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贊助人
曾蔭權先生
彭清華博士
中央政府支持部門
仇保興博士
顧問委員會
榮譽主席

鄭家純博士
榮譽副主席
詹姆斯•
詹姆斯•莫裏斯爵士教授
大學校長

陳繁昌教授
陳繁昌教授
梁智仁教授
沈祖堯教授
唐偉章教授
徐立之教授
榮譽顧問

鮑家聲教授
陳嘉正博士
馮康醫生
林鄭月娥女士
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
梁愛詩女士
李剛先生
潘樂淘工程師
黃效文先生
張興國教授

管理委員會
鍾逸傑
鍾逸傑爵士
陳孔明先生
陳佐堅先生
紀文鳳小姐
郭展禮先生
吳恩融教授
黃汝璞女士
周進博士
委員會主席
教育及推廣

陳妍妮小姐
許正宇先生
項目及資源

穆鈞博士
穆鈞博士
健康及安全

陳英凝教授
陳英凝教授
籌款

鄭志剛先生
陳佐堅先生
陳佐堅先生
財務

黃汝璞女士
海外代表

陳順桂小姐
陳淑娟女士
行政總幹事

周嘉旺小姐

無止橋慈善基金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王福元樓五樓建築學系
電話：
電話：+ 852 2696 1162
傳真：
傳真：+ 852
852 2696 1163
網址：
網址：www.bridge2china.org
電郵：
電郵：bridge2china@cuhk.edu.hk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

新聞稿

「無止行 2011」
」
全港 11 間大專院
大專院校首度合作
首度合作
為無止橋義行籌款
（2011 年 7 月 6 日，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
無止橋慈善基金」
無止橋慈善基金」破天荒凝聚全港十一
破天荒凝聚全港十一
間大專院校及社會各界
間大專院校及社會各界的力量
及社會各界的力量，
的力量，共同推動香港首個大型跨越大專
共同推動香港首個大型跨越大專學界
跨越大專學界的
學界的慈
」。步行籌款於今年 11 月 13 日舉行，屆時將
善步行活動「
善步行活動「無止行 2011」
集合近二千名大學生及市民，一同身體力行籌集善款，支持基金在內地偏
遠地區拓展大學生建橋活動。該活動由今天起公開接受報名。
「無止橋慈善基金」今天為步行籌款活動舉行新聞發佈會，出席嘉賓
包括「無止行
無止行 2011」籌委會主席紀文鳯
籌委會主席紀文鳯 SBS 太平紳士、
太平紳士、基金榮譽主席鍾
逸傑爵士，以及來自十一間大專院校的學生事務長和代表，手牽手為首屆
「無止行」揭開序幕，充份展現是次活動「義行跨校界
義行跨校界，共建無止橋
義行跨校界 共建無止橋」的
共建無止橋
主題，各大專院校團結一致，獻出無比力量，共同建造愛心橋樑。
紀文鳯小姐
紀文鳯小姐表示：「我們能夠成功團結香港11間大專院校的力量，舉
小姐
辦這個史無前例的跨校界慈善活動，通過中港兩地大學生在內地的建橋善
舉，改善內地偏遠農村的生活環境，對於「無止橋」及學生均極具意義。
在此我衷心感激各參與院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對無止橋的大力支持。」
「 無止行 2011」
」 大學召集人兼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分享
道：「雖然各大學都因應四年學制而進行不同的課程改革，但我們都強調
同學對社會的承擔，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造福人羣。無止橋的工作，與
我們的教育目標可謂不謀而合。」
是次慈善步行是為無止橋的營運和發展經費籌款，讓更多大學生有機
會踏足內地偏遠貧困農村修建橋樑，促進香港與內地彼此相互溝通和瞭
解。 曾參與建橋活動的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殷芷彤同學
表示:「每次建橋的旅程也是一個感人的故事，也是一段段難忘的回憶。
在旅程中，我得到的遠比期望的多。」來自西安交通大學，現在港修讀建
築學博士的陳楊同學分享道：「一座座無止橋，在改變著當地村民命運與
生活的同時，其實也在悄悄地改變著我們。無止橋的精神時刻提醒著我們
要盡自己所能去發現和幫助那些需要關懷的人。這種精神不僅僅停留在建
橋的數天，而是融入每個義工的生活裡，生根發芽，不斷延續下去。 」

