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止橋首屆跨校界慈善步行籌款活動   

「無止行 2011」圓滿成功  

無止橋慈善基金首屆跨校界慈善步行籌款活動「無

止行2011」已於去年11月13日在香港大潭水務文

物徑順利舉行﹗活動吸引超過1600名市民、大專院

校的教職員和學生參加，共籌得約200萬善款，將

用以支持基金的行政及發展費用，以拓展更多建橋

及農村發展改善活動。 

活動於早上九時進行起步典禮，並邀得香港特區政

府發展局局長林鄭月娥擔任主禮嘉賓，香港大學徐

立之校長、香港中文大學沈祖堯校長、香港科技大

學陳繁昌校長、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香港公開

大學梁智仁校長、嶺南大學陳玉樹校長、香港教育

學院張炳良校長、珠海學院張忠柟校長、香港理工

大學阮偉華副校長、香港浸會大學行政副校長李兆

銓先生及香港樹仁大學學生事務主任葉秀燕女士等

亦出席支持。林局長在活動籌委會主席紀文鳳小

姐、一眾大學校長及院校代表、基金榮譽主席鍾逸

傑爵士和基金成員的陪同下鳴笛起步，更與參加者

一起走畢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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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社會各界的鼎力支持和慷慨贊助! 

大專組最高籌款獎 

冠：香港大學 

亞：香港科技大學 

季：香港理工大學 

公開組最高籌款獎 

冠：發展局 

亞：周大福義工隊 

季：The Most Improved GPS Team  

大專組最高籌款獎冠軍由香港大學奪得。而公開組的最高籌

款獎冠軍則由發展局及其轄下政府部門以超過18萬勝出，共

有220名職員積極參與是次步行。無止行籌委會主席紀文鳳

小姐衷心感激各參與院校以及社會各界對無止橋的支持，並

道：「活動籌得善款將有助延續和促進無止橋的長遠發展，

鼓勵更多學生將無止橋的精神薪火相傳，貢獻一己力量，服

務社會，為國家作出貢獻。」 

活動的參加者除了有各院校的學生隊伍，亦有多達40個工商

機構、政府部門、團體與家庭隊伍，扶老攜幼參與支持，一

睹文物徑的五項石橋古蹟和眾多水務歷史文物。部份參加者

亦前往特別為是次活動開放的大潭篤原水抽水站參觀，見證

具百年歷史的機器房，更走進全港僅存的紅磚煙囪仰望天

空。 

參加者皆對是次活動給予正面評價，認為大潭水務文物徑景

色優美，而且路途平坦易走，更讚賞水務署特別安排的導賞

服務。 

是次活動得以順利完成，基金謹代表所有受惠村民和參與學

生，向活動籌委會所有義工、水務署、11間參與院校及其學

生事務處、所有贊助商、各義務支援單位、活動義工和所有

參加者致以衷心的感謝。基金寄望明年的「無止行」能再次

得到一眾熱心人士和機構的支持，並藉此將無止橋的理念進

一步延展到社會各界，讓更多學生可以參與建橋工作，體會

農村生活並服務當地居民。  

歡迎按此瀏覽活動網頁。 

金尊贊助 

參與院校 

鑽石贊助 支持機構 

銀尊贊助 

其他贊助 大會公關 

鳴謝 

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聯合會 紀力勤先生及紀吳秀琴女士慈善基金 渣打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Asia Capital Reinsurance Group Pte Ltd 
吳仲文先生夫人 香港房屋協會 新創建集團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Baniel Cheung 
呂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袁彌明生活百貨 新華匯富金融 CB Richard Ellis  
周大福慈善基金 紓適寧 鄭宗檉、鄭徐翠屏先生夫人慈善基金 East West Bank 
林芝慧、林子麒及半島時裝 陳佐堅測量師行 關文熹慈善基金 

日昇印刷         屈臣氏蒸餾水           冠华食品          城巴有限公司      陽明山莊            ToiToi Hong Kong Ltd  薈益 

