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止橋成立跨越了第一個十年，在不同范疇獲得長足發展，成果令人鼓舞。回望十年，無止橋致力
為香港與內地年青人搭建交流平台，與各大學和機構協同合作建立聯系，化愛心為行動，並累積眾
多動人故事和難忘經歷，為偏遠農村的村民盡心服務。

四海一家，我們歡迎有共同理念的朋友隨時加入，一同邁向「無止橋」的第二個十年！

無止橋慈善基金在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晚上舉行「無止橋慈善基金《聚善連心》十周年晚宴」，約二
百名嘉賓包括七位本地大學校長與特區政府的政策局長、長期支持的善長、不同界別的委員會及義
工一同出席慶賀。晚宴共籌得過百萬元善款，所籌得的善款將用於無止橋在內地開展的建設項目。
當晚榮幸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局長暨無止橋榮譽顧問黃錦星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節
目除嘉賓分享致辭外，並有來自幼稚園及大專院校的同學義工分別為來賓唱歌演出及夢想達人秀表
演，兩局長及各大學校長更在席末與全場合唱一曲《朋友》，來賓都盡興而歸。

無止橋踏進第十一個年頭，未來基金更計劃將無止橋項目融合大學的體驗學習課程，先由香港大學
開始，並繼續在不同大學續步推廣，承傳「無校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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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和無止橋慈善基金主辦的“土生土長”生
土建築實踐京港雙城展開幕式暨現代生土建築國際論壇於2017年9月16日
在北京建築大學開幕，為期接近二個月的展覽吸引大批人士注目及參觀，
展覽開幕當天更邀請了國內外關注生土建築的知名專家到場發表演講，與
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和發展動態。

無止橋慈善基金與北京建築大學針對這次展覽，特意邀請了來自香港的 
大學生參與為期2個月的大學生暑期實習計劃。在展覽的籌備過程中，所
有的展品均由內地、香港和美國超過30位大學生義工和實習生合作完成，
共同協作並建立彼此的友誼，為展覽發放更多色彩！

展覽將於今年9月在香港展出，作為推廣生土建築及無止橋的延續，請繼
續支持及關注最新動態，了解無止橋在內地的發展！

人生有幾個十年
轉眼間，無止橋已經來到第十個年頭！有著善長們、義工們的陪
伴，我們共同經歷了無數個寒暑，與村民一起經歷難忘時光並建立
珍貴的友誼，那些特別的體驗累積了不一樣的勵志感人故事！

繼《來自遠方的呼喚》在2015年成功出版，無止橋慈善基金義務秘書紀文鳳小姐再度策劃和主編《
人生有幾個十年》。新書匯聚了三十多位基金成員和義工的經歷及感想， 他們不僅與大眾分享服務
農村的點滴，更希望他們的服務體驗能感召更多年青人為社會出力， 貢獻於有需要的人，一同探索
人生價值。

〝土生土長〞生土建築實踐京港雙城展開幕式
暨現代生土建築國際論壇

無止橋獲獎 

無止橋於北京成立代表辦公室
承蒙住房和城鄉建設的支持，無止橋慈善基金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上旬正式得到
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授以《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辦公室
登記證書》，並正式在北京成立無止橋慈善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基金將繼
續推動住建部合作項目、開展內地山區農民的扶貧建設及民生改善工作，促進香
港、內地學生交流及心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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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止橋甘肅生土建築項目榮獲「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2017年度亞太地區文物古蹟保護 

  獎‘創新設計獎’。頒獎典禮於2018年 

  1 月 9 日 上 午 在 北 京 住 房 和 城 鄉 建 設 部 

舉 行 ， 馬 岔 村 項 目 是 全 球 6 個 亞 太 地 區 國 家 ， 從 

43個申請中脫穎而出並獲得嘉許，建築水準受到國際認

可。這是無止橋繼2011年與住建部村鎮司聯合開展「四

川馬鞍橋村震後重建綜合示範項目」之後再一次獲得殊

榮，是次評審團頒獎評語指出：「通過改良傳統建造技術

以滿足今天的房屋安全與性能要求，該項目不僅使村民

的居住生活品質得到有效地提升，而且成功詮釋了一個

經濟適用、生態環保且可持續的農村房屋建設模式。」

無止橋獲獎 

第七屆香港傑出義工獎
恭喜無止橋建橋民生項目指導隊榮獲由義務工作發展局及Roadshow合
辦的「第七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義工們的無私奉獻精神，在社會上被
受肯定，以自己作榜樣，鼓勵大學生和義工建橋同時建立人與人之間的
心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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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捐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
特別鳴謝：黃靜怡女士，明志華先生

月7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無止橋團隊
活動計劃: 興建小型焚化爐、建設太陽能路燈、
                   健康環保教育推廣 ...  

