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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是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一群基督教關懷貧窮

的前線機構與教會聯合成立的緊密網絡。教關是一個社區網絡平台，網絡伙伴攜手合作，同心關懷貧窮及社區轉化。我們致

力發掘服務空隙，並發展多個先導計劃回應需要。教關提供兼具知識與關懷的可信服務，以培育能力、充權及師友同行模式

為重心。我們凝聚社區網絡資源，幫助及充權前線伙伴拓展服務，接觸更多資源匱乏的群體，並更有效地在社區實踐上主的

天國使命。 

 

教關愛心行動使命 

愛心行動是「教關」其中一項服侍，連結機構或個人群體，提供免費資源，例如食物、服務、物資或活動等，與「教關」伙

伴分享，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伙伴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此

外，推動社會各界參與愛心行動的服侍，以實際行動去關懷社區基層人士，建立共融的社會。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香港「PeaceBox 祝福大行動」起源:「PeaceBox 祝福大行動」自 2014 年 1 月起舉辦，由慈善團體、商業機構及教會聯合主

辦，藉著復活節提倡愛與關懷的訊息，透過收集小禮物將關愛送給一些基層家庭及長者，尤其是露宿者、貧困人士、獨居長

者、低收入家庭等，讓他們感受人間有情，互助關懷的幸福。「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是活動的合辦機構，透過「教關愛行

動」鼓勵社會各界每年在復活節這充滿盼望的日子送出禮物。在過去 7 年來，累計派發超過 7 萬個 PeaceBox 物資禮物盒，

當中所祝福到的受惠基層社區人仕，義工，捐贈人仕等，總數超過二十五萬人。 

 

活動目標 

1. 祝福教會：讓參與捐贈 PeaceBox 禮物，踏進社區服侍基層人士，分享主愛，讓教會開展社區服侍，或支援作恆常

社區服侍之教會，轉化生命，同時連結英語教會參與，同作合一見證 

2. 祝福學校：讓學生參與捐贈 PeaceBox 禮物，同時亦有機會參與社區服侍，將 PeaceBox 派送予基層人士，關心社會

中資源匱乏一群。 

3. 祝福基層人士：讓基層人士或家庭感受到被關心和同行 

 

4. 祝福企業：讓企業員公參與捐贈 PeaceBox 禮物，參與派發 PeaceBox禮物關心貧窮群體 

 

5. 祝福社區：結連學校、家庭、教會、企業、機構等，以地區潛藏資源服侍社區，建立共融關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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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教關愛心行動 – 2021 PeaceBox 祝福行動時間表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2021 影片 

https://youtu.be/XZISX5gSh7I 

 

3 月初 「教關愛心行動」- 2021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教會登記連結：https://forms.gle/Bcmq998BL51LMi6r5 

（截止報名日期： 2021 年 3 月 14 日） 

右邊的登記表只限「教關」伙伴教會之

用。非伙伴教會需登入以下連結先成為

教關伙伴：http://goo.gl/xqbEOy 

3 月份 

 

今年 PeaceBox 祝福大行動 2021 的口號- 「捐物不只是捐物」你可

以透過以下兩種方法參與我哋嘅行動： 

1. 網上捐贈: 到: https://bit.ly/peacebox2021-donate 義購 PeaceBox 物資

包，大會收到後便會經由教會及 NGO 網絡，派發到有需要的基層

社群手上 

2. 實體捐贈 : 參考 http://bit.ly/donate-peacebox 的指引，將你的物資 

(例如新淨的文具、玩具、日用品、乾貨）帶到指定收集點，寫上

心意卡包好，我們會便會將你的心意和物資一起送給基層社群手

上 

更多詳細請瀏覽官網: 

https://www.peaceboxhk.org/ 

聯絡: peaceboxcontact@gmail.com 

捐款義購 可使用網上捐款平台或將捐款存入教關戶口的方式參與 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可提供 88 慈善機

構捐款收據 

實體捐贈 凡有興趣的個人或團隊都可參與。收集 PeaceBox 禮物 ，建議盒子

尺寸 (約 11”長 x 9”闊 x 5”高)  

如果找不到大會建議的盒子尺寸，可以用辦公室 A4 影印紙箱或放

在一個大紙箱送到大會指定 PeaceBox 禮物收集點 

PeaceBox 收集點: 

https://www.peaceboxhk.org/collection-points 

（截止收集日期： 2021 年 3 月 31 日） 

參考建議禮物短片：  請參考 PeaceBox 網頁最新資料 

 

注意由 2020 年開始，PeaceBox 禮物的

送贈方式不一定使用盒子，使用環保袋

都可以。（由派發單位自行決定） 

 

PeaceBox 物資包 Gift Pack 可分為以下兩

種： 

兒童 / 家庭 

3 月至 4 月 

 

已向教關登記參與的教會： 

～可自己收集 PeaceBox 物資。參與收集禮物的教會可以   i)安排自

己教會派發  ii) 自行安排轉給別的教會派發。iii) 自行安排送到 

PeaceBox 大會的指定收集點 

教會可以把收集回來之 PeaceBox 集合在教會一處，疊砌成立體形

狀，以表達弟兄姊妹合一參與運動，祝福社區 

 

https://youtu.be/XZISX5gSh7I
https://forms.gle/Bcmq998BL51LMi6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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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大會申領 PeaceBox 物資。大會送達物資到教會/機構分以下

兩個時段 26/3 - 1/4 及 2/4 - 14/4 

但無論是以上那一種方式，也需要填寫網上登記，以便教關跟進 

 

 PeaceBox 大會會向已登記的參與教會分發 PeaceBox 祝福卡及貼紙 

 

 2021 PeaceBox 親子填色比賽，自由報名。 

https://www.peaceboxhk.org/colouring-competition 

 

捐款義購 

PeaceBox 物資

的方法: 

信用卡/PayPal/轉數快/銀行轉賬或存款 

Donation method: Credit Card/PayPal/FPS/Bank Transfer or cash 

deposit. 