恩美貨運服務有限公司義務為活動提供貨運服務 葉青霖攝影同學會義務為活動提供專業攝影服務 醫療轉助隊 

張志華先生義務為大會宣傳品設計   熱心人士贊助大會工作人員背心   VERSO Studio義務為無止行2011網頁設計提供支持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event/Charity%20Walk%202011/CharityWalk2011.htm


 

 

項目進展 

1. 自2011年8月起有三座新橋落成  

清華港大百年校慶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省麗江市永勝縣三川鎮仙源村  

項目贊助：九龍倉中國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此項目由清華大學和香港大學合作，為兩校建校百周年誌慶。兩校學

生和專業人士共 50 位於 2011 年 8 月 8 日至 15 日赴項目點對橋樑進

行最後施工階段，贊助商九龍倉亦有三名員工全程參與建設，順利完

成這道 21 米長的網箱橋。橋樑的開幕典禮於 8 月 15 日舉行，並邀得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林鄭月娥、中國文聯副主席暨中國作協副主

席丹增書記、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史宗愷教授、香港大學副校長周肇

平教授、贊助商九龍倉中國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代表梁榮忠董事等嘉賓

及基金一眾代表主禮橋樑揭幕儀式。 

建橋以外，兩校團隊在項目中亦積極發掘改善村民生活的機會。團隊

建成三個配合農戶生活習慣的生態廁所，加強廁所除臭治理並改善衞

生情況。另外，部份同學亦以遊戲、講故事等生動形式向村內小朋友

講解如何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亦與小朋友即場實踐，執拾村莊並清

理垃圾。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香港維多利亞學校和平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四川省廣元市利州區榮山鎮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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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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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38 位來自香港、內地和海外的

學生及專業人士，於 2011 年 8 月 16 日至 24 日期間赴村建橋。他們的努

力和熱誠打動了村民，與其一起參與建設，最終三十多米長的網箱橋得

以建成，是兩地志願者和村民的共同成果。橋點附近的村落貧富懸殊，

橋樑的建成能使 3 個位處山上的貧困村落受惠，大大改善超過 1000 名村

民的出行條件。 

這是維多利亞學校贊助的第二個建橋項目。維多利亞學校的 40 名師生和

家長代表更於十月赴村視察，進行家訪、學生交流活動及開幕儀式。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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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嘉賓在橋上與小朋友合照 

清華港大百年校慶無止橋 

同學與村內小朋友一同繪畫、遊戲 

香港維多利亞學校和平村無止橋 

維多利亞學校師生和家長代表於十

月赴村交流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project_sites/Yunnan/Xianyuan/Milestones_Dec10.htm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project_sites/Sichuan/Heping/Milestones_Dec10.htm


 

 

2. 馬鞍橋村重建示範項目現況 

項目地點：四川涼山州會理縣新安鄉馬鞍橋村 

項目贊助：利希慎基金 

基金發動香港中文大學的無止橋團隊及其他學生義工，舉辦「重建─

─無止橋四川災後重建項目巡迴展覽」，於九月至十月期間先後在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樹仁大

學等院校展出項目成果展覽，包括項目展板介紹、夯土抗震房屋模型

等，並在各所院校舉辦講座介紹無止橋及馬鞍橋村項目。今年 1 月 8

日更於香港文化中心露天廣場舉行公眾展覽，稍後將會在內地的合作

大學展出。 

這個由基金和國家進房和城鄉建設部合作的重建項目，繼榮獲 2010

「環保建築大獎」的新建建築類別－社區設施大獎(亞太區)、亞洲具

影響力設計大奬的優秀設計奬、中國建築傳媒獎組委會特別獎後，再

獲頒兩個獎項：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評審

團嘉許創新獎和 2011 年全國大學生挑戰杯港澳區特等獎。前者由聯

合國教科文組織創立，旨在鼓勵新建建築對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頒獎典禮已於去年 12 月 21 日在國家住建部的北京辦公室舉行。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3. 甘肅大灘村村民活動中心 

