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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Note

 Today we are in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n out-of-control 
moment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However, as children of God, we continue 
to enjoy peace in the Lord. The glory of God still shines upon His children. Let us 
count the blessing of our Lord together.

Post Missions Conference

 The Bi-Voc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course was designed to trai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workplace to become Christian leaders after our missions confer-
ence on September 11. To my surprise, the participants not only include missionaries 
interested 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but also restaurant owners, small store owners, 
restaurant managers, taxi drivers and other grassroot workers. 
 
 In addition to the attendance rate being over 90%, the homework turn-in rate 
tops 95%, and the participants also join us on 1-on-1 counseling. These student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Brazil, Malaysia, and Dubai. During the pandemic, we 
saw the glory of God shining bright across the earth. 

     See, darkness covers the earth 
       and thick darkness is over the peoples,
       but the Lordrises upon you
          and his glory appears over you.
         -Isaiah 60:2

 The Bear Cubs baking lessons and contest aims to expose children to missions 
work first-handedly. We invited children and parents of the restau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60 people currentl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Our 
coworkers in China, unafraid of the danger, continue to move upward into the northern 
regions to share the Gospel. 
 
 After several successful online sharing and other ministry, they conducted 3 
baptisms, converting 18 peopl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Lost sheep being found is the 
greatest joy for their shepherd. Online gatherings have become the new normal. The 
number of baptism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restaurant fellowships nationw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Arise, Shine!



 The farewell party at the outdoor parking lot of My Home Church was warm and 
unforgettable. We will also hold the first ever baptism of My Home Church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come together and serve our Lord as one.
 
 Online Meetings and Evangelistic Events have changed the limitations set 
previously by geological regions. Not only did the audience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so do the evangelists, event committee members, and sponsoring restaurant 
owners. This is a gift from God.

    “The least of you will become a thousand,
        the smallest a mighty nation.
           I am the Lord;
       in its time I will do this swiftly.”
          -Isaiah 60:22
 Our ministry continues and we know our Lord will take care of our need. The 
Restaurant Missions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God for the past 10 years. “There is no 
shortage” and “just enough” are what we may recall from His Blessings. His abundance 
also gives us unparalleled confidence to face future challenges. 

 Although the offerings has decreased, and despit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uffered 
by the restaurant owners worldwide, 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s Blessing has not left us. If 
you have burden to support us, we encourage you to mail your check to our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consult our donation webpage for other ways to donate to us. Our 
donation webpage is http://www.worldcrm.org/page/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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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是處於世界前所未有，政治、經濟「一個失

控的時刻」。然而，一個屬神的兒女，卻享受在主裡

的平安。神的榮耀仍然發光，光輝照耀著祂的兒女。

讓我們一起來數算那一位恩典的主。

大會之後

「雙職領袖培訓」課程是世餐在911大會後，旨在培

養在職場中弟兄姊妹成為領袖，驚訝的是參與者除對

餐飲業事工宣教士，還包括餐廳老闆，小超市老闆，

餐廳經理，司機師傅等基層員工。除參與課程出席率

達90%，交作業者達95%，還參與一對一輔導。學生

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巴西，馬來西亞，杜拜。疫情期

間，看到神榮耀照滿大地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

幽暗遮蓋萬民，

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

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以賽亞書60：2

「小熊」兒童烘培大賽目的讓孩子接觸「宣教」的第一

粒種子，邀請餐飲業工作人員的孩子與父母參加活動，

有60多位參加。創始地區的同工，不怕艱難處境，前往

北部，經過多次網上分享，與健康共震事工，有三次受

洗歸入主名下，人數18人。迷失的羊被尋回，是牧羊人

最大的喜樂，網路聚會變成了新常態。



在美國的餐飲業團契受洗人數比往年大為加增。「我家教會」室外停車場歡送會，

溫馨難忘。年底即將舉行第一次的受洗典禮，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服事神。「網上佈

道大會」已經改變了以往地區的限制，不僅福音對象來自世界各地，籌備委員也有

來自各地的餐飲老闆，這是神給的禮物。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

我―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

―以賽亞書 60:22

事工緊鑼密鼓的進行，求主保守後面的供應。世餐在過去十年蒙神的帶領，「沒有

缺乏」、「剛剛夠用」讓我們再次回想神的恩典。祂的豐富，也給我們無比的信心

面對未來的挑戰。雖然奉獻有減少，雖然餐飲業弟兄姊妹在財務方面的困難，我們

仍然相信神祝福的手，沒有離開我們！ 

如果有感動奉獻，請您郵寄支票到我們美國總部辦公室，或參考我們的網頁有關其

它我們接受的奉獻方式。我們的奉獻網頁是

http://www.worldcrm.org/page/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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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时深陷毒海，妻子竟不知枕边人染毒19年。
日渐憔悴，痛苦不堪，家庭也走向崩溃的边缘。
究竟何因，让他生命翻转，夫妻怨偶变成佳偶？

