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進展
1. 自 2012 年 7 月起建成兩座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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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多利亞學校平塝村無止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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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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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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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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水位不高的時候涉水過河。團隊於去年 5 月至 11 月期間，完成調研考察工作及後勤準備，落實橋樑設計。今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期間，近 40 位來自香港、內地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為當地建成一條約 24 米的行人便橋。這是維

《二十四橋明月夜》新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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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無止橋成立五週年，由基金義務秘書紀文鳳小姐策劃、主編的新書《二十四橋明月夜》已於今年 2 月出版! 此書
結集了 24 篇無止橋成員、義工的建橋故事，包括他們對農村發展、人生方向和意義、做慈善工作及志願服務的感悟和
思考等。書名既來自謎底為「夢」字的燈謎，也代表 5 年來所建成的 24 座橋。我們希望能通過出版此書，將義工們追
求並實現夢想的動力和精神傳遞給大眾，從而啟發大家尋找、實現自己的夢想，努力不懈向著目標前進，也鼓勵更多大
學生參與建橋項目，兩地青年互相學習和交流，搭通溝通橋樑。
基金聯同明報出版社於 2 月 15 日假銅鑼灣希慎廣場舉行了新書發佈會。活動邀得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
擔任主禮嘉賓，和榮譽主席鍾逸傑爵士、主席吳恩融教授、義務秘書兼主編紀文鳳小姐一起主持新書發佈儀式。不少作
者亦出席支持，會上更邀請了兩位作者葉慈恩、蘇孜穎即場分享他們的建橋故事。歡迎按此瀏覽由明報提供新書發佈會
的視頻。
基金謹此鳴謝眾多作者撰文分享，希慎廣場贊助場地，建華紙行贊助用紙，明報出版社全力協助出版及推廣。
雲南六斗村的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紅河州屏邊縣和平鄉六斗村
《二十四橋明月夜》現於香港各大書局有售，作者版稅將撥捐無止橋慈善基金，請多多支持!
項目贊助：雄牛資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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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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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相片由明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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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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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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水位不高時涉水過河。團隊於去年5月至11月期間，完成兩次調研考察工作及後勤準備，落實橋樑設計。今年1
月17日至24日期間，近40位來自香港、內地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與村民共同為當地90戶家庭建成一條約24米的行
人便橋。這是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贊助的第4座無止橋。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雲南六斗村的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紅河州屏邊縣和平鄉六斗村
項目贊助：雄牛資本有限公司

此項目由香港中文大學的團隊策劃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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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河。團隊於去年 11 月初進行第一次實地考察，12 月落實以廢置車架作主樑
的單跨橋樑設計，並於今年 1 月 18 日與村民協力建成 10 米新橋，同時修完通往橋約 110 米長、1.2 米寬的泥濘小路。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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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肅大灘村民生改善活動
項目地點：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縣大灘村
項目贊助：九龍倉中國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近百名大學和中學師生隊伍於去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5 日期間，一行兩團，先後赴甘肅
大灘村完善村民活動中心的設施，包括鋪砌
廣場及路徑地面、組裝傢俱、建設生態廁所，
並與當地學童設計教學活動。是次「無止橋
服務學習計劃」由九龍倉贊助，於其「學校
起動」計劃下開展。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3. 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夯土農宅項目
項目地點：甘肅會寧縣丁家溝鄉馬岔村
項目贊助：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此項目由無止橋研究與發展中心主導，於 2011 年開
展。自去年 7 月底建成一座夯土農宅後，此項目的生土
建築技術研究成果，將可為國家住建部提供制定相關建
造指引和導則的依據。團隊現正積極編寫農宅建造手
冊，作為日後推廣、建造的規範，計劃於今年年底出版。
與此同時，團隊亦按村民需要而制定出相應的設計方
案，協助、指導部分村民開始分階段自行修建抗震生土
農宅。團隊亦計劃於今年暑假發動志願者隊伍赴村參與
農宅修建工作坊，通過具體實踐認識、了解生土建築。
在農宅以外，團隊亦正進行村民活動中心的需要性評估
研究，希望村民活動中心不但能為當地村民提升生活質
素，並同時作為中國首個生土建築的培圳基地，通過中
心的建築本身及工作坊、展覽等活動推廣生土建築。
項目預計於 2013 年年底完成。