捐贈金額以百元為單位。如此類推。 

Donate in a unit of $100 to support PeaceBox Campaign. 

方法 Method 1 : 信用卡Credit Card/PayPal* 

*信用卡/PayPal公司將對本機構收取其捐款的約 4% 服務費。A 

service charge of around 4% from your donation to us will be deducted 

by the credit card company/PayPal. 

方法 Method 2: 轉數快 FPS 

户口名稱 Account Name：「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Company Limited 

轉數快號碼 FPS ID: 2334688 

方法 Method 3: 銀行轉賬/存款 Bank Transfer or cash deposit 

銀行名稱 Name of Bank：香港匯豐銀行 HSBC 

户口名稱 Account Name：「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Company Limited 戶口號

碼 Account Number：168-523-470-838 

注意事項 Remarks:  1. 上述捐款方法 (2) 轉數快及 (3) 銀行轉賬/

存款須提供存款收據，連同聯絡人姓名及電話、電郵地址或郵寄

地址，透過電郵: info@hkcnp.org.hk、傳真: 3013 8950 或 

WhatsApp: 6760 2025 通知我們。如捐款收據抬頭名稱與聯絡人不

同，請說明。 

註明：支持「2021 PeaceBox祝福大行動」（沒有註明之捐款將撥

入「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有限公司」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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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onation method (2) FPS and (3) Bank Transfer/cash deposit, 

please send the pay-in-slip with your contact name ( and your donation 

recipient name if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tact name), telephone 

number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mail or postal) via email: 

info@hkcnp.org.hk , fax: 3013 8950 or WhatsApp: 6760 2025 to us. 

Please remark: Support "2021 PeaceBox Campaign" (Donations that 

are not specified would be funded to the general fund of "The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Company Limited") 

 

2. 捐款港幣$100或以上可申請扣稅。捐款者於捐款時能夠提供有

效的電郵/郵寄地址，將於2個月內收到捐款收據。 

Donations over HK$100 are tax-deductible. Donors will receive a 

donation receipt by email/post within 2 months.  

3. 為了讓所得的捐款盡快購買物資並於復活節前送到受惠人士手

上，是次活動不接受郵寄支票，敬請留意！ 

In order to prepare gift packs before Easter, we do not accept donations 

by cheque. 

4.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Hong Kong Church Network for the Poor - Privacy Statement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http://www.hkcnp.org.hk/your_response/privacy/ 

 

 

其他資料： 

 

 

注意事項： 

1) PeaceBox 不可在地區性嘉年華會、街上免費派發或轉售 

PeaceBox should not be distributed or sold in a regional carnival or on street. 

 

2) 只可送贈給大會指定以下受惠人士 

Beneficiaries: 

基層兒童、低收入家庭、高危青年、少數族裔、無家者、獨居長者、新來港人士、傷健人士、末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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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risk youth, ethnic communities,  homeless people,  living-alone elderly, new arrivals,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mpaired people,  terminally-ill patients 

 

3) 需要安排義工檢視每個 PeaceBox內的禮物是否合適作送贈 

Please check if the presents in PeaceBox are suitable for donation. 

 

4) 最後獲派發的 PeaceBox 數量會與申請數量可有出入，將按收回來之捐贈數量會有調整。 

The final allocation of PeaceBox gifts might vary from your application. Depending on the donation quantities.  

 

5) 如參與捐贈 PeaceBox物資，可將物資送到指定收集點，請參考網頁資料 （如物資數量超過 50件，可聯絡教關安排大會

運輸到取）。如參與派發的教會登記 PeaceBox 禮物數量達 50份或以上，將由大會免費送到教會；如數量少於 50份需自行

到大會指定地點領取。If the number of PeaceBox donation items over 50, you may contact HKCNP to arrange a pick-up service; if 

the number is less than 50 is needed to send them to the designated collection points, please refer to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b page. 

Participating distribution churches registering 50 or more PeaceBox gifts will get a free delivery; if the number is less than 50 that is 

needed to collect them yourself at the designated location. 

 

6) 活動後請把出席者參加活動時之相片、同工或參加者之簡短分享，電郵給「教關」，以便上載「教關」網頁及

Facebook，推動及鼓勵社會向界參與地區扶貧服侍，祝福更多有需要的群體 

Participant organization/ church have to email event photos and sharing of participants to HKCNP after events for posting on HKCNP 

official website and Facebook page to encourage the community to join social service, blessing the needy. 

 

7) 主辦機構非食品及貨品供應商，對食品及貨品並無作出任何聲明或擔保，或作出任何保證，並不負責任何賠償責任。如

有任何有關食品及貨品的爭議或投訴，使用人士應直接與有關商戶聯絡 

Co-organisers are not the supplier of food and products and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matters relating to any such food and products. 

Recipients should contact related merchants directly if there is any complaint or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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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已登記參加的伙伴教會，完成派發 PeaceBox 物資包之後，請交回以下回條給教關，電郵到 

agnesleung@hkcnp.org.hk 

派發資料紀錄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必須提交，可以附件檔案提交) 

一些行動及祝福相片： 

 

 

文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