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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專訪「無止行 2011」籌委會主席紀文鳳 SBS 太平紳士
「義行跨校界

共建無止橋」

無止橋首屆跨大學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無止行 2011」
(採訪及撰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吳婉英、林愛娜)
紀文鳳小姐一直熱心參與無止橋的工作，自無止橋成立至今，紀小姐經常四出奔走為
無止橋籌款，每年籌得約數百萬建橋經費。紀小姐坦言籌款工作相當吃力，然而她未
嘗對籌款工作鬆懈，今年更擔任「無止行 2011」籌委會主席。 她希望是次「無止行」
慈善步行籌款活動能取得大眾的認可和支持，並成為一年一度的大型籌款活動，為無
止橋慈善基金籌募營運及發展經費。
「作為學生，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建橋」
紀小姐認為香港年輕一代物質上相對富足，如果他們能親身體會物質的貧乏，便會學
懂珍惜：「很多事不必由我去教，而是你自己看到、觀察到，你會珍惜很多，並發現
原來你已經比很多人幸福了。」
她認為建橋的經歷可以讓學生成長：「你可以看到一個年青人確實有所轉變。他們初
時覺得那兒很骯髒，沒有廁所，又不能洗澡，但參與過後就會覺得很開心。」紀小姐
更表示：「作為學生，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建橋！」
無止橋一直以大學生為服務主體，紀小姐解釋，大學是個分水嶺，在大學階段學生處
於學習階段，受到很多人照顧。然而，學生一過這分水嶺，踏足社會，就得獨立面對
社會上的各種挑戰。紀小姐道：「無止橋的活動體驗對於正處於這個關鍵時刻的學生
很重要，你一定要認識到社會、世界原來不是你想像中有這麼多人會保護你，要適者
生存，要學會適應。」
義工盡不同

建橋心一致

無止橋成立至今，已於中國不同地區完成了二十個建橋及重建項目。隨著愈來愈多大
學生參與無止橋項目，基金的營運經費亦有所增加。紀小姐期望「無止行」能為無止
橋慈善基金籌募更多資金作營運和儲備之用，使無止橋可以發展更多建橋項目，她表
示：「第一，希望多些當地村民受惠；第二，希望學生也受惠。」此外，「無止行」
籌委會也希望藉「無止行」凝聚不同院校的學生，向未曾參與無止橋活動的大學生作
宣傳。
紀小姐希望「無止行」可帶出建橋不分校界的訊息：「我們會帶著不同大學的旗幟參
與『無止行』 ，但卻是向著同一個目標而走，是為無止橋而走，這就是我們無止行的
目標，即『溝通之橋』、『心橋』之意，目標仍向著幫助貧困地區為主。」

紀文鳳小姐, SBS JP

無止行2011籌委會主席
無止橋慈善基金義務秘書

www.bridge2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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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行2011」得到紀小姐及其他籌委會成員的大力推動，新聞發佈會已於7月6日順利完成，活動正式啟動並開始接
受報名。

活動詳情
是次步行籌款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假大潭水務文物徑舉行。大潭水務文物徑位處
景色明媚的大潭郊野公園，是體會自然生態和本土文化遺產的好地方。得到水務署的
支持，參加者不但可以欣賞沿途 21 項水務法定古蹟，更可參觀位於終點附近，擁有
過百年歷史的大潭篤原水抽水站機房歷史建築群。
所有參加者將獲得精美無止行 2011 紀念版頭巾，萬勿錯過!
起步時間： 9:45am
步行時間：約 2.5 小時
每人最低籌款額：持有效大專院校學生證學生/18 歲以下人士: HK$200
其他: HK$500
參加辦法： - 大專組：參與院校的師生/職員/校友可經參與院校以表格報名
- 公開組：可以表格報名，或在網上報名並即時以信用卡捐款

大潭上水塘水壩

如欲了解更多活動詳情，請即按此瀏覽活動網頁﹗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大潭篤水塘石橋
© 此相片版權屬水務署所有。

鳴謝
「無止行 2011」得以順利開展，實有賴眾多熱心機構及個人的大力支持。基金在此謹向以下的籌委會成員、支持機
構、各參與院校、所有贊助商及其他不記名善長，和義務提供各項支援服務的單位致以由衷謝意。
籌委會成員

支持機構

紀文鳳小姐 (主席)
許正宇先生 (副主席)
范婉兒小姐
李惠儀女士
李德偉先生

呂美玉小姐
蘇孜穎小姐
温師雁小姐
黃雅麗小姐

參與院校

鑽石贊助

金尊贊助

朱金定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EMBA課程

葉楊詩明女士

暨應屆同學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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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公關

日昇印刷, ToiToi Hong Kong Ltd, 屈臣氏蒸餾水

Pres que Ltd

義務支援單位
葉青霖攝影同學會 (專業攝影服務)
張志華先生
(大會宣傳品設計)

VERSO Studio
(活動網頁設計支援)
恩美貨運服務有限公司 (貨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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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展
1.

