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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無止行」

圓滿舉行

「第四屆無止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已於今年 2 月 8 日
沿白石角海濱長廊順利舉行，活動吸引本地大專院校的
校長、代表、師生及公眾人士近 600 人參加，籌集的
善款將支持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的村民活動中心建設項
目。

基金有幸邀請到環境局局長暨基金榮譽顧問黃錦星太平紳士以及 13 間本
地大專院校校長和代表為活動做主禮嘉賓，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
授更是連續第四年支持無止行。
為了讓參加者了解更多無止橋在內地農村開展的建橋和示範項目，今年
我們的學生義工團隊特意準備了不同的攤位，除了和參加者分享難忘
的無止橋經歷，亦向公眾介紹新型夯土建造技術。負責馬岔村村民活動
中心建設項目的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穆鈞教授和李強強同學也來到活動現
場，分享項目進展和實地建設經驗。

感謝所有善心人士對無止橋的大力支持，齊來關注農村可持續發展，
期待下次活動見！
籌款獎項
大專組

公開組

冠軍：珠海學院

冠軍：大華銀行

亞軍：香港大學

亞軍：周大福珠寶集團

季軍：香港公開大學

季軍：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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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謹向所有支持、參與和慷慨贊助「第四屆無止行」的機構和善長表示由衷的謝意！
參與院校

白金贊助
葉劍權先生
Angel Young and Dimitrios Kavvathas
金尊贊助

銀尊贊助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集團
信和集團
香港未來基金會
香港房屋協會
紀力勤先生及紀吳秀琴女士慈善基金
陳廷驊基金會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黃汝璞女士
達利製衣有限公司
雄牛資本（香港）有限公司
V Hotels & Serviced Apartments

從「橋為人」到「人為橋」
無止橋成立八周年誌慶

其他贊助
日昇印刷

鳴謝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
恩美貨運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張志華先生
葉青霖攝影同學會
Chung & Tang 公關顧問公司

大會公關
薈益

無止橋慈善基金八周歲啦！今年 4 月，基金有幸邀
請到基金榮譽顧問，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和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以及長期支持無止橋的理
事、委員、義工和支持機構，共同為基金舉辦了生日
聚會。基金主席鍾逸傑爵士更是和大家一起慶祝了
88 周歲生日。
八年來，基金不斷成長，亦探索多元化的方式推動內
地農村可持續發展，從成立之初懷著「橋為人」的初
衷，發動義工為村民搭建橋樑，如今基金正朝著「人
為橋」的方向努力，發展為跨學科、跨領域的平台，
集合不同背景的人士走入農村貢獻各自的專長，並鼓
勵每一位參與者都化身為「橋梁」，為農村引入更多
資源和先進技術。至今，來自香港、內地和海外超過
2,800 名大學生義工為內地農村建成了 37 座便橋，3
個村民中心（預計今年底完工），2 個農村示範以及
一系列民生改善項目。
在聚會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和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太平紳士分享了各自的無止橋故事，讚揚無止橋
項目一直向年輕人傳播關愛農村的種子，鼓勵年輕人
積極參與，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也上了人生寶貴的一
課。
感謝所有支持無止橋的人士，希望大家一起永懷無止
境的愛心，繼續前行。
特別感謝
基金義務秘書紀文鳳小姐慷慨贊助是次誌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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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設

香港和內地齊辦迎新會
無止橋迎來新成員

去年十月，一年一度的無止橋團隊迎新會分別在西安和香港順
利舉辦，無止橋大家庭共迎來近 100 位熱心公益的新成員。
基金主席鍾逸傑爵士出席了香港的迎新會，鼓勵新團隊不斷學
習，踏足農村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兩地的迎新會上，各個大學的無止橋團隊分別介紹了過去一年
的項目情況，同時分享和交流建橋經驗，討論如何更有效地運
作項目。感謝黃靜怡女士作為義務急救導師，在內地迎新會為
隊員們培訓急救知識，提高團隊的急救應變能力。同時，迎新
會揭曉了過去一年香港和內地的最佳無止橋團隊和特別貢獻
獎，激勵團隊繼續努力，將愛心延續下去。

2013/14 內地最佳無止橋團隊
重慶交通大學無止橋團隊 | 四川大學無止橋團隊
2013/14 香港最佳無止橋團隊
香港大學 ( 學生 ) 無止橋團隊
2013/14 特別貢獻獎
邵長根先生 | 艾雕同學 ( 西安交通大學 )

