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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Note

 The grandest goal of Jesus entering the world is to end the conflict since the 

time of the Garden of Eden. God does not want to curse this world. He intends to 

bless his people. Only through his power of resurrection could we restore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enter his Kingdom. 

 My husband, King, and I caught the COVID-19 in January earlier this year, 

however, soon we fully recovered in a short time. Through the prayers, caring messages, 

food and supplements sent by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experienced God’s 

wonderful healing power. Within a few breaths, we were able to breathe normally, 

witnessing the peace that God provides for those who lie in bed due to illnesses.  

 A restaurant manager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ates restore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attending our bi-vocational training. They continue to 

study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and complete their assignments even when it is already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A restaurant worker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lso overcame challenges to sign 

up for our training to further equip themselves and be ready for God’s purpose. We 

also constantly receive news that many restaurant workers who were lukewarm towar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od in the past have changed their attitude since the pandemic 

and are willing to devote to His Kingdom. 

The Power of Restoration



 A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is undertaking 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The widesp-

read of the Gospel with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will be the testimony that our God is 

determined to restore our relationship with him in this generation and to bless his children 

on earth.  

Kitchen is typically the family room of a household. A family getting together to complete 

a meal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family bonding. However, today there are too 

many children addicted to gaming. Therefore, we have recently sponsored a Bear Cubs 

Baking Contest to induce family bonding and passion for missions to the young minds 

who are near and dear to us. 

In the future, when the church reopens and the business resumes, though we will continue 

to face challenges, we will have faith and hope that God has provided us. In 2021, we 

will continue to train and multiply missions workers worldwide and to restore our relation-

ship with God. As the demand for new technology increases, so do the needs of our 

organization. 

More so than ever, we need your help to get to the next level to further God’s Kingdom 

and to experience His Power.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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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來到世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止息從伊甸園就開

打的戰爭。神不要咒詛這世界，耶和華神定意要祝福

祂的子民。唯有藉著主耶穌復活的大能，恢復我們與

神正確的關係，才能進入真正的祝福。

2021年一月初我們夫婦得了新冠肺炎，但我們在很

短的時間完全「恢復」健康。弟兄姊妹的禱告、關心

，送湯、送藥，讓我們經歷神奇妙醫治的大能，在瞬

息間呼吸正常起來，經歷神在病榻中為我們舖床的平

安。

一位美國東部的餐廳經理，感謝神，在參加世餐

「雙職領袖培訓課程」，「恢復」了與主的關係。

餐廳下班之後，認真學習，完成課業的要求。即使

到夜晚一點鐘，也喜樂作功課。加州灣區一位餐廳

員工，克服難處報名神學課程，裝備自己，獻為主

用。

我們也不斷的接到訊息，許多餐飲業基督徒以往與

主的關係都是不冷不熱，現轉為願意獻身委身神的

國度。一個巨大的轉變，正在餐飲業中進行著。而

餐飲業福音廣傳，也印證了耶和華神在這個世代，

定意「恢復」祂的心意，為要祝福地上的兒女。

廚房通常是家庭的會客室，家人共同完成美食，成

為家庭關係建立的開始。今日太多的孩子卻沉浸於

遊戲中，因此世餐舉辦「小熊烘培」計畫，培養新

一代對傳福音的熱情，同時「恢復」家庭關係。不

但促進親子關係，無形中將宣教的種子放在孩子心中。



未來教會將恢復重開，弟兄姊妹生意也將恢復，雖然會面對挑戰，但是我們充滿信

心，滿有盼望，期待未來。2021 年世餐會繼續進行各地培訓，倍增門徒，傳承賦

權，恢復神要祝福的心意。新科技的要求越來越大，世餐的需要也越來越緊迫。

世餐團隊更需要您的參與，一同來經歷神恢復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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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福事工聯會於1月18日晚舉辦了毒海重生「後續」―柳經奎的生命故事。

藉著網路科技，逾200人自世界各地共襄盛舉，一同聆聽神在柳弟兄生命中的作

為。我們盼望著此次柳弟兄的生命故事能彰顯神的大能，幫助各地弟兄姊妹們看

到我們信靠的是獨一無二的真神。

此次大會也正是柳弟兄身染新冠病毒的時候，但他依舊忍受身體的軟弱，將分享

預先錄好，榮耀我們的主。我們已決定免費發送此次生命故事特會的錄像，如果

您有興趣，歡迎您與我們聯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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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福事工聯會於2月22日開始舉行

第二屆的雙職領袖培訓，此次參與者共

72人，分別來自北美洲、南美洲、中東

、中、港、台及馬來西亞。感謝天父悅

納此項培訓事工，每一屆的同學人數皆

有增長，也都準時上課、繳交作業。

此屆培訓將於5月10日結束，願神親自

帶領使用同學們在各自的職場中，也呼

召更多精兵在不同位置上事奉，願將一

切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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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位於美國加州的世餐總部附近縣市近日已開始開放，除維持原先的外賣生意

，現在也能開放25%的堂食，幫助餐飲業弟兄姊妹們重回原本生活。圖為今年3月26

日時，我家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歡喜開心地探訪一位餐福姐妹的餐廳，禱告祝福餐廳經

營安全。在美國有許多亞裔因疫情受到不平等待遇、歧視與攻擊的情況下，盼望餐廳

就是教會，成為社區的祝福，將神的愛帶到大眾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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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探訪了觀塘嗎哪餐廳, 並且參與他

們星期三團契和敬拜。嗎哪與社企 Capala

合作共融工作坊, 透過遊戲分享聽障朋友冷

知識; 令大家更明白和了解聽障人士的需要。

最後, 大家一起禱告, 求主使大眾能明白聽

障人士都是正常人; 應該享有平等機會。

感謝主! 嗎哪餐廳可以成為一個開放平台, 

不單有基督信息分享還可以與社企合作令

小眾的聲音可以聽見!