自2011年1月起有兩座新橋落成
甘肅大灘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鹿鄉大灘村

卡地亞無止橋

項目贊助：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此項目由香港中文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合作，在 16 位來自香港和內地共
6 間大學的學生義工及專業人士，和一眾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一條長 16
米的網箱橋於 4 月 25 日已順利竣工。

大灘村第二座無止橋已順利建成

這是基金在村內修建的第二條無止橋，在同一村落興建兩條無止橋實屬
首次。雖然第一條橋－卡地亞無止橋－的結構依然良好，亦有效改善村民
的出行條件，但由於村落尚有一條小河阻隔村民出行，基金因此再次發動
志願者協助當地建造第二座無止橋。
在建橋過程中，村民運用第一座橋習得的建橋技術，與志願者同心合力再
次建橋。另外，大學團隊的新項目統籌亦通過此項目學習如何建造網箱
橋。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志願者與小朋友在橋點合照

四川巴中市保豐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四川巴中市清江鄉保豐村
項目贊助：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此項目由重慶交通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合作，並得到奧雅納顧問工程公
司的指導與協助。一條長 36 米的鋼樑人行橋，在 24 名學生義工和專業人
士的努力下，完成了最後的橋面鋪裝工作，並於 6 月 5 日竣工。

保豐村原有石橋

在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的慷慨贊助下，兩所院校的項目團隊得以多次會面
及討論施工安排，包括共 6 次的調研、實地考察和橋墩工程進度監察，重
慶交通大學兩名成員赴港交流，開展現場工程監督培訓計劃等。
橋樑竣工，不但為重慶交通大學無止橋團隊對母校建校六十載的獻禮，亦
是兩校團隊成員的重要成果和體驗。重慶交通大學的程明同學表示，項目
使他有機會走出實驗室，在團隊成員、奧雅納義工隊和基金的協助下，將
橋樑工程知識予以實踐；同時，兩所院校團隊的合作和交流，使他明白到
內地粵港兩地同學的不同思路和文化差異。

無止橋竣工典禮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志願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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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華港大百年校慶無止橋

項目地點：雲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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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建橋點共涉及4個自然村170戶約1160人，其中包括仙源村和寧蒗縣的居民，上
學、看病、放牛和耕田都需要過河。現時村民在橋點附近以石頭砌橋過河，但此橋
每年雨季都被洪水沖走。一條小小的河流，但對村民已帶來莫大的不便。
仙源村橋點的河流情況

適逢本年為清華大學和香港大學建校百周年，基金特別邀請兩校合作開展建橋項目，
作為院校百年紀念活動之一。項目隊伍於 2010 年 12 月及今年 3 月初進行了調研及勘
察工作，搜集施工條件和後勤等重要訊息，並於 5 月份順利完成橋樑的基礎施工。修
橋以外，團隊亦為仙源村進行民生改善項目，於 6 月底建成生態廁所，並將於 8 月上
旬發動學生義工進行最後施工。
此外，為配合 5 月份的建校百年慶典，清華大學的項目團隊特別於校內策劃了一次無
止橋展覽會，展示了項目的模型及橋板半成品，讓各界人士能更認識和了解基金的理
念與項目運作。
清華建校百年慶典中的無止橋展覽會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3.

香港維多利亞學校和平村無止橋

項目地點：四川廣元市利州區榮山鎮和平村
項目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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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學校及家長教師會

和平村的擬建橋點為村民、學童等對
外通行的必經之地

附近有 4 個自然村共 1000 多人，其中有 80 名學童。橋點位於季節性河流，雨季時水
位可高達 1.5 米，村民與學童只能淌水而行。橋點所在為和平村村口，是村民、學童
及物質對外運輸的必經之地。和平村外，距離 2 公里處的風崖村等三個村的村民亦需
通過此處與外界取得聯繫。
此項目是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贊助的第二座無止橋，由四川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主導。
項目團隊在 2010 年 12 月進行實地考察工作後，已落實設計圖和施工圖，並於 6 月完
成採購鋼材、橋板等施工準備。項目將於 8 月中旬完成。
香港維多利亞學校和平村無止橋設計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圖

4.