又是何因，让他与妻同心，为全球餐饮福音奔走半生？

2 0 2 1 / 0 1 / 1 8
美西時間5:00pm 美東時間8:00pm

主辦單位︓世界餐福事工聯會  
網頁︓www.worldcrm.org
地址︓22274 Main St., 
    Hayward, CA 94541, U.S.A

報名詳情請洽︓
世餐 Michael 
Email: info@worldcrm.org
Phone: +1 (510) 886-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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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福事工聯會（WCRM)是一間基督教超宗派的非牟利宣教機構，

於2010年與美國國稅局正式註冊，一直致力於推動向世界各地華人

餐飲行業傳福音。2020年全球餐飲業慘遭疫情衝擊，成千上萬家餐

廳倒閉、停業，餐廳工作人員失去工作後生活無以為繼。

你是否願意以愛心幫助這個行業受困的人群？

Selina, 在疫情期間，身心靈面臨巨大壓力，餐飲廚房歇業，遭遇車禍，

雪上加霜。在世餐的關懷與支持下，她認識了主耶穌，決志歸入主的

名下。

Maggie 在疫情中經歷極大困難，在世餐的弟兄姐妹幫助下，生命翻轉，

並受洗歸主。

Jeff 是一位餐廳侍應，在疫情中失去經濟支持，反而在疫情期間蒙主

呼召進入神學院讀神學，立志奉獻一生服事主。

透過WCRM幫助目前有13個因為疫情受困的餐飲業家庭，每家得到$600

美元紓困資助。由於疫情，今年世餐收到的奉獻遞減，至今出現$45000

 的差額。世餐巳設立配額奉獻基金，您奉獻的每$1美元給世餐，
 
 將獲得$2美元的配額奉獻。因為您的支持，我們可以繼續在世界
 
 各地帮助在疫情中受困的餐飲業群體，並向他們傳揚福音。

  謝謝您的支持，願神賜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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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餐大會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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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這次大會在Zoom、YouTube 以及在中國小組的觀看人數，統計共約661人。
在大會中，我們呼籲為第八屆大會奉獻$10,000美元的目標也達成。最令人感動的是，
全球各地也有45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會後的「雙職領袖」培訓課程。此次大會是歷屆大
會挑戰極大的一次，由於網絡技術不是我們的長項，同工們經過嘗試與學習，和多次會
前測試和彩排，結果大會當天一切都很順利。我們感謝主題講員林祥源牧師準備的信息，
工作坊William老師的指導，以及各地餐福同工們的分享見證。大家在百忙之中為大會特
別錄製影像，參與每次討論、禱告和籌備工作，我們為此感謝讚美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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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疫情爆發後，我們看到有許多
餐廳人家庭由於失業被困在家中，心
裡十分沮喪。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帶著
孩子們一同互動，不執著在眼前的困
難與壓力，一邊學習烘培技巧，一邊
享受親子的快樂時光。感謝主在五個
禮拜的網上課程與競賽中，有20個
家庭報名並參與全程。我們也感謝5
位義務擔任老師的大姊姊們及其家長
們在此期間的付出與辛勞。未來我們
也會籌備更多的網上課程，做出更多
的分享，並給予各地弟兄姊妹們更多
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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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今年初成立的餐福「我家教會」在疫情期間徹底經歷創立時的異象，真正地成

為一間無牆教會。每禮拜二的網上聚會在疫情期間有增無減，並於美國感恩節前夕迎

來第一位決志歸主並受洗的姊妹。現在我們正積極裝備並擴大教會同工人數，每禮拜

參與網上門徒培訓的人數已是平常聚會人數的一半。願主悅納，並帶領同工們在新的

一年拓展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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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福第一屆雙職領袖培訓，參與者45人，來自世界各地，用網路學習如何在職場

上建立同心的團隊，多結果子，使天父得榮耀！歷經十個禮拜的課程後，於12月14日

舉辦結業、差派典禮，一切榮耀歸給神！我們也正積極籌備明年下一屆培訓的開班，

如果您有興趣，請與我們或是第一屆結業的同學們聯絡了解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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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餐福

今年中國餐福趁著疫情，內部整理了發展的方向，將人員入選的資格明確化，並建立

全國理事會11人和核心服事同工9人。在全國各地建立新職場餐福教會，在郊區、工

廠、網絡上，並加強市區教會的門徒訓練，先後在各縣市中施洗17人。同時也建立食

材商務平台，舉辦食材品鑑會，幫助主內弟兄姊妹們更好的找到彼此，加強商務合作

與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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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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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餐福」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合作的「青年向上流動計劃」不知不覺已有一年了！