項目地點：甘肅省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鹿鄉大灘村 

村民活動中心的主體建築現已完成，可作提供村民聚會、休憩的公共

場所。 

基金現正進行購置中心內部設備和設施的準備工作，包括設置小型圖

書館、醫療室、桌椅等，和發動香港理工大學的團隊為活動中心進行

中心的室內設計和景觀綠化工作，並設計一個教材套予當地學童和部

份村民使用。另外基金亦正計劃發動香港的高中生赴村莊協助進行一

些民生項目。 

 

 

 
 
 

 
 
 

 
 
 

 
 

奧雅納無止橋 

                        頁四 

奧雅納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省紅河州綠春縣平河鄉咪霞村   

項目贊助：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這是首個由基金的支持機構－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義工隊主

導的項目，香港中文大學和昆明理工大學之無止橋團隊亦有參與其

中。約 50 人的團隊於去年 12 月 26 日至今年 1 月 6 日期間，遠赴雲

南省紅河州綠春縣咪霞村，親手為當地村民搭建人行便橋，並命名為

「奧雅納無止橋」。  

橋址原有便橋受河水沖擊而嚴重傾斜，一個橋墩更被沖垮，但村內

2000 名哈尼族村民，包括中小學生都有過河需要，因此有必要興建

新橋。奧雅納公司義工隊是首次進行無需高技術人員和重型機器支援

的小型人行便橋，而且項目須切合無止橋理念、當地地理環境和經濟

效益，這對他們而言亦是一個挑戰。參與同學則因此獲得與專業工程

師學習、交流的寶貴機會，並加深對工程實務的認識。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重建——無止橋四川災後重建項目巡

迴展覽」於各大院校展出 

馬鞍橋村重建示範項目獲頒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

獎－－評審團嘉許創新獎 

甘肅大灘村村民活動中心已建成 

景觀綠化初步設計圖 

義工與村民一起慶祝竣工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project_sites/Yunnan/Mixia/Milestones_Dec09.htm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project_sites/Sichuan%20Rebuild/Maan/Milestones_Maan_Nov08.htm


 

 

 

 
 
 

 
 
 

 
 
 

 
 

 

4. 香港維多利亞學校河源村無止橋項目  

項目地點：雲南省麗江市玉龍縣九河鄉河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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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
利亞慈善信託基金  

河源村位處偏遠山區，有 2020 名村民，其中包括 300 名學童。每

年人均收入為 650 人民幣左右，屬貧困社區。學童原來上學所走的

道路雖然路程較短，但路只有一人寬，雨天局部滑波。而現時所選

橋址為村民過河種地、放牧、趕集和輸送物資的必經之路。 

此項目由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合作。西安建築科技大

學的團隊已於上年 7 月完成第一次實地考察工作。項目團隊已提交

考察報告、設計圖和施工圖，現正修改設計及施工細節，並計劃於

本年 4 月進行橋樑施工的最後階段。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5.         無止橋研究及發展中心 

位於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的無止橋研究及發展中心已正式運作。中心

除了將加強各大學團隊的交流與聯繫外，亦會協調無止橋項目於各

地區的開展。中心於 6 月亦正式啟動了以甘肅省會寧縣馬岔村的夯

土農宅項目。  

 

 

宣傳及籌款計劃 

維多利亞學校籌款活動 

維多利亞教育機構及家長教師會、維多利亞慈善信託基金、滬江維多利亞學

校及其家長教師會於上年 9 月 24 日再次舉辦「香港維多利亞學校無止橋」親

子模型籌款活動，獲超過 150 個家庭參與，並為無止橋籌得港幣 94 萬。籌得

善款將用作興建「香港維多利亞學校河源村無止橋」。維多利亞學校不但成

為基金的支持機構，一眾熱心的家教會成員更準備於今年 9 月再次舉辦籌款

活動。基金在此謹代表受惠村民和大學生義工向以上機構及所有支持的師生

家長表示衷心感謝。  

 

