点校友的力量，就

能为学子提供多一点的帮助。

  “校友爱心助学金”项目     “校友励学金”项目

“校友励学金”项目是校友与学生间

互动和交流的桥梁，参与校友励学金的校

友，将会与受助学生建立一对一的互助，通

过励学金给予学生物质上支持的同时，也

可担任学生的人生导师，给予他们精神

上的鼓励。每位受助学生励学金为 6500

元 / 年，您可以个人捐赠或与其他校友合

捐，也可以班级名义捐赠，可冠名所捐励

学金。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这既作为交大人共同诠释的一种精

神烙印，更是引导守望的归属感，使我

们的感情深深扎根在这个我们无比热爱

的交大家园中。我们积极倡导校友奉献

爱心，践行“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

校训，让更多需要关注的群体获得帮

助，我们更承诺将认真用好每一分捐赠

款项，让校友的爱心遍布校园。

捐赠说明：本项目起捐金额为人

民币 30 元，所有捐赠款项将汇入思源

基金，作为学校发展的非限定基金使

用。该基金主要用于各类学生活动的资

助、校园相关设施配备及科研与师资发

展等方面，所有的用途去向都会经由学

校严格审核，并接受广大校友和社会的

监督。

人民币捐赠

1   邮局汇款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总会，邮编 200240

 收款人：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

2  银行转账

 账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453359250512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上海市交通大学支行

扫描二维码登录
校友众筹平台

（请在备注栏注明“校友年度捐赠”及支持项目）

3  来校捐赠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盛宅·校友之家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老行政楼校友总会

 办公室  

 电话：4001801896      联系人：况璐

4  校友众筹平台   

 http://giving.sjtu.edu.cn/

注：重大捐赠项目请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

思源校友年度捐赠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