我們服事的4位美心見習廚師當中，有兩位巳有新的發展，有一位更很快便升職，真替他們

感恩，也盼望導師們的人生經驗和生命能幫助他們活出基督的生命。

「聖雅各福群會」提供的「抗疫食物援助計劃」，讓我們可派發物資給那些開工不足的餐飲

業朋友。求主為他們開出路，並且將生命的道路指示給那些還未認識耶穌的人，使他們因著

耶穌有滿足的喜樂和平安。

疫情期間，香港餐福也幫助有需要的餐飲人申請現金劵與餐劵等援助，香港疫情反覆不定，

求主保守疫情可早日受到控制，在艱難時互相守望、彰顯基督的大愛。

觀潮浸信會內的「嗎哪餐廳」，並且參加了他們逢星期三下午2時半至5時半的團契。 團契

期間餐廳會暫停營業， 除了餐廳員工外; 也歡迎任何人一同參與。 他們當中有實習神學生

和社工，可以提供心靈和情緒上的支援。求主興起這個餐廳成為福音的出口，不單只使人肉

體上得飽足; 在靈性上也得著餵養。

香港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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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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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餐福

世界餐福馬來西亞分會於2019年成立，疫情

期間依舊在規定允許內，探訪各餐飲業弟兄姐

妹，圖為餐福團隊一同前往馬來西亞新山兩間

餐館，分別帶領兩家餐廳歸主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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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愛城餐福

神的恩典，愛城餐飲業福音團契得著神的看顧

保守和帶領，三年的時間於今年結出2個果子

呈獻給主，神的榮耀彰顯在愛城。這都是愛城

眾教會與信徒同心禱告，和餐福同工們同心合

意服事神，服事餐飲業的朋友，願將一切榮耀

頌讚都歸與天上的父神與我主耶穌基督和三位

一體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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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愛城餐福



感恩事項：

1）感恩第一屆線上雙職領袖培訓，十個禮拜、45人的培訓圓滿結束。培訓進行順利、導師

     們忠心教導，學生們也準時上課、繳交作業。願同學們能在各自職場當中服事主，一切

     榮耀歸給神！

2）感謝主！歷經五週的世界餐福小熊烘焙課程和比賽，在五位青少年Alyssa, Annika, 

     Charissa, Krista 和Oriana 的全程統籌下，巳經圓滿結束。這次活動有二十個家庭報名，

     其中有家庭來自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業家庭，很欣慰在這五週的時間裡，每一個參與的

     家庭不僅學習了烘焙技巧，而且盡情享受親子互動的樂趣。

3）雖然疫情沒有控制，今年大會參與人數超過以往，延續事工參與者超過以往，並且下一步

     跟進比以前大會更有果效。

4）我家教會的同工擴大人數，參與門徒培訓是教會人數的一半。一共有13人參與培訓，願意

     委身服事主。

5）「馬來西亞怡保餐福」成立

代禱事項：

6）靠著神的恩典，2021年2月22日(美國時間)將舉辦世界餐福第二屆雙職領袖培訓。願神的

     愛吸引更多的餐福之友，大家在耶穌基督裡，一起長進！

7）為明年我家教會計劃的外展事工代禱，盼望系列美食及種植方面的講座能夠吸引到未信主

     的朋友參加。

8）為明年一月18 號佈道會禱告，藉著佈道會帶領餐飲服務業人士歸主。

9）為明年推動第二家我家教會禱告，求主預備同工。

10）為明年教會重開禱告。

11）請為明年即將開啟的餐福神學課程禱告，願導師們課程的錄製與籌備蒙神悅納，讓此課

       程系列能裝備更多同工，到禾場中收莊稼。



2020年一月至十月財務報告 

 $109,393 $152,445 $43,052

奉獻 Offering 支出 Expense 需要 Deficit

如果您願意幫助世餐的需要，目前我們得到一筆美金$15,000的配比基金，到本月

底截止，您奉獻的每一分錢，都能使我們得到雙倍的奉獻。請幫助我們繼續這項事

工，在世界各地幫助並傳揚福音給餐飲業群體。

有關奉獻方式等詳情，請您造訪我們的奉獻網頁：

http://www.worldcrm.org/page/donate，內有各種奉獻的方式，並列有各地餐

福分會的奉獻方式。



第二屆 雙職領袖線上培訓課程

2021/02/22
美國西岸晚上 6:00pm-7:00pm

培訓導師： 柳林慧中牧師、張獻珉牧師、孫文冠老師
相關報名方式:
請關注世餐網站
www.worldcrm.org

2021

餐 福 網 上 神 學 課 程

quarterly 

Wen Sun

www.worldcr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