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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來自遠方的呼喚》匯集義工愛心故事 共尋內心烏托邦

《來自遠方的呼喚》由基金義務秘書紀文鳳小姐策劃和主編，繼《二十四橋明月夜》鼓勵年輕人參與社會服務、勇於追尋夢
想之後，再次匯聚了三十多篇基金成員和義工參與建設項目的故事。本書不僅作為建橋故事的延續，更透過不同領域成員的
農村服務體驗，感召更多年輕人踏足內地農村，貢獻社會，探索人生價值，尋找心靈深處的烏托邦……
無止橋聯同明報出版社於 7 月 9 日舉行了新書發佈會，有幸邀得曾經親赴農村建橋並為新書撰稿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教授和其他作者擔任主禮嘉賓，和主編紀文鳳小姐一同主持新書發佈儀式，並分享了難忘的無止橋經歷。
新書已在香港各大書局公開發售，作者版稅將全數撥捐無止橋慈善基金，歡迎大眾多多支持！
反映出原來基金和義工的小小付出，對村 家分享，令大家感受到幫助別人最大的回報，
民卻有着極大的影響。

是心中無限的滿足，並希望大眾緣於橋，卻無
止於橋，憑藉愛心向有需要人士傳遞關愛之

「橋樑對於村民來說極為重要，小孩子風 情。
雨不改地涉水上學，在大雨時有很多小孩
被洪水沖走，造成太多悲劇，村民多年來
盼 望 修 橋， 如 今 終 於 能 夠 達 成 願 望， 而
老婆婆那急不及待要告訴兒子的心情，以
及那發自內心的真摰笑容，都令人十分感
動。」紀文鳳小姐分享，義工服務有一股
主編紀文鳳小姐提到，新書書名的靈感 無形的力量將城市人帶入農村，這些義工
來自一名學生義工的故事分享，正正表 不辭勞苦地為沒有血緣關係的村民服務，
現出無止橋「連繫兩地心」的使命：「這 深入山區感受當地村民的情誼、鄉土溫情，
名同學無意中聽到一個老婆婆在打電話 以及尋找人生的價值，而這種力量就是來
給她遠在南方打工的兒子，用鄉音高興 自遠方的呼喚。
地告訴兒子村裏的橋建好了，叫他快回 透過新書的平台，紀文鳳小姐希望將更多
來看看。」她表示，這個活生生的例子 無止橋成員的感動、反思和不同看法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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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完成的項目

甘肅馬岔村村民中心建設項目 II
繼 2014 年無止橋帶領一眾志願者到馬岔村村民中
心體驗新型夯土技術後 , 相隔一年，我們再次回來
了 ! 今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2 日，西安建築科技大
學聯合恒生管理學院無止橋團隊舉辦了馬岔村第 2
期活動。

項目地點：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
項目團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及恆生
管理學院無止橋團隊

來自香港和內地的志願者共同製做了玉米生態墻及
竹子吊頂，將可持續發展的意念以實際方式推廣至
村子裡。此外，同學亦進行了夯土墻面維護及整修、
為當地小學生舉辦知識講座、捐贈圖書及家訪等。

譚明（西安交通大學）:
這個簡潔大方的活動中心是多麼棒
的一個範例，夯土是可以美的，現
代的。結合鋼、混凝土等現代材料
和竹子、玉米棒等農村常見作物就
能打造出一個舒適、美觀、生態的
現代活動中心。我們的目標是表現
材料本身的質感，不去粉飾，因為
原本的才是最美的。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青靈村無止橋民生項目 III
青靈村 , 你好！ 2015 年 7 月 25 至 31 日，無止橋
第三次回到熟悉的青靈村進行第三個項目。30 多名
來自香港和內地的志願者在青靈村建設了名為「連
心亭」的休憩涼亭，為當地村民創造了一個新的公
共空間。同學們亦建成了一個焚燒爐，進行了廁所
維修、健康教育等民生活動。
項目地點：重慶市彭水縣諸佛鄉青靈村
項目團隊：重慶大學及香港大學（學生）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義工感言