大學生團隊在年頭來到馬岔村調研，積極與
村民溝通，進行家訪了解所需，為未來項目
進行調研和準備。適逢元旦節慶，他們與村
民們一起跳舞歡度佳節，更被邀請與藝術
團、舞蹈隊和文化團隊同台演出，喜迎新
年。３月底大學生團隊與義工一行４０多人
帶著熱心前往馬岔進行建設及民生項目。 
團隊分成幾個小隊在不同服務上各施其職。
除了參與建設和探訪村民外，還有跟村民互
動，教授健康環保的知識。基金亦特別感謝
急救導師黃靜怡女士和明志華先生特意到來
教授專業救護知識予村民。

調研：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7日

甘肅馬岔村村民活動中心

2017年11月
重陽敬老活動

無止橋與馬岔村村委會、秦腔自樂班、婦女舞蹈隊合辦 
馬岔村重陽節敬老活動，盼望能藉此活動鼓勵社區關愛 
老人。當天村民積極參與多項活動，來自舞蹈隊的婦女 
們特意為40多位65歲以上的長者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 

飯後更為他們舉行一個盛大的生日會，一同慶祝。  

2018年3月31日-4月8日
賽馬會無止橋服務學習計劃

肅省白銀市會寧縣馬岔村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蘭州大學無止橋團隊 
及義工 (共33人)
受惠人數: 2,389人

甘肅馬岔村建成民村中
心 的 建 立 促 進 村 民 交
流及豐富生活，無止橋
義工積極推動多元化活
動 ， 提 高 村 民 實 用 知
識，包括生態環保、文
化傳承及衛生健康等。

垃圾分類教育

舉辦醫療講座 提高村民護理知識

植物認知及美術創作

2017年7月22-30日
馬岔村項目

http://www.bridgetochina.org.hk/hk/
http://charities.hkjc.com/charities/chinese/charities-trust/
http://www.hkjc.com/home/chines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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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展

小窩鋪村溪芽環境中心改造項目
河北省承德市豐寧縣湯河鄉小窩鋪村
北京交通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珠海學院(香港)無止橋團隊
活動計劃: 校舍室內改造更新、場地景觀設計、
       垃圾處理教育推廣、村落民化探索與承傳
     （刺繡、戲曲、花藝）... 

基金會成員與兩地大學生團隊於3月期
間完成第一次實地考察，研究項目的
實行方案，團隊於5月進行第二次考察
並落實項目活動內容，7月將進行主體
施工。

主體施工：2018年7月22-28日
第一次調研：2018年3月16-19日
第二次調研：2018年5月24-28日

黎光村河上河下組無止橋項目

項目捐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南省麗江市黎明鄉黎光村
重慶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
活動計劃: 修建二座無止橋、改善電路設備、
                  建設廁所及焚化爐、舉辦安全講座 ...

黎光村項目將於暑假期間進行，無止
橋團隊將在村落修建共三座無止橋，
他們也會趁著暑假孩子回家的時候，
為村民拍攝全家福作為禮物，表示關
愛並作紀念。

主體施工：2018年8月4-12日
調研：2018年3月31日-4月5日 

黎光村吾吉後組無止橋項目
項目捐助：香港民政事務局

雲南省麗江市黎明鄉黎光村
香港大學、同濟大學、昆明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
活動計劃: 修建一座無止橋、修繕電燈電線及修補屋頂、
                  修繕道路和康樂設施、衛生健康教育推廣 ...   

無止橋團隊於四月初前往雲南黎光村
調研，為暑假的建橋施工和民生改善
項目作積極準備。項目計劃為當地村
民興建便橋、建設廁所，焚化爐和太
陽能路燈、修理電路設備及修補屋
頂，也會舉辦健康教育及安全講座，
期望提高公眾安全和衛生意識。

主體施工：2018年8月11-19日

http://www.bridgetochina.org.hk/hk/
http://www.bridgetochina.org.hk/hk/
http://www.wharfholdings.com/index_c.asp
https://www.hab.gov.hk/tc/home/index.htm


九龍倉謝家村無止橋項目
「九龍倉無止橋服務學習計劃」 
(12-20/8/2017)

項目捐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貴州省威靈縣雪山鎮謝家村
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重慶交通大學、西安建築科技
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貴州師範大學無止橋團隊、
「學校起動」計劃師生及其他義工 (共87人)
受惠人數: 1,000人

