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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In today’s day and age, often we are not doing enough training in our efforts of evangelization. 
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require the help from outside of 
the industry to train and equip them, to prepare them to become missionaries of their own. 

We are always eager to have thes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ome missions leaders one 
day as Jesus said,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Matthew 28:19). When they 
return to their field as missions leaders, our position will become like one of a midwife, supporting 
these leaders to be more fruitful in their day-to-day. From a believer to a disciple, we will help 
them to possess:

1. A truthful heart to worship God
2. A humble spirit to walk with the Lord
3. Courage to serve God

What is RM Discipleship Training?

RM disciples are people who had been with Jesus (Acts 4:13),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missions, 
and are passionate about changing the world by carrying out the vision to let the Gospel enter 
the restaurants and the good work to continue from the restaurants.

The process of such training follows the teaching of 2 Timonthy 2:2 when we become the reliable 
people who will also be qualified to teach other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be like Jesus, be a follower 
of Jesus. Therefore, those undergoing the training must be willing to change their spiritual life 
and subsequently their worldly life.

When God let Chinese people open up restaurants in every corners of the world, is it not to 
prepare us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world? When God wants to use us to expand His Kingdom, 
does He not change our life first so we can influence others by setting an example?

Life building will be the toughest challenge to our RM Discipleship Training started this year.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our training and our own discipleship in the 
making as well, for only when we are the reliable people will we be qualified to teach others.

Immanuel,

Rev. Esther Lou

President’s Note



各位餐福家人，

當今的世代我們在培養門徒上，比起傳福音的熱情，是常常

虧欠主的，餐飲業的朋友要靠非餐飲業的領袖培訓他們，培

訓的目的是，將來有基層的信徒，代替我們的地位，我們一

直期待有餐飲業的弟兄姊妹，成為真正帶領餐福事工的領袖

，因為當耶穌命令祂的門徒們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

太福音28:19），他為餐福事工說出了我們的使命宣言與期

盼，為主培養餐飲業的精兵，他們回到自己的崗位，我們將

成為母親生孩子的助產士，將來我們的角色在後面為他們打

氣。培訓的次序從信徒成為門徒，幫助他們有：

1. 真誠的心敬拜神

2. 破碎的靈與主同行

3. 勇敢的心服事神

什麼是“餐福門徒培訓”？

是一群“跟過耶穌的人”（使徒行傳4:13）強烈的使命感，

滿懷熱情為自己的命定，願意成為天國的子民，願意持守

“福音進餐廳，福音出餐廳”天國的異象，堅持目標，繼而

改變世界。

培訓的過程是“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摩太後書

2:2)“生命影響生命”“個人關心個人”門徒訓練最高的目

的，是“像基督”（Just like Jesus)，也就是作個“基督

的跟隨者”簡單的說，被邀請的弟兄姐妹，是願意“生命

被改變”繼而“生活被改變， 繼而生意被改變”。

神讓華人在全世界各地開餐廳，難道不是神早就安排華人在

宣教的地位嗎？神要使用我們擴展神國，難道不是先改變我

們的生命，讓生命影響生命？生命的建造是2019年世餐開

啟「餐福門徒培訓課程」的挑戰，請為課程可以堅持代禱。

門徒訓練，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在訓練門徒，更重要的是我

們自己是什麼樣的門徒。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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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時總幹事前往溫哥華的聖公會牧愛堂 (Anglican Network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分享餐福事工並予以培訓。十年後看到團契帶領許多餐飲業人士，

在每週二晚上十時半繼續敬拜神、分享神的話語，許多基層朋友生命得造就。



在美國“Spoonful of Love”是為無家可歸者送餐的社區回饋事工，在2018年11月、12月各

安排了兩次大型的供餐活動。參與活動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樂地服務無家可歸者，讓

他們感受到神的愛從來沒有離開。如果您的團契或機構有興趣參與，請與世餐總部聯繫，2019

年尚有許多月份開放報名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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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蘭華人基督教會於2019年1 

