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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ast month, we traveled to 8 different cities and visited the restaurant missions fellowships across China and Taiwan. Upon 
returning to America, we immediately flew down to Brazil and attended Pan Am CCOWE conference, where we were invited to host a 
workshop and share our missions strategy to the service industry. Now we have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The co-workers were enthusiastic and together we celebrated the birthday of our designer, Peggy. The office was full of laughter and 
we embraced each other as if returning to the scene of the apostolic era. “Every day they continued to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courts. 
They broke bread in their homes and ate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Acts 2:46).

Cooperation
In today’s generation, most people live in isolated and lonely situations. It’s not just the elderly who feel lonely, but also the young people 
who are focused on the screens of their devices, living in their semi-closed world and unaware of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Cooperation becomes the testimony of Christian unity today, and the reality of uniting faith and life together. 

This past March, we hosted a short-term missions trip to Barcelona, Spain and Casa Blanca, Morocco, bringing together Christians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age, and levels of spiritual life. We went to visit Chinese small businesses and talk about the Gospel with them 
face to face. But the most rewarded ar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alking on this trip. One exclaimed, “This is my first 
time talking to strangers about Gospel.”

Mutual Benefits
We always feel in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interests, profits, and benefits in the church setting. I personally agree very much that a church 
is the house of God and should prioritize spiritual matters. In the past, Restaurant Missions has focused on making disciples and converting 
believers; our main audience is those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s. 

Today,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worldwide faces tremendous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Often we hear the painful experience of 
restaurant closures, financial losses, and broken families. More and mor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need practical help from us. This 
year, Restaurant Missions in China hosted a seminar on restaurant operations and provided practical answers on operating under Christian 
values. Becoming mutually beneficial, they connect Christian wholesalers with Christian restauran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principle of sharing Christ’s love, they are looking to combine human wisdom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stablish a valuable platform to solve many traditional difficulties operating Christian businesses in China. We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God gives us wisdom and will bring breakthroughs to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Sharing Intelligence
Human wisdom is limited, but God’s wisdom is unlimited.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Because of the love of our Lord, 
we are able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with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succeeds.  Soon we will start a series of training sessions on 
Christian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Christian Financial Seminar.” This is another new project this year, aimed to 
help those who run small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Jesus through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work of Gospel is to sow the seeds into a person’s heart; in the future, it will grow tenfold and a hundred times.Our mini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needs of any missions is the right talent, love, and passion. We pray for God to provide so we may accomplish great and 
unsearchable things. 2019 is a challenging year. The Restaurant Missions is also actively preparing for the 7th Restaurant Missions 
Conference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in 2020.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and support the RestaurantMissions.

President’s NoteUnite to Ignite



過去的一個月四處奔走，我們前往了中國餐福、台灣的福音餐會，回到

美國繼而參與了巴西的「泛美華福大會」，分享「服務業福音策略」。

如今，剛剛回到世餐。同工們熱情洋溢，慶祝設計同工 Peggy 的生日，

世餐中心充滿了歡笑，彼此擁抱，好像回到使徒時代大家一起生活的場

景。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

用飯」(使徒行傳二46)。

「共生」

今天的世代，大部分的人是活在單獨、孤獨的處境中。不只是老人家感

到寂寞，就是年輕人也只是專注在電腦，已經不知道如何與人交流，活

在半封閉的世界。共生，是今天基督徒合一的見證，也是在一起將信仰

與生活合一的實際。今年世餐舉辦了西班牙-摩洛哥短宣，將不同教會的

、不同年齡的、不同靈命的弟兄姊妹們聚在一起，參與到旅行短宣之中

。我們去探訪華人小商舖，與他們直接面對面傳講福音，得到最大受益

的是短宣隊中的弟兄姊妹。有一位感嘆地說：“這是第一次向陌生人傳

講福音。”

「共利」

在教會中當我們談到利益時，總感到不合適。我個人非常同意，認為教

會是神的家，以屬靈的事為優先。過去世餐的主要工作，都是在造就門

徒、領人歸主，我們服事的對象也都是以餐廳為主。如今，世界各地的

餐飲業都面對極大的挑戰，前所未有。

我們常常聽到有餐廳倒閉、賠錢，家庭破碎的痛苦經歷，越來越多的餐

廳弟兄姊妹需要實際的幫助。今年，中國餐福舉辦了「福來雞講座」，

讓許多在經營上有問題的人，可以來參加並且得到實際的解答，在雙贏

共利的情況下，將基督徒的供應商與餐飲業連結在一起。同時，藉著互

聯網與科技進步，結合人的智慧與智慧機器，以愛的分享為主，建立有

價值的平臺，解決了許多傳統的糾結與困難。我們相信神的大能給我們

智慧，將會為餐飲業帶來突破。

「共智」

人類的智慧有限，只有神的智慧最為廣大。「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因為主的愛讓弟兄姊妹，將智慧共用，在自己過往餐飲業經營的

經驗，每一個人貢獻自己的所知，交換意見，也幫助到別人成功。我們

即將舉辦生意經營的講座——「基督徒理財講座」，目前在緊鑼密鼓的

安排中。這在餐飲業中又是一個新項目，祝福許多經營小生意的朋友，

藉著理財來認識耶穌。福音的預工是在人心中，灑下福音的種子，將來

會十倍、百倍的成長。

事工不斷的擴展，任何事工最需要的是適當的人才，愛心與熱情，我們

藉著禱告求神賜下，來完成那「又大又難的事」。2019 年是充滿挑戰

的一年，世餐也在積極地籌備2020年（馬來西亞）第七屆世界餐福大

會，請餐福弟兄姊妹繼續為世餐代禱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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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今年三月世餐舉辦了