交流及培訓計劃 

橋．動我心「無止分享會」 

基金於上年度開始策劃橋．動我心「無止分享會」，鼓勵香港的大學團隊在

完成項目後，與其他大學團隊和其他義工分享建橋經驗，並藉此加強團隊間

的凝聚力和聯繫交流。 

首個「無止分享會」已於上年 10 月 8 日在香港理工大學順利舉行，由香港大

學團隊分享清華港大百年校慶無止橋的建橋經驗，並由教育及宣傳委員會委

員李德偉先生講授團隊建立的方法與知識。第二次的「無止分享會」由香港

中文大學團隊在 1 月 14 日舉辦，分別就馬鞍橋村重建項目巡迴展覽項目分享

經驗和感想。 

 

 

 
 
 

 
 
 

 
 
 

 
 

無止橋大學團隊交流營圓滿結束 

                        頁五 

維多利亞學校籌款活動圓滿結束 

 

 

 
 
 

 
 
 

 
 
 

 
 

李德偉先生於「無止分享會」中講授團

隊建立知識 

河源村擬建橋址 

無止橋研究及發展中心進行馬岔村

項目的實驗 

村民現時步行過河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1/staff1/edward/www/b2c/tc/project_sites/Yunnan/Heyuan/Milestones_Jul11.htm


 

 

 
 
 

 
 
 

 
 
 

 
 

如不希望繼續收到此通訊，請電郵至 bridge2china@cuhk.edu.hk 通知我們。 

© 無止橋慈善基金  

電話 +852 2696 1162   傳真 +852 2696 1163   網址  www.bridge2china.org   電郵  bridge2china@cuhk.edu.hk   

2012 年工作展望 

 

甘肅省會寧縣馬岔村夯土農宅項目 

基金透過無止橋研究與發展中心，於甘肅省會寧縣馬岔村開展「現代夯土

農宅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示範項目」。項目已於去年 6月正式啟動，並

邀得來自法國國際生土建築研究與應用中心的專員協助團隊進行基礎研究

工作。團隊去年亦已就抗壓、抗震等性能進行夯土村料優化研究及檢測試

驗，並對馬岔村地理環境進行深入的綜合考察研究，為今年年初即將進行

的夯土農房建造示範做前期的研究準備。 

項目計劃 

除了完成馬鞍橋村、大灘村村民中心的項目，和繼續馬岔村夯土農宅研究

示範項目，基金將於今年進行 6個建橋項目。  

“凝聚。提升＂─無止橋大學團隊交流營 

基金現計劃於 2月 3日至 8日在香港沙田烏溪沙青年新村舉辦為期六天的

大學團隊交流營，以提升團隊對項目規劃和實施的認識，並促進團隊之間

的經驗分享與交流，將邀請 50 名內地和 30 名香港的現任學生參加。除了

無止橋項目具體實施的課堂外，今年加強了團隊建設及互相交流的環節，

如團隊建立的訓練活動、燒烤會，亦設自由活動和主題參觀的時間，讓來

自不同學校的團隊成員可以有更多自由交流、認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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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江維多利亞學校國際文憑課程信息博覽會 

基金應滬江維多利亞學校的邀請，在去年 11 月 3 日於該校禮堂舉辦的國際文

憑課程信息博覽會上擺設攤位，向一眾家長與學生介紹基金的建橋及村莊改

善工作。會上學生對參與建橋表示強烈興趣，基金代表亦藉此機會與在場的

其他慈善團體交流及分享慈善工作的經驗。 

無止橋公開講座 

應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的邀請，基金代表於去年 11 月 30 日為樂道中學，為

該校老師介紹無止橋；亦於 12 月 29 日往烏溪沙青年新村，在民政事務局的

活動中為元朗區的中學生簡介無止橋的建橋工作。 

另外，基金亦在九月份於香港理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公開大學、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大學舉辦專題講座，宣揚無止

橋的理念，並呼籲學生積極參與建橋項目和首屆步行籌款活動「無止行

2011」。 

而香港牛津劍橋校友會亦非常支持無止橋的工作，邀請主席吳恩融教授於

2011 年的聖誕派對上介紹無止橋，更將派對的收益捐助予無止橋。 

                        頁六 

吳恩融教授向香港科技大學學生介紹無

止橋的理念和建橋工作 

夯土村料優化研究及檢測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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