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進展
1. 自 2012 年 7 月起建成兩座新橋
香港維多利亞學校平塝村無止橋

無止橋通訊
第十一期

2014 年 3 月 11 日

項目地點：貴州黔南州羅甸縣羅蘇鄉平塝村
項目贊助：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維多利亞幼兒園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滬江維多利亞學校、滬江維多利亞學校小學部家長教師會、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維多利亞慈善信託基金

此項目由四川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之師生隊伍合作完成。平塝村被河流分隔，汛期時小學生無法過河上學，村民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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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亞教育機構贊助的第 4 座無止橋，並命名為「香港維多利亞學校平塝村無止橋」。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無止行 2013」圓滿成功
無止橋慈善基金第三屆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無止行 2013」已於去年 11 月
17 日假荃灣公園至深井海濱長廊順利舉行！該活動吸引了 300 名來自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 13 間本地大專院校校長、師生校友和 600
名市民仿傚“陶侃運磚”，一人一磚由荃灣步行至深井，傳遞“搬磚同行，建
橋助人”的信念。活動共籌得善款超過 120 萬元，將用於支持基金的營運和發
展，以開展更多大學生農村建橋和村莊改善項目。
去年的無止行特別選擇在國際學生日舉行，目的是凝聚本港各大專院校的
力量，鼓勵青年人搬磚籌款之餘亦仿傚“陶侃”在逆境中發放正能量，並鍛練
堅毅不屈的意志，時刻為未來鋪路。活動於早上九時進行起步典禮，並邀得香
港特區政府政務司暨無止橋榮譽顧問林鄭月娥司長第三度擔任主禮嘉賓，聯同
無止橋榮譽顧問黃錦星太平紳士，以及 13 間院校的校長或代表為活動揭開序
雲南六斗村的無止橋
幕。
項目地點：雲南紅河州屏邊縣和平鄉六斗村
大專組最高籌款獎冠軍由珠海學院奪得。而公開組的最高籌款獎冠軍則由
項目贊助：雄牛資本有限公司
大華銀行勝出。無止橋慈善基金在起步禮上亦向鑽石、金尊以及連續三年贊助
/支持機構和所有參與院校校長/代表致送感謝狀，代表受惠村民和參與學生表
達衷心的感謝。
此項目由香港中文大學的團隊籌劃完成。六斗村有 720 人，其中 150 名學生就讀於公路旁的六斗小學，距村子步行
約半小時路程。村民以往只能踏著石塊淌水過河。團隊於去年
11 月初進行第一次實地考察，12 月落實車架單跨橋樑
參加者皆對是次活動給予正面評價，覺得“搬磚同行”非常有意義，也讚
賞荃灣公園至深井海濱長廊步行路綫，可讓參加者沿海岸綫多角度欣賞到青馬
的設計，並於今年 1 月 18 日與村民協力建成 10 米新橋，同時修完通往橋點約 110 米長、1.2 米寬的泥濘小路。
大橋、汀九橋等香港橋樑地標，體會本港橋樑地標建築與自然環境的美妙融
合。得到義工梁韵小姐的大力協助，一段無止行 2013 的精華片段已輯錄完成，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歡迎大家按此欣賞。
展望未來，無止橋慈善基金寄望今年的「無止行」能再次得到一眾熱心人
士和機構的鼎力支持，將無止橋的理念繼續延展到社會各界，鼓勵更多的學生
將無止橋的精神薪火相傳，貢獻一己力量參與建橋及更多農村民生改善工作，
體會農村生活並服務當地居民。籌委會現時已密鑼緊鼓籌備新一年的無止行，
活動消息亦將在未來數月發佈，大家敬請密切留意。 大家無止行 2014 見!
最後，基金希望再次感謝所有參與院校，及所有贊助機構，使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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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發展
恭賀2013年度無止橋最佳團隊
最佳無止橋團隊-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
最佳無止橋團隊-國內: 四川大學無止橋團隊,重慶大學無止橋團隊
最佳工地實施無止橋團隊-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無止橋團隊
最佳工地實施無止橋團隊-國內: 重慶大學無止橋團隊
特別貢獻: 葉潤同學, 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發動及協助建立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無止橋團隊
以上得奬團隊及個人都具有堅持持續進步的精神，值得基金的嘉許。以上奬項已分別於 11 月 16 及 24 日在香港及
西安的無止橋團隊迎新會上頒發。除了七個香港及九個內地無止橋團隊的分享外，主席鍾逸傑爵士及其他無止橋成
員亦分享了對無止橋的期望。而來自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的嘉賓講者 An Kyoung Jin 博士及宣明會的片區經理彭
國材先生亦分別以環保領導及民生項目主題作分享。而國內 33 名參與同學亦順利完成急救課程及考試。特此感謝義
務急救導師黃靜怡女士、廈門大學醫科畢業生吳貴先生、張健華先生及吳儒星先生為大家帶來三天密集的課程。
請瀏覽更多有關照片。

