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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Note
Amid the epidemic spreading, cowor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ntinue to report temporary 
shutdowns of their businesses. Especially the restaurants in China, with cash flows cut off, 
employees are forced to quarantine themselves in small dormitories. 

They could not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o be with family and they do not know when they could 
start work.The restaurant business in the U.S. also plummeted as fear fills the mind of everyday 
people. Congregation of our My Home Church visited these restaurants, prayed with them, and 
brought them gift baskets full of travel-size hand sanitizers and bible verses in red envelopes. 

Employees who did not have time in the past, all changed their attitud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pidemic is frustrating, for Christians this is certainly the opportunity to 
evangelize, allowing the public to see Christian way of life and love. We all understand what 
we do is only trivial, but both the giver and the receiver will be filled with joy in God’s presence, 
as it is written in Psalms 16:11: You make known to me the path of life; you will fill me with joy in 
your presence, with eternal pleasures at your right hand.

Wit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headquarter office and Serving Others Worldwide 
foundation, face masks ordered online piled on in the office. Coworkers continue to order relief 
and sanitary products around the clock while making contact with all hospitals in Wuhan and 
processing all necessary paperwork for shipping. Although we are busy, with a passionate heart, 
every good news received is our reward. 

Just as Rev. Rick Warren writes in his book,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In other words, church 
leaders should stop praying, ‘Lord, bless what I’m doing’ and start praying, ‘Lord, help me to do 
what you are blessing.’”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courses, online training courses continue to 
train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Topics include how to face setbacks, how to pay off debts, 
how to communicate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and more. 

These training help us to comfort, counsel, and support the restaurant worker families. In today’s 
generation, the Lord reminds us that we must ask for wisdom from our Lord before we may 
evangelize, spread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to those in need. 
We were weak and lacking, but with your help and support, we may begin to accompl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His Servant,

Rev. Esther Lou



總幹事的話
在這疫情擴散的氣氛下，各地的同工不斷的傳出停工

的消息，在中國餐廳首當其衝紛紛停業，現金流斷線

，員工擠在餐廳宿舍裡，不能回家，也不知道什麼時

候可以開工。

美國餐飲業的生意大幅下降，人心惶惶，「我家教會」

同工帶著小型洗手液，禮物包裡還有聖經經文紅包，

探訪餐廳，為他們作祝福禱告，以往沒有時間的員工

，一改以往的態度，疫情的發展雖然令人沮喪，但是

對基督徒而言，確實是傳福音的契機，讓人們看到基

督徒生命與愛心的流露，大家作的微不足道，但是讓

得到禮物的人與前往探訪的人都有「滿足的喜樂」

（詩篇第十六篇十一節―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世餐辦公室與基金會合作下，網上訂購的口罩，面

罩等，堆滿了辦公室，同工們日以繼夜的訂貨， 聯

絡武漢醫院，官方文件核准，雖然忙的不可開交，

存著一顆喜樂熱情的心，每一天傳來正面的消息，

就是大家的賞賜。如同華理克牧師於《直奔標竿》

中提到：「教會領袖應該停止這樣禱告：『主啊，

求你賜福我所做的。』而應該開始禱告：『主啊，

説明我做你所賜福的。』」

網上培訓課程除了原來的課程，繼續培訓各地領袖

，更特別舉辦「如何面對挫折，如何償還債務，如

何夫妻溝通」等課程，在許多餐飲業家庭中，安慰

，勸勉，並且支持他們渡過困難。

今天的世代中，主提醒我們傳福音，祈求主給我們

「諸般的智慧」才可以將耶穌基督的愛，福音的大

能，傳給需要的人。本來我們在人力物力都很軟弱

，你們的參與才可以完成神的託付，大使命的實踐。

主僕

林慧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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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餐同工與義工與三藩市救恩堂合作，在

2019年12月10日週二下午前往大麗都餐廳

，我們一起分享見證，並且關懷員工。餐廳

人士工作時間長，然而下午休息時間是教會

前往關心最好的時刻。目前避疫期間，南灣

的教會弟兄姊妹依舊帶著世餐洗手液單張，

藉中餐外賣送給他們福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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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個月的禱告之後，我家教會在世餐辦

公室正式成立，一起敬拜讚美神，在主恩

典下，來自各地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聚集

在一起，感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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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餐「我家教會」在今年新年時刻，歡度新年，團體照就是家庭成員照

片。我家教會成員彼此扶持，各盡其能，為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彼此宣告

「沒有新人，只有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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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慶祝活動之後，有書法大師（簡弟兄夫婦）以神來之

筆為每一位送上祝福。當我們發出捷訊之時，我家教會已經

於三月時改為網上聚會，每次人數不減，我們有信心期待再

相聚的時刻。

「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箴言十四：21。

疫情期間，許多餐飲業受困，世餐因此開展紓困金申請方案，

旨在幫助美國境內拿不到政府補助金或失業救濟金的弟兄姊妹

。陸續收到許多申請人，沒有工作、零收入，又有孩子在身邊

的家庭。第一輪申請我們成功幫助了11個家庭，每家庭在數天

內收到申請成功的通知，也於一週後收到寄出的支票。雖然具

體數字不大，但解了這些家庭的燃眉之急，讓孩子們不愁溫飽

。我們也感謝許多教會、弟兄姊妹們無私奉獻，好像早晨的太

陽，照在需要者的心裡，讓我們能以行動彰顯神的愛。

除此以外，我們也捐獻口罩和手套給灣區的遊民收容所

（East Oakland Community Project）和舊金山青年使命團

（YWAM SF），分享主的福份，讓更多人在服事主時受保護。



感恩代禱事項：

1.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歌羅西書

         三：23。我們感恩能在二、三月疫情開始時，就能與主內志願者和樂助會合作

         ，一同寄出口罩、防護衣帽等貨物到中國救災。四月當疫情擴展到美國時，我

         們能夠開展紓困基金，幫助許多有需要但拿不到政府救濟的弟兄姊妹。

2. 我們特別為世界所有醫護人員禱告，求主加添給他們力量與大能。也為世界許

        多餐飲和服務業的弟兄姊妹們禱告，他們為了減少疫情擴散守法停業，但許多

        人生活上因此面臨無比壓力，願主大能托住他們的心。

3. 請為今年第七屆世餐大會禱告，面臨疫情這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神的

        智慧與帶領，幫助我們為弟兄姊妹們提供最好的選擇和方式。

4. 為使徒保羅腳蹤之旅禱告，我們已成功將旅程延期到明年三月底，感恩神保守延

        後的同時，我們也繼續關注疫情的發展，盼明年成行，帶領弟兄姊妹一探使徒保

        羅宣教的腳蹤。

5. 為網上教會和網上培訓課程的進展代禱，疫情加速了我們網上教會和培訓成形，

        也願主的靈與導師們同在，安排課程幫助同學們每週能更佳認識主。

6. 為無家可歸中心送餐活動「Spoonful of Love」禱告，上半年安排了五次送餐

        活動皆因疫情影響而延後或取消，感謝各教會機構弟兄姊妹們的配搭之外，也盼

        我們能很快繼續送餐與遊民們互動，用行動傳遞主的愛。

7. 為董事會主席張牧師順利結束癌症療程感恩，盼主醫治，早日休養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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