奧雅納顧問工程公司義工隊主辦之項目：咪霞村項目

項目地點：雲南省紅河州綠春縣平河鄉咪霞村
此項目由奧雅納顧問工程公司義工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和昆明理工大學主導。繼早
前由奧雅納公司在其橋樑設計方案比賽選出優勝方案後，項目團隊現已繪製施工圖，
並妥善規劃項目的施工時間安排。
咪霞村原有橋樑

作為項目主導，此項目為奧雅納公司義工隊帶來挑戰。不同於公司的大型工程建設項
目，無止橋項目需要的是最環保、最經濟，並可持續使用的橋樑。而且擬建橋點距離
車路約有半小時的步行路程，在沒有機械的輔助下，如何使用最簡單的材料，以人手
建設一條切合當地村民需要、具無止橋理念的橋樑，成為奧雅納公司義工隊在項目中
得到的不一樣體驗和經歷。
預計年底將發動奧雅納公司的義工及學生義工完成最後的橋樑施工工序。
歡迎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奧雅納公司橋樑設計比賽的優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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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鞍橋村重建示範項目現況

項目地點：四川涼山州會理縣理新安鄉馬鞍橋村
項目贊助：利希慎基金

團隊向小朋友講解健康知識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團隊和基金代表共 32 人，
在 3 月赴馬鞍橋
村進行了實地研究和健康介入計劃。是次計劃使參與學生能夠有機會親身到農村考
察當地的醫療狀況，並運用所學知識，透過以小組訪談和家訪評估村民的心理和生
理狀況，並向村民講解有關災難準備、廢物處理、非傳染性疾病、肺結核和冠心病
等知識。
另外，基金已於 5 月為公共活動中心完成了傢俱採購。基金亦在 7 月中旬發動義工
隊，為村民活動中心塗上外牆保護塗層，繪製兒童室壁畫，裝飾中心內部，並組織
兒童活動。鑑於項目幾近完成，基金將為馬鞍橋村項目進行完整紀錄，整理並總結
以往經驗，進一步推廣與宣傳項目成果。

志願者與村內小朋友有良好互動

請按此瀏覽項目詳情。

6.

甘肅大灘村村民活動中心

項目地點：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鹿鄉大灘村
繼兩條無止橋在大灘村先後落成啟用後，現已發動村民施工隊興建村民活動中
心。另有幾十名村民自願參與建設，在他們的熱心幫忙下，僅用一天時間就搭成
中心的木構架。現正建造中心的牆體結構工程，預計於八月完成。
村民在一天內搭好中心的木構架

參與中心的建設過程中，項目統籌向村民傳授先進的建造技術，改善傳統技術上結
構性的不足，如抗震性、耐久性等。
另一方面，雖然活動中心尚未建成，但中心已漸漸成為一個充份凝聚村民的公共場
所。村民在熱切投入建設工作之餘，於工餘時間亦會在活動中心聚首一堂。
預計於今年底會發動學生義工赴當地進行健康教育計劃等活動。
現正進行牆體結構工程

7.

擬建橋點信息收集及視察

為促進基金在內地建橋項目的發展，基金現已制定一套擬建橋點選址及信息收集的
準則，讓內地不同大學的無止橋團隊能安排隊員往附近地區農村考察，發掘更多項
目點。請按此瀏覽擬建橋點信息收集表格。

交流及培訓計劃
「薪火相傳」：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
基金會在 2 月 17 至 21 日期間，於香港舉辦的「薪火相傳」：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
已圓滿結束，雲集近 74 名分別來自內地、台灣、美國和香港共 17 間大學的師生義工
參加，讓各項目團隊將以往建橋經驗總結、承傳，促進不同大學團隊之間的相互交流
與學習，並從項目管理與組織、農村發展及生態建築的知識等方面提升團隊的能力。
基金在此謹向義務授課的各位講者及撥冗光臨指導的嘉賓致以由衷感謝。

無止橋大學團隊交流營圓滿結束

歡迎按此瀏覽更多活動相片。

團隊建立訓練活動
頁五

網箱橋建造指導手冊
為了讓新的項目團隊更加了解建造網箱橋的技術，並統一網箱橋的設計原則和建造
規格，基金現正總結過往經驗，撰寫與編輯成網箱橋建造指導手冊，預計於今年內完
成。