與當地小學生玩遊戲

建造兩座無止橋

更換及修復水管

「彩虹戰隊勝利完工！」香港九龍倉集
團鼓勵學生關心社會，大學無止橋團隊
跟「學校起動」計劃師生組成彩虹戰隊
走進村落進行一系列任務，身體協助村
民改善生活和了解山區農村需要，鍛鍊
身體同時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誼。

www.bridgetochina.org.hk6

無止橋團隊透過各項民生項目親身服務
當地村民，為村民帶來快樂，同時改善
了他們的生活環境，義工在服務期間獲
益良多，體現助人為快樂之本。

最新完成項目

大灘村服務學習 (3-8/7/2017)

鳴謝太陽能燈贊助: 能源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鹿鄉大灘村
香港理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無止橋團隊 (共28人)
受惠人數: 1,108 人

舉辦兒童嘉年華

設置戶外康樂設施

安裝太陽能路燈

http://www.wharfholdings.com/index_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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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慶香港回歸二十載」
香港與內地青年聚善連心無止橋項目
(19-27/8/2017)

項目捐助：香港民政事務局

雲南省文山州硯山縣八嘎鄉六主村
同濟大學、昆明理工大學、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及其他義工 (共64人)
受惠人數: 1,791人

盡心盡力 築成32米人行便橋

同學在家訪時穿著傳統服裝，體驗當地文化。鋪設道路 出行更順暢

是次項目特別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周年，集結香港與內地大學無止
橋團隊及義工，齊心合力為雲南六主村
村民建人行便橋及其他建設，使當地村
民生活得以改善。

www.bridgetochina.org.hk

https://www.hab.gov.hk/tc/hom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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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 (29/9-4/10/2017)
為期六天的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以《無止心經》為
題，聚集了88位來自「五湖四海」的大學無止橋團隊
新舊隊員。透過互相介紹、培訓講座、不同工作坊和競
技賽，還有義工分享，讓隊員更了解無止橋，大家建立
「心橋」，互相學習同時建立默契，能使未來項目過程
更順利進行。

《水木坊》工作坊  (3/1/2018)
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趁著同學放假期間，積極組織有關
水電及木工的工作坊予同學嘗試和練習，為入村進行民生服
務做好準備。是次工作坊更邀請了其他大學的無止橋團隊一
同參與，共同練習並增進團隊間的友誼。

電工培訓工作坊 (26/12/2017)
簡單的電工知識尤其在參與內地民生項目時非常有用！我
們今次邀請經驗豐富的職工會導師借出場地，並透過理論
課和體驗為同學們教授實用知識。希望大家往後日子能夠
學以致用，在內地實踐民生改善服務：如優化電路設備、
興建設施和安全教育推廣。

特別鳴謝：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香港大學X無止橋 簽署體驗式學習合作協議
(8/3/2018)
無止橋與香港大學於3月8日簽署合作協議，將於2018年7月
16日至8月12日舉辦為期四星期的體驗式學習計劃。計劃鼓
勵大學生擴闊視野，到訪內地多個地方包括北京、西安和甘
肅馬岔村，親身體驗內地生活、認識當地文化及促進香港和
內地同學交流。4月17日無止橋到校為成功申請並通過面試的
20位大學生舉行體驗式學習簡介會，讓他們了解項目要點，
提早作好準備。

https://www.bridgetochina.org.hk/hk/
https://www.eeunion.org.hk/
https://www.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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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見或欲取消訂閱，請電郵至info@bridgetochina.org.hk

編輯
程嘉俊  周浩寧
鄧淑貞

無止橋慈善基金
電話：+852 2742 4668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928號時代中心2501室          
傳真：+852 2742 4008     網站：www.bridgetochina.org.hk 

珠海學院參觀與交流(27/4/2018)

基金很榮幸得到珠海學院的邀請，有機會參觀其新宿舍
的完善設施，跟師生彼此交流以了解更多學院及不同科
系的概況，感謝學院多年來持無止橋大學生團隊的發
展，期望日後更多的合作空間 。

無止橋 Wu Zhi Qiao

wuzhiqiao_foundation

C9+1聯盟峰會暨香港大學2018 
中國研究型高校研討會 (13/4/2018)
內地九所大學聯同香港大學舉行以「創新及卓越教學」
為主題的“C9+1”教育研討會。無止橋榮幸被邀請在香
港大學研討會進行期間擺放攤位，向大眾宣傳無止橋宗
旨和項目要點，讓更多大學、中學生了解無止橋在各大
專院校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理念和工作。

「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8
(16/3/2018)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展覽當日，無止橋與多位來自不
同界別的機構及社會服務團體互動交流，探索合作的可能
性。我們期望藉此機會向社會大眾推廣基金理念，了解無止
橋的工作和方向。

https://www.bridgetochina.org.hk/hk/
https://www.facebook.com/WuZhiQiao/
https://www.chuhai.edu.hk/zh-hant
http://www.caringcompany.org.hk/
https://www.instagram.com/wuzhiqiao_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