根據當地村民意願，團隊特意依據村民和工匠口
述，用圖紙記錄了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廟，並製成模
型送給村民，重塑了青靈村村民的集體回憶。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義工感言
周靜茵 ( 香港大学 )
從準備調研直至所有項目落成，我
見證著一個又一個的項目從起初只
是電腦草圖的概念，變成一座一座
實實在在屹立於我眼前的建設，實
在令人十分振奮。最令人感動的是
每一項看似在都市中很平凡、很簡
單的工程，例如一個攀爬架、廁所
沖水系統等，在資源和工具缺乏的
農村，其實需要集合很多人的努力
和合作才能完成。每一個小步驟都
在我們各人心中留下深刻記憶。

九龍倉星光村無止橋
8 月 21 至 29 日，無止橋學生團隊和「學校起動」
計劃的中學生，一行五十多人前住重慶，合作完成
了星光村無止橋項目。
本次項目所做的工作十分多元化，在工程方面，為
村民建設了行人便橋，並針對村民用水困難的問題
為他們修建了水池，淨水桶等。在民生方面，同學
們精心策劃了以「超人」為主題的話劇，以輕鬆方
式教導小學生們公共衛生知識，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項目地點：重慶市彭水縣蘆塘鄉星光村
沈祖堯教授更化身「超人爸爸」向當地學生捐贈了
項目團隊：清華大學、重慶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無止 保溫水瓶。此外，同學們亦以星光為題在小學校舍
橋團隊
的圍牆上繪製壁畫，透過家訪與村民交流，增進了
項目贊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解。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媒體報道（視頻）| 修築心橋（香港有線電視）

桐木村無止橋
無止橋暑期項目第四波來到重慶市彭水縣桐樓鄉桐
木村！ 8 月 22 日至 28 日，來自四川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珠海學院等香港和內地高校的學生不僅齊
心完成了桐木村無止橋，亦幫當地小學進行維修和
墻壁美化工作，幫助農戶修繕窗戶等。為了向村民
推廣健康衞生知識，同學們特別將健康知識融入月
曆中，在家訪時派發給村民。

義工感言
周宏豐（香港中文大學）
與其說我們幫了村民，倒不如說我
們與他們交換了東西：我們為他們
建了一座橋；同時他們也教曉我們
珍惜，使我們體驗簡樸，同時為我
們帶來美好回憶。

義工感言
萬耀麟（四川大學）
每一次建橋，不光是為村民提供了
方便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在
短短的幾天，我們會和自己進行一
次內心深處的對話，會回到夢想開
始的地方，回到那個最初的自己。

項目地點：重慶市彭水縣桐樓鄉桐木村
項目團隊：四川大學、珠海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無止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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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項目

建橋項目
麻池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重慶彭水縣潤溪鄉麻池村
項目團隊：香港科技大學、同濟大學、重慶交通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離島扶輪社
村民為了耕種和走訪親友，曾用幾根木棒在橋點搭建了簡易木橋過河，但這種方式很不安全，曾有
多名村民跌落水中，造成嚴重受傷，甚至失去生命，建成行人便橋后，預計將有 210 位村民直接受
惠。此外，村裡的用水和貧窮戶情況也十分值得留意，團隊計劃為貧窮戶進行小型家庭服務，幫他
們裝置水管、加設窗簾等，提升他們的生活素質，並通過教育活動把關愛和衛生知識帶給他們。

那弄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省富甯縣阿用鄉那弄村
合作機構：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會
項目團隊：北京交通大學、昆明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
每到雨季和漲水季，當地學童需要老師每天冒險背著才能過河上學。若無大人帶領，孩子們也無法
過河回家，時常出現孩子在河邊哭的狀況。沒有過河設施，兩岸村民的交往亦受到影響，需約 3 小
時繞行到對岸，臨時作過河之用的簡易木橋和石塊亦十分危險。橋樑建成後，將方便兩岸 1,025 名
村民過河農作，153 名小學生上學也更加安全。