香港餐福



事
工
報
告
：

2月5日在荃灣派發抗疫包和揮春，並預祝一班餐飲業朋友農曆新

年快樂!雖然一整年疫情大大打擊餐飲業生意，但是大家仍然對將

來抱有希望；寄望過完年換個新氣象。求天父保守疫情緩和、經

濟復甦、人心歸向主。

香
港
餐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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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與教關合作為期18個月「青年向上流響導計劃」在君好宴會

廳舉行結業聚會, 教關同工、 友師們和四位友員都全部出席。 雖然有

兩位友員巳離開美心實習廚師職位, 但其間也與我們互動溝通; 友師也

一直有個別關心， 友員們也感謝友師在他們從學校走進陌生職場提供

寶貴經驗和意見。教關同工也頒發參與證書給友師們作答謝。 這計劃

雖然完結，盼望這四位年青人能得著正能量行人生路程，並且看到有

神的祝福在背後。

香港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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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3日到15日馬來西亞團隊一同探訪怡保

餐福，提供餐點的餐館老闆夫婦也都成為怡保餐

福的一員，現在也一同參加第二屆世餐雙職領袖

的培訓。怡保餐福於今年1月9日正式成立，成立

時就已有多位弟兄姊妹於第一屆的雙職領袖培訓

中畢業，並且持續在各自工作中榮耀主名。



感恩代禱事項：

1）為主繼續帶領「我家教會」線上聚會的發展和所屬門徒培訓的出席率漸趨穩定而感恩，願

     主悅納此培訓，讓弟兄姐妹靈命成長，也盼更多餐飲業弟兄姊妹於美西時間每週二下午三

     時上線參與崇拜聚會，每週講道錄像也都可在微信群和網站中觀賞。

2）世界餐福第二屆「雙職領袖培訓」，自2月22日開始，參與者共72人，來自北美洲、中國

     、台灣、馬來西亞、南美洲及中東，使用網路學習如何在職場上建立同行的團隊，多結果

     子，使天父得榮耀！ 感謝神，培訓進行順利，導師們忠心教導，學生們準時上課及交作業

     ，滿有受教的心。將於5月10日舉辦結業和差派典禮，願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3）感謝主！世餐「我家教會」線上美食節目「我家廚房」的事工小組已經成立，並開始籌備

     工作。求主使用這項事工完成宣傳「我家教會」和分享餐福異象的使命。

4）感謝主的恩典與醫治，年初時總幹事夫婦染上新冠肺炎，但很快就完全康復，精神飽滿。

     願此生命見證能將榮耀歸給神，奉獻一生完成大使命。

5）靠著神的恩典，2021年5月17日將舉辦世界餐福「餐福理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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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由五位青少年主導的小熊烘焙項目，在去年完成教授「世餐線上親子家庭烘焙課程」之後，

     2021將推出「線上虛擬小熊烘焙店項目」。求主讓這些青少年有機會用她們的恩賜，將透

     過該項目籌募來的善款，資助貧困餐廳家庭的孩子們購買學習用品。

7）世餐即將推出全新「餐飲業神學理論與實踐」的線上神學課程，拍攝過程充滿挑戰，至今

     尚未完成。請大家代禱，盼主賜下智慧給同工，藉此課程提升餐飲業弟兄姊妹靈命，與主

     親近。

2020 全年財務報告

 $240,369 $234,091 $6,278

收入Revenue 支出Expenses 結存Net Change



唯有感恩。

在這裡，我開始淺嚐「美味人生」。長這麼大第一次對美食感興趣，

第一次學習怎麼好好做一頓飯，第一次感受到奉獻美食而得到的飽足。

唯有感恩。

在這裡，我慢慢體會何謂「美味人生」。我不知道自己有帶領敬拜的

恩賜，我不知道我可以講道並越來越喜歡傳講神的話語，我不知道為

別人禱告可以有這麼美好的生命見證。

唯有感恩。

在這裡，我深深的被「我家」的「美味人生」吸引，並開始活出自己的

「美味人生」。我被這裡濃郁的家的氛圍吸引，被家的愛溫暖，被家的

愛感染。讓孤獨的我不再孤單，讓原本狹隘的我願意活出愛、釋放愛。

唯有感恩。

在這裡，我看到一個完整的基督精兵的團隊在為主打仗，為主爭戰。在

這裡我感受到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心裡燃燒。所以，走在神預備的道

上，裝備自己，獻上自己無怨無悔。

唯有感恩-馮靈巧傳道

我家教會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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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021
第三屆 雙職領袖線上培訓課程

美國西岸晚上 每週一 晚上5:5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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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福 網 上 神 學 課 程

2021年秋季

Coming S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