中國農村公共衛生培訓者計劃工作坊
今年 3 月初，無止橋團隊的核心隊員及導師參加了 CCOUC 災
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舉辦的中國農村公共衛生培訓者計劃工作
坊。在工作坊中，CCOUC 團隊分享了在內地農村開展公共衛
生項目的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並安排了模擬遊戲讓培訓者分
組討論，鞏固所學要點且加以運用。
希望本次工作坊能為團隊負責人在進行公共衛生教育項目時提
供指引，提升我們義工團隊的知識水平，有效推廣公共衛生知
識，令更多村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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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展
雲南周大福無止橋民生建設項目之二
項目點阿窩主村是一條偏遠的哈尼族村落，

公共衞生知識和安全用電常識。

沒有電視、網絡、供水設備甚至廁所，街道
兩旁曾經堆滿垃圾和糞便。這𥚃村民的起居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飲食都在同一空間內進行，微弱的鎢絲燈泡
是房子的唯一照明……
2014 年底，35 位來自重慶、昆明、北京、
項目地點：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阿窩主村
項目團隊：重慶交通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中央民族大
學、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 - 香檳分校及昆明理工大學
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

美國和香港的義工們在之前的項目基礎上，
順利完成了吊橋附屬修護工程。此外，團隊
亦關注當地的民生情況，齊心建成了兩座公
共廁所、一座焚化爐及為貧困戶改善電路裝

無止感言
「這是我加入無止橋團隊後的第一次建橋項
目，深刻的不是那艱辛的生活環境，不是那
遍地的牛糞豬糞、夜半寒風中的瑟縮顫抖
⋯⋯難以忘懷的卻是箇中一同經歷的每一個
同伴，還有樂於分享的村民。」

置和家居條件，並為村民舉辦工作坊，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袁榮璋同學

插旗村無止橋
難以想象，當地約 1,500 位村民僅靠幾塊水

無止感言

泥預製板搭成的臨時簡易橋，竟要橫跨約 50

「兩年半了，一直為之努力和堅持的插旗村

米寬的河水……

無止橋終於完成了。記得開工第三天，大家
準備安裝橋架，基金的項目領隊李先生堅持

項目地點：重慶市萬州區彈子鎮插旗村
項目團隊：重慶交通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吳士元先生 , 孔美琪博士 , BBS

為了確保村民的出行安全，由 2013 年開始，

讓我們一定要嘗試用人力抬橋架，但擺在我

團隊花了長達兩年半的時間考察、設計及與

們眼前的是每跨 600 公斤重、一共 7 跨的鋼

村落溝通，並配合當地合適的水位條件，終

橋架！我突然明白：如果我們這次用機械吊

於在 2015 年 1 月底完成了橋樑建設。竣工

裝，那麼下次洪水把橋架沖掉之後，村民要

時，村中老婆婆一句「沒有你們，哪來這座

是沒有錢去請挖機，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學

橋！」，令在嚴冬戶外編網箱、整個星期不

習用人力將鋼架抬上去，如果我們這次能成

能洗澡的義工們倍感溫暖。

功教會村民用人力安裝好鋼架，以後村民就
能自行維護這座橋了。」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重慶交通大學 尹恒同學

周大福無止橋

項目地點 : 重慶市彭水縣保家鎮溪口村
項目隊伍 : 西安交通大學 ,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及同
濟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 : 周大福珠寶集團

這是迄今為止項目週期最短的一個無止橋項

無止感言

目，從由 2014 年初第一次調研到橋樑竣工僅

「最令我感動的是村民們！搬石頭的時候旁

用了短短八個月。九天內 43 名義工除了合力

邊是一個阿姨，我雖然聽不懂重慶話，她講

完成橋樑的主體工程，還幫助當地學校和兩

話的時候我只能微笑，唯一能聽懂的是她在

間衞生室進行了改善工作，以及開展了公共

講謝謝我們。我能感受到村民們的熱情，不

衛生項目。建橋期間陣雨不斷，卻沒有澆滅

僅幫助我們抬橋架，連孩子們都來幫我們搬

義工們的熱情。大家站在河水裡搬運石頭，

石頭。沒有村民們的幫助，這座橋是沒辦法

用心編制網箱，為約 1,600 名村民帶來了長

在如此短的時間完成的。」

約 28 米的便橋。
同濟大學 劉暢同學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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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義

近期項目
桐木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 :
重慶市彭水縣桐樓鄉桐木村
項目團隊 :
四川大學、珠海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
無止橋團隊

桐木村依山而建，村莊分為山上和山下兩部分。每年五月至十月汛
期來臨時，大雨導致河水上漲，村民甚至需要花兩個小時繞道下山
趕集或上學。義工團隊今年年初再次進行調研，了解村內分散農戶
和中心學校的需求。調研時正值春節前夕，團隊特意為平日難得一
聚的村民拍攝家庭合照，期望在橋樑正式施工時送給他們。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義工建設活動施工日期： 8 月 21 日至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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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馬岔村村民活動
中心第二階段施工開始
項目地點 :
甘肅省會寧縣馬岔村
核心項目團隊 :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無止橋團隊