3

交流及培訓計劃
1. 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 2013
為促進大學團隊的交流及項目開展，基金在今年 2 月 18 日至 24 日再次於香港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大學團隊交流營」，
近 100 位來自內地、香港、美國和台灣的無止橋大學團隊核心成員參與。
除了有關建橋項目的設計原則及重點，參加者還學習了急救基本概念、危機處理、田野考察、項目管理等知識，同時與其
他大學團隊交流，分享經驗。大部分參加者的回饋頗不錯，認為營會的組織及內容專業，有助項目開展。

宣傳及籌款計劃
1. 「橋。動我心」展覽會
基金於去年 9 月 4 日至 16 日假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辦「橋。動我心」展
覽會，通過展板、影片、學生模型作品和建橋物資展示等，多方面展
示基金成立 5 年來的重要成果，藉此向公眾人士宣揚共建心橋的理
念。大會更發動超過 70 位義工在展覽期內輪流進行導賞，並分享建橋
經驗。
是次展覽會得以成功舉辦，基金感謝贊助場地的時代廣場及一眾籌備
參與設計和導賞安排的大專學生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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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止行 2012──風雨同路

第二屆跨校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無止行 2012」已於去
年 11 月 25 日在香港大潭水務文物徑舉行。活動有近千
名市民、大專院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參加，共籌得超過 130
萬善款，以支持無止橋的營運和發展開支。
活動當日風雨紛至，然而主禮嘉賓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女士，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和全港 11 間大專院
校的校長、代表亦冒雨出席大專組的起步典禮。林司長響
鑼起步後，更與黃局長、鍾逸傑爵士、紀文鳳小姐及其他
參加者一起走畢全程。風雨同路，愛心、善心盡顯!
為答謝大專校界及熱心機構對無止橋的支持，活動特設大
專組和公開組最高籌款獎。大專組的冠軍為珠海學院，公
開組則由大華銀行奪得。無止行 2012 籌委會主席許正宇
先生衷心感激大專院校和社會各界對無止橋的支持，讓基
金能舉辦更多活動加強學生的交流和學習，同時促進內地
研究及發展中心的發展，使建橋活動能更有系統地進行。

3. 「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3
基金今年再度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
展」，展覽已於今年 1 月 22 日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是次展覽
聚集了不同的商業機構及社會服務機構，尋求合作機會，基金亦藉此機會向不
同人士推廣基金的理念和工作。

4.

創意生態+展覽

基金獲策展機構「香港設計中心」的邀請，參與去年 11 月 2 日至今年 1 月 2
日假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創意生態+展覽」。清華港大百年校慶無止橋項
目的模型及展板在展覽中「設計、品牌、商業與社會」的社會創新部分展出，
以此展示香港的創意設計如何促進、推動社會創新及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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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設計大展

「中國設計大展」是首次由中國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聯合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國家級展
覽平台，具有專業影響力和權威性，引領和促進中國設計的創新發展，滙集和展示當代
社會發展的最新成果，以推動中國設計和創意產業可持續發展。
基金同時參與「空間設計」和「跨界設計」兩個組別，分別展示了無止橋項目在設計技
術的專業性，以及聯繫內地和香港、改善農村出行的社會意義。基金更憑藉「空間設計
組」的「無止橋系列扶貧建設項目」，以無止橋高校聯合志願者團隊的名義獲得首屆中
國設計大展優秀設計獎。當中的展示內容包括毛寺村網箱橋、四川馬鞍橋村的災後重建
示範、甘肅馬岔村夯土農宅項目及單跨車架橋。

工作展望
建橋項目
今年已陸續開展以下的建橋項目：
甘肅黨政村

甘肅子年村

甘肅三岔村

重慶青靈村

重慶插旗村

雲南新坪村

雲南大瓦遮村

雲南咪霞村

編輯成員

歡迎意見

陳妍妮女士
周嘉旺女士
許正宇先生
譚靜珊女士
黃絲鏏小姐
單冬怡女士

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見，
請電郵至 christopher.rita@gmail.com
© 無止橋慈善基金
電話 +852 3943 1162
傳真 +852 3942 0980
網址 www.bridge2china.org
電郵 bridge2china@cuhk.edu.hk
如不欲收取此通訊，請電郵至 bridge2china@cuhk.edu.hk 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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