現時無止橋已取得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聯同各間參與院校的正副校
長，包括香港大學徐立之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城市大學郭位
校長、浸會大學李兆銓副校長、公開大學梁智仁校長、嶺南大學陳玉樹校
長、教育學院張炳良校長等的支持，出席「無止行」11 月 13 日的開步
禮。
首屆「無止行」將於大潭水務文物徑舉行，該徑沿途景色明媚，並擁
有百年石橋古蹟和水務文物。今次活動更獲得水務署全力支持，參加者除
可欣賞 21 項水務法定古蹟，該署更於當日特別開放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
大潭篤原水抽水站機房。市民如欲參加這一既健康又有意義的慈善活動，
歡迎登入無止橋網址: www.bridge2china.org。

關於無止橋慈善基金
無止橋慈善基金(www.bridge2china.org) 於 2007 年成立，旨在推動香港和
內地大學生親身為國內貧困地區修建便橋，改善村民生活，並建立兩地學
生和村民之間的「心橋」。基金至今已發動超過 600 名大學生和專業義
工，在內地 5 個省份完成 19 個項目和 1 個災後重建示範，部份項目更獲
香港及內地的專業機構頒發獎項。
（完）
發稿機構：無止橋慈善基金 / Prestique Limited
發稿日期：2011 年 7 月 6 日
傳媒查詢及索取圖片/錄像：
無止橋慈善基金:
周嘉旺小姐 (電話：+852 9041 2328 /電郵：sharon_wzq@cuhk.edu.hk)
譚靜珊小姐 (電話：+ 852 269 1162 /電郵：doris_wzq@cuhk.edu.hk)
Prestique Limited:
Fion Lui / Joyce Wong
（電話：+852-2541 9393 /電郵：fion@prestique.com / joyce@prestique.com）

無止橋 2011 活動資料:
活動資料
活動日期:
活動日期 201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步行路徑:
步行路徑 大潭水務文物徑 (約 5 公里，全程約 2.5 小時)
起點：
起點：香港島大潭郊野公園樂聚園燒烤場
終點：
終點：大潭水務文物徑大潭道出口
組別:
組別 大專組和公開組
最低籌款額:
最低籌款額
 持有效大專院校學生證之學生/18 歲以下人士:HK$200
 其他:HK$500
名額:
名額 2,000 人
報名辦法:
報名辦法 歡迎登入 www.bridge2china.org 網上報名或下載表格。
截止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2011 年 10 月 7 日
參與院校:
參與院校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
港教育學院、珠海書院
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水務署
贊助機構:
贊助機構
鑽石贊助: 翠菊基金
金尊贊助: 施永青基金、香港中文大學 EMBA 課程暨應屆同學及校
友、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香港) 、朱金定先生、昇逸酒店
(深圳) 、 葉楊詩明女士
銀尊贊助: 世邦魏理仕、吳仲文先生夫人、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亞洲資本保險集團私人有限公司、周大福慈善基金、
林芝慧、林子麒及半島時裝、紀力勤先生及紀吳秀琴女士慈
善基金、香港房屋協會、袁彌明生活百貨、紓適寧、
陳佐堅測量師行、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華美銀行、新
創建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新華集團、鄭宗檉、鄭徐翠屏
先生夫人慈善基金、關文熹慈善基金、Baniel Cheung
其他贊助: 日昇印刷
Toi Toi Hong Kong Ltd

圖片說明:
File : WZX Press Conference_holding hands
鍾逸傑爵士（左六）、紀文鳳小姐（左七）、周偉立博士（左五）、水務
署香港及離島區署理總工程師甘榮基先生（左八）及其他大專院校之學生
事務長和代表，手牽手共同為「無止行 2011」揭開序幕。

File : WZX Press Conference_gp photo
鍾逸傑爵士（後排左十四）、紀文鳳小姐（後排左十五）、周偉立博士
（後排左十二）、水務署香港及離島區署理總工程師甘榮基先生（後排左
十六）及其他大專院校之學生事務長和代表，連同學生一起為「無止行
2011」揭開序幕。

File : WZX Press Conference_with Students
鍾逸傑爵士（左三）、紀文鳳小姐（左四）、周偉立博士（左二）、水務
署香港及離島區署理總工程師甘榮基先生（左五）及二位大專院校之學生
代表，陳楊同學（左一）及殷芷彤同學（左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