月19日, 邀請世界餐福 孫文冠弟

兄, 舉辦 ABCD 傳福音培訓。

參加培訓的弟兄姊妹內心火熱， 

已經開始探訪附近的中國餐廳，

準備成立全新的「餐福團契」，

一切榮耀歸給神！



世界餐福總幹事林牧師前往馬來西亞，

與世界餐福馬來西亞分會一同探訪當地

最出名的50年的「客家飯店」，並帶領

老闆作決志禱告。同時一同商榷2020

年第七屆世界餐福大會的舉辦時間、場

地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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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灣區康郡福音教會的讚美她敬

拜團隊在中國新年期間，探訪周遭餐福

餐廳，以詩歌恭祝各餐廳，並分發甜點

給廚師，將主的愛分享在各間餐廳中。



中國餐福同工在各地開展宣教與聯結的工作。蒙神恩典，SD省餐福的團隊成立，

願神的祝福滿滿！中國餐福的同工在探訪的過程中，帶領餐廳的大廚決志信主。

中國餐福理事會成立，有六個省已建立團隊。2018年底，於SH舉行中國餐福理事聯會成立儀式

，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位理事、同工齊聚一堂，分享餐福的異象，聆聽神的話語，一同為中國餐

福的未來禱告、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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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舉行餐福夫妻“愛的盟約”，有11 對新老夫妻來到神的面前重新立約。

當天與會者達160多人，一同見證這美好的時刻。

北美各地的餐福團契在神的保守下不斷發展，各地團契在聖誕節慶祝耶穌降生，舉行受洗典禮和聖

誕短劇等，吸引許多餐廳人來到教會團契。亞利桑那州內的YUMA團契成立時間不久，但不斷有新

人加入，決志信主。感謝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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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年

 $234,645.21 $251,422.17 -$16,776.96

收入 Income 預算 Budget 損益 Deficit

感恩事項：
1. 9月，世界餐福大會在韓國舉行。來自23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與大會。會後大家帶

    著使命在各地擴展餐福。“福音進餐廳、福音出餐廳”的異象在各地得到廣大認同

    和支持，感謝神的帶領和恩典。

2. 11月，台灣餐飲業舉辦“夫妻恩愛營會”，有53對夫婦參與，在營會中改善夫妻

    的關係，讓他們靠著神解決家庭存在的各樣問題。

3. 為“SPOONFUL OF LOVE”的活動持續進行感恩。為貧苦人送餐，用行動傳遞上

    帝的愛。感謝各教會弟兄姊妹與世餐的配搭，感謝大家對活動的支持。

4. 中國餐福通過“理財有道”的課程，幫助許多餐飲業人士學習金錢管理，以聖經上

    的教導幫助大家建立正確的金錢觀，也帶領他們接觸聖經，進入教會。

代禱事項：
1. 為世界餐福馬來西亞分會代禱。第七屆世界餐福大會預定將在2020年9月於馬來西亞

    召開。目前已初步確定時間和大會地點，馬來西亞分會也在積極籌備各項工作。歡迎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報名參加。

2. 為中國的福音拓展與各地教會代禱，為中國餐福事工的發展代禱。如今中國餐福理事

    會已成立，各省也在積極推廣團隊的建立和福音事工的拓展，求主加添同工們力量和

    智慧，將福音廣傳。

3. 為ABCD課程和生命168課程等培訓代禱。目前各地正在參與ABCD小組長培訓課程

    的人有七千人，是最有複製和繁殖力的小組，過往參與所有培訓及小組的總人數已達

    三萬人次。

4. 為世界餐福短宣事工代禱，2019年三月的摩西短宣已報名額滿，感謝弟兄姊妹的全然

    獻上。求主保守短宣旅途平安，讓大家經歷主的同在，見證神在非洲摩洛哥的各項奇蹟。

5. 為網路平臺-美味人生-代禱，求主保守這一平臺，讓更多無法到教會聚會的弟兄姊妹能

    夠在“美味人生”的平臺上一起分享資訊，一同造就生命。

6. 請為“SPOONFUL OF LOVE”活動代禱。希望更多的主內肢體參與到此專案中來，

    幫助無家可歸者吃上一頓飽足的中國餐。請繼續支持，也為此代禱紀念。



希臘．使心踏地保羅腳踪 短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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