網箱橋建造指導手冊

有賴編撰團隊的各位基金委員和設計團隊的義務撰文及繪圖，並經過多番會議商討
研究，建造手冊得以仔細記錄網箱橋的設計和建築細節，期望此手冊能讓項目團隊於
設計與建橋時有所參考，並能因應不同客觀環境條件而深化設計。

無止橋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基金現成立「無止橋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此項計劃旨在通過無止橋的建橋及村莊改
善項目，鼓勵獲選學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建築學哲學博士的修業期間，進行有關中
國農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考察村莊改善項目的可行性，並將理論付諸實踐，以
項目統籌的身份完成一個或以上由香港中文大學主導的無止橋項目，並協助無止橋
的日常運作。
獎學金將為獲選的博士研究生提供全額學費資助，為期三或四年(按修業年期而定)。
任何時期皆接受申請。詳情請瀏覽基金網頁。

宣傳及籌款計劃
無止橋會友
無止橋會友捐款計劃設立以來，俊和發展集團成為磐石無止橋會友；王金娣女士、陳
佐堅先生成為秀竹無止橋會友。基金謹代表受惠村民和大學生向以上構機構和善長
深表謝意，並希望社會各界人士或機構能繼續支持本基金在內地偏遠農村的建橋及
村莊改善項目。
歡迎按此瀏覽計劃詳情。

無止橋會友宣傳單張

無止橋成功列入惠施網 (WiseGiving) 認可會員
本基金順利通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核實審批，在五月正式成為惠施網(WiseGiving)
的認可會員。我們會在惠施網提供本會管治及財務資訊，和慈善款項的運用及慈善項
目的成效，以提高本會的問責性及透明度，使公眾能在充份了解本基金的情況下作出
捐款決定。
歡迎按此瀏覽有關本基金於惠施網之詳細資料。

基金成功列入惠施網認可會員

無止橋在人人網
基金已登錄人人網，讓來自香港、內地的志願者在此網上平台交流、溝通，加強聯繫。
想要認識其他志願者，擴闊你的「無止橋」網絡，請即按此加入成為好友﹗

基金已登錄人人網

亞洲電視台節目「通識小學堂」
亞洲電視台兒童節目「通識小學堂」為本基金拍輯節目特輯，一方面邀請了基金委
員和義工介紹基金的運作及項目資料，另一方面，亦就去年9月至10月進行的「香
港維多利亞學校無止橋」籌款項目及受惠村莊探訪活動，訪問了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的校長和參與的小學生，鼓勵小朋友從善助人。節目已於6月29日在本港台播出。
歡迎按此在網上收看此節目。

無止橋義工及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師
生代表接受本港台節目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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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媒體及報刊宣傳
為配合「無止行2011」慈善步行籌款活動，基金進行了一系列的傳媒訪問，介紹
基金的理念和建橋設計原則，亦有學生義工分享建橋經驗與得著。歡迎按此收聽
香港電台節目「管理新思維」的訪問，及按此連結到基金網頁，參閱相關報紙或
雜誌報道。

無止行2011 的報紙報道

工作展望
無止橋策略發展及研究中心
為配合在內地更多建橋項目及其他村莊改善工程的開展，基金現正籌備於西安建
築科技大學成立無止橋策略發展及研究中心，將有助進行中國西部貧困農村建設
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基礎研究，和建設示範的推廣工作，促進各大學團隊之間的交
流互動，並為項目開展提供協調和培訓支援。

維多利亞學校籌款活動
繼上年與基金合作，成功舉辦砌橋籌款活動並贊助兩個建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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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部家長教師會已計劃再次舉辦親子橋樑籌款活動，為基金籌募更多善款。基
金在此謹向以上機構的熱心支持及贊助表達謝意。

無止橋策略發展及研究中心之工作團隊

活動現擬於 9 月 24 日舉行。各位如有興趣擔任當日活動之義工，敬請留意基
金的最新消息。

項目計劃
除了繼續完成馬鞍橋村、仙源村、和平村和咪霞村的項目，基金於下半年計

維多利亞學校上年舉辦之砌橋籌款活動

劃開展 6 個於明年完成的建橋項目，和 1 個位於中國西北地區的村莊改善示
範項目。

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見，

請電郵至
christopher.rita@gmail.com
編輯成員
陳凱敏小姐
陳妍妮女士
周嘉旺女士
馮海翔小姐
許正宇先生
蘇孜穎小姐
譚靜珊女士
黃絲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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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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