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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I am less than the least of all the Lord’s people, this grace was given me: to preach to the Gentiles the 
boundless riches of Christ, and to make plain to everyon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mystery, which for ages past 
was kept hidden in 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His intent was that now, through the church,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rulers and authoritie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Ephesians 3:8-10

WCRM has been planning for a church that dedicates solely to serving th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especially 
those new immigrants who lacks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normal Sunday worship at a church. 25 years ago, we 
started the late-night fellowship and we received much love and caring from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utside of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Many sacrificed their sleep and time to come and help teach th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how to pray, study the Bible, evangelize, and worship. And because of His mercy, we saw tremendous improvement 
in the lives of thes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aptized many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While few of them received the baptism 
with 
immigration status in mind, many more also started to bring their entire family to church, changing even more lives. 
But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ir work,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stay in one place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and develo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local Chinese church. Hence, we pray that God will give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 church 
where they may feel belonged, let every one of them become a disciple, bring more people to know Christ and 
expand God’s Kingdom.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o prepare for the church setting and interior remodeling, we have cleared out the central 
office space, formerly known as the living room in our headquarter office. We are hoping to get the worship service 
started by, at the latest, January of 2020. What exciting news this is! We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planting a new church, yet when the board approved this initiative earlier this year, we saw how 
God works when He brought 2 seminary students to us who are eager to serve these restaurant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se 2 seminary students have since been working with us to plan for the program, service, and bible study lessons 
for our future restaurant church. In addition, we have also been busy planning for our 2020 Missions Conference. 
We may be tired at times but always full of joy from Him.

This past July, Anglican Network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in Vancouver celebrat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ir 
restaurant fellowship. With 160 people in attendance, we witnessed God’s power at work and for that, we are truly 
grateful. All these testimonies from the restaurant fellowship across the global become our motivation to serve our Lord. 
We pray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lead us, teach us with His wisdom, and multiply the believers in the restaurant field. 

Blessings,
 
Rev. Esther Lou

Church without walls



總幹事的話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

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

萬物之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

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以弗所書3:8-10

世餐希望在本地建立一個屬於餐飲業人的教會，尤其新移民朋友沒有

機會到教會去敬拜神。廿五年前我們開始了夜間「餐福團契」，到今

天仍然在晚上有聚會。許多弟兄姊妹滿有愛心，付出無比的代價，也

是彼此相愛，在基督裡追求合一的靈。

我們一樣教導禱告、讀神的話語、傳福音、敬拜神。真是神的憐憫，

我們因此看到許多弟兄姊妹歸主，生命改變，但卻只有少數幾位在教

會中成熟的弟兄姊妹陪伴著他們。

我們聚會的內容也好像留在「福音性」的信息居多，餐廳的弟兄姊妹

來來去去地受洗的人數很多，當然有些人為著辦身分，到教會來是為

了證明是基督徒，也有許多弟兄姊妹以後全家參加教會，熱心服事主

。可是我們禱告求神給基層朋友可以有屬於他們的教會。每一位弟兄

姊妹都是門徒，發揮恩賜，去領人歸主，遵守神的話語，建立餐福教

會，神奇妙帶來同工與我們見面。

幾個月來我們的團隊緊鑼密鼓地裝修世餐中心的客廳，我們期待已久

的餐福教會聚會將在明年一月正式啟動，為餐飲業朋友供應靈命，這

是何等令人振奮的事。建立餐福教會面對許多的困難與挑戰，我們這

一群小民何等的恩典在神國度的擴展有份，但今年初董事會通過之後

，我們看到神奇妙的雙手，祂實在是一位掌管天地的神；

首先帶來兩位在校神學生，帶著傳福音的熱忱，在短時間內一家人憑

著信心來到美國，順利的簽證印證神的帶領，一切看起來不可能的事

，卻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加上我們在籌備2020年在馬來西亞的餐

福大會，同工們十分忙碌，卻有在主裡的喜樂。

溫哥華的聖公會牧愛堂在七月份慶祝「美味人生餐飲團契」十周年的

慶祝活動，來參加有160人，親眼看到神的大能，我與劉達芳博士在

十年前開始時，就與他們一同守望，為教會感恩。

點點滴滴的見證，來自各地的餐福事工，成為我們服事主的最大動力

。盼望神的恩典繼續引領，賜下屬天智慧，讓餐飲業得救的人數不斷

增長。

祝福大家

主僕

林慧中牧師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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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報告 馬來西亞餐福事工聯會成立暨理事就職典禮



註冊成立於今天五月，馬來西亞餐福事工聯會

於9月11日在吉隆坡舉辦了「舌尖上的使命」

成立暨理事就職典禮，聚集了當地65名廚師與

750位主內弟兄姊妹共襄盛舉。莊嚴的音樂中

，世餐總幹事柳林慧中牧師帶領著兩位馬來西

亞拿督，入場頒發餐福旗幟於七位理事，象徵

著傳承與呼召。簡單隆重的儀式感動每一位來

賓，餐福異象在馬餐福成員熱愛耶穌的心中，

點起一把火。



事工報告

九月初時總幹事帶領短宣隊在中國S省和Z省中

，探訪餐飲業朋友們，見證多人認罪悔改，承

認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唯一救主。國內的禾

場巨大，願主的旨意降臨，為餐福弟兄姐妹預

備所需資源與人才。



九月底時總幹事帶領著餐福短宣隊拜訪印尼棉蘭，參觀當地衛理公會棉蘭華語恩典堂及

其衛理大廈，此千人大教堂是當地教會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從無到有，看到神奇妙的帶