2014 年 6 月到 10 月底，團隊和當地村民進行了村民活動中心第一
階段的施工，主體夯築工作已基本完成，夯土總量達 270m3。在此
期間，基金組織來自香港、內地和美國的大學生義工進行了兩次施
工建設活動，大家在體驗新型夯土技術之餘，還協助團隊進行了多
項夯土工藝的實驗，為後續施工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由於天氣
原因，第一階段的施工工作於 10 月底暫時停工。
第二階段施工已於今年 3 月開始，項目團隊將逐步完成牆體夯築、
屋頂安裝、室內設計、景觀樹木種植、家俱與活動設施、門窗配置
等工作，預計中心建設將於今年底完工。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星光村無止橋

義工建設活動施工日期： 7 月 22 日至 8 日 2 日

項目地點 :
重慶市彭水縣蘆塘鄉星光村
項目團隊 :
清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團隊在今年 3 月中進行了第二次調研，計劃為村民修建約 13 米長
的桁架橋，改善汛期村民出行困難的問題。此外，村中近四分之一
的村民（約 500 人）缺乏乾淨水源，團隊計劃維修受損的水池並新
建 1 個水池。相關的公共教育項目也在策劃當中，希望能向村民介
紹安全用水和垃圾處理等知識。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義工建設活動施工日期： 8 月 21 日至 29 日

貴州黔東南傳統村落項目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於貴州省東南部，境內分佈了大量傳統

青靈村第三期民生項目
項目地點 :
重慶市彭水諸佛鄉青靈村
項目團隊 :
重慶大學及香港大學無止橋團隊
項目贊助：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村落，是我國傳統村落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如何有效保護傳統
村落的文化遺產，對傳統村落進行可持續性地發展，是當下農村
發展工作的重要課題。2013 年底，住建部委託無止橋慈善基金和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負責統籌國內外相關專業力量，以該地區為基
地，針對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開展持續的綜合性研究與示範。

從 2013 年至今團隊已為當地建成兩座便橋及一系列民生活動，通

從 2014 年 6 月至今，基金和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貴州師範大學、

過多月的努力，團隊將再接再厲開展第三期項目，主要解決村內的

台灣淡江大學等相關人員先後六次進行了前期調研工作。團隊走

民生問題及優化前期建成的基礎項目，例如修建涼亭和焚化爐，維

訪了黎平縣、從江縣、雷山縣境內的 20 多個村落，其中岜扒村將

修和新建水池，方便村民使用更加乾淨的水源，此外團隊亦計劃為

是團隊未來要重點研究的村落，預計年中將成立項目規劃小組，

學校操場修建活動設施等。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結合村民意願開展規劃設計，並陸續啟動規劃與建設相關的項目。

義工建設活動施工日期： 7 月 23 日至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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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籌款
「商界展關 懷 」社區伙伴 合 作展 2 015 博覽
今年三月，無止橋再度出現在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
辦的「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上。是次展覽聚
集了近 80 個不同的商業機構及社會服務機構，彼此
交流並探討合作機會，無止橋也藉此機會向社會各界
人士推廣基金的理念和工作。

「無止聚」：無止橋 X 爭氣 電影欣賞及分享會
新年伊始，無止橋舉辦「無止聚」義 們和嘉賓進行了互動與分享，除了暢談教育問
工聚會，邀請了近百位義工們共同觀 題，聊人生感悟，亦分享了參與社會服務的感
看勵志紀錄片《爭氣》。
受。
活動當晚匯集了不少十年來一直支持 特別感謝
無止橋的骨幹義工，以及新加入我們 無止橋管理委員會的郭展禮先生慷慨贊助活動
的團隊領袖。導演楊紫燁女士和片中 利希慎基金提供大力支持
的何力高老師也來到現場和大家一起
分享幕後的故事。電影放映後，義工

去年 12 月，感謝屯門區推廣義工服務
地區協調委員會的邀請，無止橋參加了
屯門區義工服務博覽。通過活動，基金
向市民傳遞了無止橋的理念，希望令更
多市民關注內地農村的發展情況，鼓勵
年青人通過義工服務踏足偏遠地區，開
拓眼界並促進自我成長。
編輯成員
王必琪小姐
林惠斌小姐
周嘉旺小姐
陳晶琦小姐
黎 明小姐
黎梓晴小姐

© 無止橋慈善基金
電話：+852 2742 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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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www.bridgetochin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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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義 工服務博覽

歡迎意見
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見或欲取消訂閱，
請電郵至 info@bridgetochin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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