西班牙與摩洛哥的餐福短宣之

旅，參與組員共21位，在傳福

音上走出了一大步。我們前往

巴塞羅納凱旋門，向餐飲業朋

友傳福音，也在街上分發福

音單張，組員都說:「大突破

啦！」。我們看到聖靈的同

在，感受無與倫比的喜樂，嘗

到傳福音與神同行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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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摩洛哥的短宣隊，不僅走訪當地餐廳，也前往孤兒院給孩子們贈送物資，讓我們有

參與幫助他們的機會。感謝來自美國的弟兄姊妹們一同學習餐廳探訪、吃飯傳福音，關

懷當地華人，探訪僑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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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時我們走訪了台灣的餐福團契與一間「讓
愛傳遞好味道」的福音餐廳，店裡的食材皆經
過嚴格挑選，是一間讓人吃到感動的主愛餐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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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參與台灣哈利路亞家教會每週一次的福音餐會，與約150人分享了餐福的

異象與見證。感謝主，會後有餐廳的服務生聽到信息，願意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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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我們受邀參與

在巴西舉辦的泛美華福

大會，劉牧師的信息，

從大使命的再思，再次

激勵每一位來參加的牧

者，宣教的火被燃燒了

起來，禱告的靈充滿大

會，跨文化宣教的緊迫

性再次催逼著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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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聖保羅市，目

前有兩間粵語教會、

約十間純國語的，其

餘則有台、中、葡等

三種語言。週六我們

參加了當地長老教會

的特會，主日又在聖

保羅信心聖經教會當

中服事。當地弟兄姊

妹們皆非常愛主愛

人，很需要牧者關

懷，一起喜樂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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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間在中國，為榮耀、敬拜神而建立的咖啡屋，你相

信嗎？老闆夫婦同心合意讓周圍的人感受神的愛。詩篇

103篇1-2節說道：「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

裏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

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四月這趟在中國的短宣，是一趟使餐福事工翻天覆地，彰

顯神大能的旅程。

這趟旅程走訪了多處中國境內的餐福團隊，舉行數場異象

分享與培訓。總共約有100多人次聽到異象，佈道會也有

約200人次參與。弟兄姊妹的熱情、對餐福事工的委身也

是令人刮目相看、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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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在開始中國與台灣漫長並繁忙的三周行程前，總幹事先抵達香港鼓

勵香港餐福，與其同工分享主恩。雖然僅是短短一日的停留，但感謝香港

餐福的款待與安排。

美國加州Hayward海沃教會的餐福團契今年
母親節，舉辦特別感恩節目。年輕人們腦力
激發，舉行「最強大腦」餐福版活動。左上
圖為冠軍團隊大獲勝利，姊妹們也自行組隊
「餐福姊妹花」，為所有母親們獻上感恩與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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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加拿大愛城(Edmonton)餐福團契初成立，就已成立兩個小組和

一個家庭查經的據點，也有兩間教會願意定期探訪全市270間餐館，約

有6000名餐飲業員工。今年農曆新年舉行了春茗「福杯滿溢」邀請了當

地31間餐館與7間教會，共有110人與會。六月初時歐洲餐福的同工們

會拜訪當地並一同舉行兩個晚上向餐飲業朋友致敬的福音佈道晚會和兩

場餐飲業傳福音培訓。求主的靈臨在同工身上，彰顯榮耀歸主。



2019第一季度財務報告 1st Quarter Report

 $48,306 $67,205 -$18,899

收入 Income 預算 Budget 損益 Deficit

代禱事項：
世界各地
1. 為餐飲業弟兄姊妹的經濟問題，經營的困難和他們的家庭關係禱告，許多家庭沒有時間

溝通，以致面臨婚姻破裂，求主保守。

2. 為餐飲業智慧機器帶來幫助代禱。希望突破許多困境，求主賜下有心服事的專業人才。

美國
1. 即將推出「餐飲業聖經理財」，希望幫助許多餐飲業的人，在聖經的教導下，知道如

何安排金錢，也藉著理財讓非信徒認識主。

2. 2020年3月舉辦「保羅使命之旅」在實地的行走與短宣中，帶領基督徒對聖經有更深

刻的認知，也讓非基督徒踏著保羅的腳蹤認識我們的神。

3. 為2020年世界餐福大會與馬來西亞當地承辦單位的溝通與共識代禱，求主賜下智慧與

義工團隊。

4. 為餐飲業的需要，建立屬於這群體的教會，讓他們可以有歸屬感和服事的機會。

5. 副總幹事孫弟兄在讀神學，求主給他安排時間與體力。

6. 為門徒培訓課程的繼續而禱告，建立餐福門徒是世餐的未來方向。

香港
1. 為彪哥的身體禱告。

2. 給林社開傳道有足夠的體力與安排聚會的智慧、能力，祝福香港的事工。

中國
1. 為中國理事會成員禱告，為他們即將舉辦「福來雞經營」講座禱告，希望有非信徒藉

著講座認識神。

2. 為理事會尋找原材料禱告，讓餐廳弟兄姊妹得到好食材。

3. 為S城的餐福理事會，可以安全的聚會禱告，保守他們的平安。

南美洲
1. 為秘魯餐福團契―信望愛團契禱告，盼望他們繼續有牧者來牧養他們。需要中宣或者

    長宣的牧者可以留下來。

2. 一位神學生對巴西的餐廳有感動，他希望在中餐廳集中的街上傳福音，求主為他預備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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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相約

地點：馬來西亞 吉隆坡

第七屆 世界餐福大會
「

」

Save the Date

Ray 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