鹿平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重慶市彭水縣平安鎮鹿平村
項目團隊：清華大學、重慶大學、香港大學（學生）無止橋團隊
平時，村民在水流比較窄的地方踩石頭過河。但雨季到來時，水面一旦上漲便無法過河，需要繞行
山路 1 個多小時。每年雨季集中在 3 至 9 月，該段時間內常水位 60-80cm，最高水位達 140cm，漲
水時期曾發生小孩過河掉進河裡或把牛沖走的情況。團隊於橋點建設行人便橋，將方便當地學生及
村民出入，約有 390 人會直接受惠。

農村示範項目
甘肅馬岔村村民活動中心

貴州黔東南岜扒傳統村落保護與
發展綜合研究與示範

項目地點：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
核心項目團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地點：
貴州省黔東南自治州從江縣高增鄉岜扒村

在核心團隊的指導下，經過當地村民和兩批志願者的齊心努
力，村民活動中心建設即將進入尾聲！作為現代夯土建築，該
中心在建設中實現了多項突破，例如應用現代夯土技術，完成
了夯築高層夯土建築的挑戰，中心最高建築有 3 層樓高；此外，
屋頂採用鋼結構而非常用的混凝土，不僅重量輕承重效果佳，
還較為經濟且具有可回收性，因此比較環保。

無止橋慈善基金聯合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貴州師範大學等團隊於
2014 年 6 月起對黔東南地區傳統村落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考察
後，選擇岜扒村作為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示範點。該村的傳統文
化與景觀格局保留得較為完整。

村民活動中心融合了眾多環保生態的民間工藝，中心集幼兒
園、商店、戲台等場所於一體，建成後不僅方便當地村民生活，
也有望為當地綠色民居建設提供示範作用，推動農村可持續發
展。

基金得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支持，於 2015 年 9 月正式啟動了
岜扒村參與性社區調查，對聚落生態空間、寨子的生產生活、村
民的意願等進行了詳細了解，梳理出村落存在的問題，將在充
分尊重地方傳統、文化和自然環境的前提下，進行岜扒傳統村落
保護與發展的參與性規劃，希望為岜扒村尋找一條可持續發展路
徑，並推動以村民為主體的保護與建設活動，資助並指導村民開
展文化傳承、經濟發展、環境治理、民居改善等項目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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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設
Learn to Serve 無止橋大學團隊訓練營 2015
今年的無止橋大學團隊訓練營主題為「Learn to Serve」，旨在透過
訓練營的各項活動拋磚引玉，令香港和內地無止橋團隊深入思考如何
更好地幫助農村改善生活環境。在 9 月 30 到 10 月 4 日內，來自香
港和內地超過 100 名無止橋成員齊聚香港，共同學習了網箱橋設計
與施工、水文及地質觀察、施工安全、現代夯土綠色民居建造等與建
設施工息息相關的課程，同時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介入手法、公共衛生
教育模擬活動等也讓大家對於怎樣做好民生項目有了更多了解。
此外，同學們在交流營中分享項目經驗，在團隊建設遊戲中學習如何
增強團隊凝聚力，在出外考察中觀賞香港古橋、香港仔漁民生活文
化、探訪學生社企等等。為了感謝過去一年時間同學們的辛苦努力，
在交流營的尾聲特別頒發了 2014 - 15 年度獎項，來看看各個獎項都
花落誰家吧！
特別鳴謝策略夥伴及贊助：利希慎基金

2014 - 15 年度獎項
最佳無止橋項目
周大福無止橋（雲南大瓦遮村阿窩主大寨）

最佳橋樑項目
插旗村無止橋（重慶萬州區彈子鎮插旗村）

最佳民生項目
九龍倉星光村無止橋（重慶彭水縣盧塘鄉星光村）
周大福無止橋（雲南大瓦遮村阿窩主大寨）

傑出表現金獎 ( 香港團隊 )
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
香港大學（學生）無止橋團隊

傑出表現金獎 ( 內地團隊 )
重慶交通大學和重慶大學無止橋團隊

傑出表現銀獎 ( 香港團隊 )
香港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

傑出表現銀獎 ( 內地團隊 )
清華大學無止橋團隊

網箱橋實驗
提升建橋技術
9 月初，在重慶交通大學和重慶大
學無止橋團隊的組織下，香港和內
地其他大學團隊核心成員來到重慶
進行了網箱橋實驗，其中包括承壓
試驗和沖刷試驗等。希望實驗數據
能幫助無止橋提升網箱橋建造技
術，為村民更加高效地建設人行便