歡迎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無止橋團隊的加入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無止橋團隊得到該校黃浩輝博士工程師及香港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的葉潤同學協助及
發起，在該校學生發展處的大力支持下，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正式成立。而過程僅短短的四個月，基金十分感謝
學院上下及同學一直的努力。
經過三輪對 50 多位工程及醫療護理同學的面試，13 名同學成為 THEi 無止橋團隊的核心成員，啟動會議亦於團隊成
立當日進行（見右圖）。而無止行 2013 的活動中，亦得逾 30 位 THEi 同學參與成為義工，基金感謝他們對無止橋
的支持！

姜曉瑩同學的分享:
“我很高興有機會參與無止橋項目。迎新會令我更清晰
我們的角色及使命，我相信我們將在項目中學習良
多。其他團隊在迎新會中分享了他們的經驗，例如在
遇到溝通障礙時，他們會嘗試以心去聯繫。這給予我
很大的啟發。我認識到我們不止在國內貧困農建硬件
上的橋，還在不斷與村民建立心橋。我將會盡我所能
貢獻此有意義的項目。“

張景淳同學的分享:
“通過其他無止橋團隊的分享，我發現無止橋項目將
予以我一個很特別的人生經驗。這是一個在彼此間建
立心橋的活動。助人是雙贏的，這不單是一次授予的
經驗，還是我們向村民學習的歷程。我期待這個旅程
的每一秒，也期待真正學習及改善我自己及村民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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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展
雲南阿窩主大寨民生改善活動
項目地點：雲南省紅河州元陽县大瓦遮村阿窩主大寨
主辦團隊 : 重慶交通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美國伊利諾伊香檳分校
項目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無止橋第一條索道橋原本計劃於 2013 年 12 月 29 日建成。可是因為團隊出發時當地發生罕見暴雨，建橋工程被迫推
遲。可是義工的熱情卻沒有被此消磿，返而遠赴村莊繼續進行一系列之民生改善項目，包括建設公共衞生間，以及改
善村內供水點設施及村內貧困戶以達至減少浪費食水及保障安全的目的。 此項目由重慶交通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美國伊利諾伊香檳分校及中央民族大學的無止橋團隊合辦。參與活動的還包括昆明理工大學及澳洲 Curtin University
的志願者。
這條哈尼族的村寨住了約 1000 名村民，並只有一個有 30 名學生及一名老師的教學點。無止橋將能連接他們到主要
政府設施，市集，農田及學校。 現時建橋工程預計在夏季前完成，團隊亦計劃再次進村開展進一步的民生項目。
請按此參考有關項目報告。

甘肅省天水市子年村新型人行便橋設計
項目地點：甘肅省天水市高樓鄉顏家門子年村
主辦團隊 : 上海奧雅納工程公司、同濟大學、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在上海奧雅納工程公司的領導和支持下，同濟大學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的團隊進行了一系列仔細的研究，探討不同種
類的橋型，找出適合子年村橋點水文情況的橋樑方案。
子年村人行便橋所採用的設計遵循了低技術及可推廣的原則，旨在探尋一種合理的便橋營造方式，方便村民和志願者
便捷搭建人行便橋，同時也能夠讓便橋能夠抵擋住當地山區雨季頻發的山洪。方案採用了模組拼裝施工法來進行便橋
橋墩的修築，並輔以當地常見的毛石混凝土以提高其後期抗洪強度及穩定需求。方案也通過細緻的構造措施來確保施
工過程中的結構穩定和安全。所採用的材料均為常見材料以便其後期的維護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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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大坪村項目