領在他們之中。20日時也在教會禱告會中與他們分享並為世界餐福禱告。

9/14 世界餐福受邀到第十五屆Global International Missions Rally，在聖荷西的

Foxworthy Baptist Church分享事工報告，會場中參加人數約有五十人。



代禱事項：

世界各地
1. 請繼續為餐飲業弟兄姊妹的經濟問題，經營的困難和家庭關係禱告，許多家庭沒有時間溝通，以致面臨婚姻破裂，

 求主保守並賜予敬畏的心。

2.  為餐飲業智能科技帶來幫助代禱。希望突破許多困境和統整全球餐福資訊，求主賜下有心服事的專業人才。

美國
1. 10月開始的「餐飲業聖經理財」網路培訓，希望在聖經的教導下，幫助餐飲業的人了解如何安排金錢，也藉著理財

 讓非信徒認識主。感謝主讓我們能夠使用Zoom科技，在網上培訓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也請為吉爾吉斯和其他難以接

 觸的地方預備更多的弟兄姊妹們，有時間專心上網參與ABCD培訓，更加認識主，建立餐福門徒是我們的未來方向。

2. 請為餐福教會的成立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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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總

 部已經開始了裝潢的行動，希望能在2020年1月正式啟動。

3. 感謝主，2020年3月即將在希臘舉辦「保羅使命之旅」，原定的60名額在今年6月便已額滿。截至9月底，新增加的

 30名額也僅剩個位數，成行總人數將近90人。在行走與遊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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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讚美主的大能保守，世餐邀請前以法蓮中心主任袁成忠牧師，於2020年4月起為弟兄姊妹開授網路培訓課程「趣味

 讀懂聖經」，為期5個月，歡迎所有有網路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不限名額。同時，我們也將繼續門徒培訓的網上課

 程，有意者歡迎與我們總部聯繫參加。

5. 副總幹事孫弟兄正在讀神學，求主給他安排時間與體力。12月28日上午，孫弟兄將於 基督使者協會 2019 華人差

 傳大會 (估計 2,900 人參加）分享「餐福異象」，祈求 神賜智慧和力量。

6. 今年年底的感恩佳節即將來臨，求主使用我們所有的餐福團契，帶領更多的餐飲業人員加入主內家庭，彼此扶持、成

 長，成為有見證的門徒。

亞洲
1. 為2020年9月，世界餐福大會與馬來西亞餐福事工聯會的溝通與共識代禱，我們正在積極籌備第七屆世界餐福大會，

 求主賜下智慧與義工團隊，並也眷顧所有願意報名的弟兄姊妹們，能藉此大會彼此提攜、與主親近。

2. 感謝主今年9月帶領總幹事與短宣隊，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在馬來西亞與印尼宣傳餐福異象，現已成功在馬來西亞怡保

 組成一個團隊，正持續參加總部開辦的ABCD網路培訓，期盼主裝備他們的心，使用他們服事當地餐飲業。短宣隊進

 入印尼拜訪當地教會與機構，也希望主預備，使餐福的事工可以拓展到印尼華人中，造福當地餐飲業中辛苦的弟兄姊

 妹，完成大使命。

3. 請為香港的事工與未來禱告，許多當地弟兄姊妹們身為警察，面臨兩難的處境。也有弟兄姊妹在不穩定的政局中，生

 意下滑，生活困難。求主開導各方的心靈，和平解決訴求。

4. 請繼續為香港彪哥的身體禱告，也給香港餐福總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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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中國理事會成員禱告，為他們在當地舉辦的多場講座禱告，希望有非信徒藉此認識神，也能夠認識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

6. 為中國理事會可以安全的聚會禱告，保守主內弟兄姊妹的平安，讓他們在處事應變時能有從主而來的智慧，統整資源

 ，互相幫助。



20191-9月財務報告 2019 Jan-Sep Financial Report

 $89,318.83 $134,737.50 -$45,418.67

收入 Income 預算 Budget 損益 Deficit

南美洲
1. 為秘魯餐福 "信望愛團契" 禱告，盼望他們能有牧者來牧養，並且可以在他們當中留下來，成為他們中、長宣的牧者。

2. 感謝主今年4月時藉著 "華福大會"，帶領我們認識許多巴西的弟兄姊妹，也因此開始了多次成功的網上培訓。

 請主給我們 準備安排當地同工，能召集更多有需要的餐飲人到教會、團契中參與，使我們的資源能有效地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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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馬來西亞 吉隆坡

第七屆 世界餐福大會
「

」

大會報名費用：$335美元 
(早鳥價：$310美元 2020年3月15日止)

短宣︓9/11-9/15 大會後安排五天四夜三隊前往
    怡保︑檳城和吉隆坡三地
短宣交通及住宿費用︓$350美元（不含機票）
每個目的地 限額25名

Save th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