特別鳴謝策略夥伴及贊助：利希慎基金

橋。

迎新會十月底在西安建築科
技大學展開，迎接新成員的
同時也透過急救培訓提高團
隊的急救應變能力，確保施
工安全。
特別感謝：黃靜怡女士
（義務急救導師）

通過調研和參與建橋項目，發現內地貧困農村
公共衛生狀況有待改善？希望幫助村民們提高
健康和備災意識，但對如何策劃項目心存困
惑？齊來學習如何在農村推廣健康及備災知識
吧！
無止橋和 CCOUC 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目前
合作出版了《中國農村健康及備災培訓手冊》，
以公共衞生理論為基礎，輔以相關案例，介紹
如何在內地偏遠農村策劃健康及備災項目，以

內地急救訓練
確保施工安全
無止橋年度內地急救訓練暨

《中國農村健康及備災培訓手冊》

及當中須要注意的地方，以供農村發展項目的
前綫組織者和志願者參考。
【手冊福利】
我們精心設計了第五章節中項目實例的海報，每一張
手繪版海報都可點擊下載直接使用噢，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瀏覽以下電子版噢！
《中國農村健康及備災培訓手冊》| 電子版
→繁體版 →簡體版
特別鳴謝策略夥伴及贊助：利希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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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推廣

暢談農村發展議題 「無止匯」系列講座接連開講
「無止匯」講座系列請來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在六月和十月分別舉辦兩場公開講座，與關注農村發展議題的朋友共同
探討內地農村的垃圾處理問題，暢談如何保護和發展傳統古村落……

「中國農村垃圾處理初探」
本次講座邀請到社區伙伴高級項目官員韋羅東先生和前香港地球之友中國項目經理陳志強先生，兩位經驗豐富的發展工作
者就內地農村垃圾處理問題分享心得。 兩位講者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改變村民和政府人員對處理垃圾的意識比處理垃圾更
重要，加上將垃圾分類，把廚餘、塑膠、金屬等分開回收、加工或處理，方是可持續發展之道。當晚講者和在場觀眾就不
同意見深入交流、積極互動，碰撞出不少火花，使大家都獲益良多。

「永續古村 遺韻新傳」
講座匯聚了多年來一直從不同層面全心守
護古村文化遺產的專家學者，一起窺探深
藏古村的文化瑰寶，並探索傳統農村的保
護與發展前路。
講座中，仇保興博士（國務院參事，中國
城市科學研究院理事長，無止橋慈善基金
榮譽顧問）深度剖析了「我國古村落的價
值、問題及保護發展對策」。穆鈞教授（西
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無止橋研
究與發展中心主任）則介紹了新型夯土建

造技術在農村民居改造中的應用。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會古橋專家潘洪萱教
授和貴州師範大學地理及環境科學院但
文紅教授分別就「中國古橋的傳統文化與
精湛技藝」和「貴州村寨文化精神傳承探
究」為主題，用豐富的實例，深入淺出地
帶領觀眾領略了古村蘊含的傳統文化。會
後，講者們和觀眾進行了互動，共同交流
和討論古村落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特別鳴謝策略夥伴及贊助：利希慎基金

無止橋 X 兒童慈善心嘉年華 愛心傳不停
無止橋有幸獲邀再次參加兒童慈善心嘉年華，向在場眾
多富有愛心的家長、兒童分享深入偏遠農村建橋助人的
故事，希望從小培養兒童關注貧困農村發展的意識。許
多小朋友都在塗鴉本上寫上對內地農村兒童的祝福。塗
鴉本將在以後的無止橋活動中送給農村兒童。
特別感謝：薈益有限公司

編輯成員
伍柏斯
周宏豐
周嘉旺
黃凱瑶
黎 明
黎梓晴
無止橋慈善基金
電話：+852 2742 4668
傳真：+852 2742 4008
網站：www.bridgetochina.org.hk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928 號時代中心 2501 室
歡迎意見
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見或欲取消訂閱，
請電郵至 info@bridgetochina.org.hk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