重慶彭水青靈村項目

項目地點：貴州省铜仁市萬山區大坪鄉克麻溪組
主辦團隊 : 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項目贊助：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滬江維多利亞學校及其
家長教師會

項目地點：重慶市彭水縣諸佛鄉青靈村
主辦團隊 : 重慶大學、香港大學
項目贊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離貴陽約 445 公里的橋點將為 800 多名侗族及土家族的
村民及 60 名學生提供生活上的便利。當地屬亞熱帶氣
候，主要農作物為稻米，玉米，紅薯及薯仔。
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同濟大學及西
南石油大學的同學於 2013 年 6 月進行了第一次聯校調
研。項目除包括一條橋外，還擬包括附近一村校的維修。
團隊已於 2014 年 1 月進行第二次調研，並已展開網箱橋
的設計及規劃一系列學校改善工程及教育工作。

雖然 2013 年 7 月完成的九龍倉青靈村無止橋為約 1000 名
村民帶來了便利，但上游處，尚有約 200 戶村民在雨季中
被隔離。重慶大學及香港大學的無止橋團隊將繼續合作解
決這個問題。
合作團隊亦已於 2014 年 1 月對橋點，當地建築，公共衞生，
教育及基礎建設的情況作進一步的調研，並正進一步規劃
相關的村莊民生、衛生設施。

甘肅天水市三岔村項目

重慶萬州區插旗村項目

項目地點：甘肅省天水市三岔村
主辦團隊 :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珠海學院
項目贊助：李卓妍及李卓蕎, 丁德揚先生及家庭

項目地點：重慶市萬州區插旗村
主辦團隊 : 重慶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項目贊助：吳士元先生

三岔村項目雖然在上年八月因環境因素推遲,但亦無損團
隊堅持完成項目的決心。 同時成員更在過去數月積極籌
備一系列民生項目，包括改善村內一取水點環境，村校小
型維修工程，及其他公共教育活動。內地團隊亦積極在校
內募集兒童圖書，將愛心和知識帶到村內。

插旗村橋點由於水流急速且變化大，因此團隊一直努力研
究嘗試探討利用不同橋型方案，包括貝雷橋、桁架橋、網
箱橋等，幾經校內及項目委員會及技術顧問的討論及分析,
最後選擇了網箱橋協助當地解決問題。現時施工圖已初步
完成，並提交基金會審批。

約 40 位志願者將計劃在四月完成建橋及民生項目。

另外，團隊亦計劃在當地進行簡單急救、衛生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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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麗江永勝縣新坪村項目
項目地點： 雲南省麗江永勝縣新坪村項目
主辦團隊 : 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項目贊助：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新坪村項目位於永勝縣一貧困村落，團隊現計劃建設的桁架橋將會為當
地三個村組超過 600 名村民帶來便利。同時香港的團隊亦積極籌劃協助
當地設置垃圾收集及處理設施，及改善村內小學的教室環境。

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夯土農宅項目
項目地點：甘肅省會寧縣丁家溝鄉馬岔村
主辦團隊 : 無止橋西安發展及研究中心、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項目贊助：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隨著團隊在馬岔村成功建成多間示範房，團隊亦受國家住房及城鄉建設部
的委託，在上年剛受地震影響的甘肅定西縣及河北省阜平縣分別建設兩座
現代夯土綠色民居。另外，我們亦積極製作有關之建造圖冊，總結有關抗
震技術研究成果及現代綠色夯土房之建造方法。 現時此圖冊正在最後編
輯階段，及取得住建部的支持。

編輯成員

歡迎給予意見!

單冬怡工程師
Ms Helen Lin
周嘉旺小姐

© 無止橋慈善基金
電話 +852 2742 4668

網址 www.bridgetochina.org.hk

傳真 +852 2742 4008
電郵 info@bridgetochina.org.hk

如不欲收取此通訊，請電郵至 info@bridgetochina.org.hk 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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