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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ing Change
Dear RM Family,
Peace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has swept the world has devastated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small businesses and other service industries.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istries has also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12 years
since its official founding in 2010.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we adjust our
ministry strategy to convey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Gospel of the Lord in
various ways at a time whe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and other service industries are
suffering. We have launched a wide range of online training courses aimed at "doing
it for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We have also set up an outreach team to visit and
cheer up our friends in the restaurant and service industry every week.
At the same time, the fourth WCRM Bi-Voc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continued
to be held, attracting friends from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sia, Europe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learn. Thankfully, more people hav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trainings than in the past decade combined.
The two-year-long pandemic has depressed people's spirituality, but God has
done wonderful things. It is gratifying that the Lord has called up servant leaders for
the restaurant missions in both the state of Florida and Rhode Island, further
establishing our ministry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eld many
evangelistic events locally, outreached and visited many nonbelievers in their local
restaurant and service businesses, as well as hosting “A Bite of the Gospel”
weekly bible study to teach God’s Words to the new believers. More than 30
restaurant teenagers have signed up for a Chinese school where they will learn
Chinese through the Bible, and it is expected to open in the near future. Additionally,
twelve more restaurant workers have received baptism and gathered to the Lord’s
name.
This is a time of loss, but it is also an age of the light of truth.
This is a time when the darkness has not yet dissipated, but it is also a time of
revival and transcendence.

“In that day I will raise up
the booth of David that is fallen
and repair its breaches,
and raise up its ruins
and rebuild it as in the days of old,”
“’Behold, the days are coming,’ declares the Lord,
‘when the plowman shall overtake the reaper
and the treader of grapes him who sows the seed;
the mountains shall drip sweet wine,
and all the hills shall flow with it’” (Amos 9:11, 13).
This is our expectation, and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istries is destined to
shine in this generation for the Lord!
This year,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istries is facing a financial crisis.
Missions support from churches has been decimated as many churches suffer from the
transition to online-only gatherings; individual offerings has been on a decline as well.
Restaurant owners, faced with their ow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lso are unable to fulfill
their normal pledges. I ask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please pray for our lack of funding
this year, and together help us through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So that God’s ministry
will not be hindered and so that those who serve on the front lines of missions field
will have no worries. We deeply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difficulty, God wants us to
experience His faithfulness and abundance.
If you are moved by the Spirit, you may mail your donation check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istries or WCRM
22274 MAIN ST
HAYWARD, CA 94541
USA
Immanuel!
His servent,
Esther Lou

親愛的餐福家人：
主內平安！

總幹事的話

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讓餐飲業、小生意和其它服務行
業哀鴻遍野。「世界餐福」也經歷了自2010年正式成
立12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新的局勢，我們調整事工策略，在餐飲業和其他服
務業遭受困境的時候，以各種方式傳遞耶穌基督的愛，
傳揚主福音。我們推出多元化的網絡培訓課程，目的是
「作在餐飲業人身上」。 我們還成立了探訪小組，每禮
拜探訪關懷餐飲業和服務業的朋友們，為他們加油打氣。
同時第四期「世界餐福」雙職領袖培訓課程繼續開課，
吸引了來自北美洲、南美洲、亞洲、歐洲等世界各地的
朋友們學習。感恩的是，參加各項培訓的朋友超過過去
十年的總和。
持續已兩年之久的疫情讓人們的靈性也壓抑在陰霾之中，
但神做事奇妙可畏。可喜的是，世界餐福在美國東岸佛
羅裡達州和羅德島州內都興起僕人領袖，在東岸建立餐
福事工，多次舉辦佈道會、關懷、探訪餐飲業和其他服
務業的朋友們，並成立「舌尖上的祝福」查經班，用神
的話語餵養初信者。
專為餐飲業子女開設的「中文學聖經」學校已有三十多
位學生報名參加，有望近期開課。又有十二位餐飲業朋
友巳經或者即將接受浸禮歸入主的名下。
這是讓人迷失的時代，但也是真理之光普照的時代。
這是陰霾未散的時候，但也是復興與超越的時候。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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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
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阿摩司書9:11-13）
這是我們的期盼，「世界餐福」注定要在這個世代為主興起發光！
今年「世界餐福」的財務狀況出現危機。來自各教會的宣教支持，因著線上聚會奉獻的減
少銳減；以往的個人支持也相應遞減。餐飲業者因身處困境無法履行以往的奉獻。 請各位
弟兄姊妹家人為世界餐福的經費短缺禱告，與我們一同共渡難關。好讓神的福音事工沒有
攔阻，讓在前線服事的同工沒有後顧之憂。我們深深的相信，神要藉著這次的困難，讓我
們一同經歷神的信實與豐富！
如果你有感動可以直接寄支票至以下地址：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stries
22274 Main ST
Hayward CA 94541
PayPal Giving Fund:
info@worldcrm.org
Zelle: info@worldcrm.org

以馬內利！

主僕

柳林慧中

2022

上半年

各地
事工報告

事
工
報
告
：

美西餐廳探訪事工
3月17日在林牧師的帶領下，參與世餐餐廳探訪活動的11位弟兄姐妹一起探訪了美國加州
Fremont市的 16家商店，帶領101茶室老闆娘Catherine 及一家美容美髮店老闆Kelly決志信
主。中午我們在Keane 弟兄的沙爹俠 Satayman 餐廳用餐，享受地道的馬來西亞美食，並為
Keane和餐廳的員工禱告。
4月7日探訪隊9人再次到Fremont 市探訪滋滋好茶GG Cafe。這家餐廳老闆是很有愛心的基
督徒，雖然也跟其它餐廳一樣在疫情的困擾下艱難經營，但仍然經常在禮拜四將美味的便當
免費送給附近無家可歸者享用。林牧師跟弟兄姐妹為這GG Cafe 的生意禱告，求神幫助，鼓
勵老闆參加我家教會復活節的聚會。當天晚上老闆發來信息說：「今天謝謝你們來，對於我
來說，非常重要。好像是靈魂得到了安慰！感恩你們。」
午餐之後，我們前往附近的小台北廣場，探訪了餐廳和小生意，感受到每一家的困苦和掙扎，
最後我們聚在一起為整個小台北廣場禱告，為裡面的小商家禱告，求神得著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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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餐 Zoom 網路培訓已經在3月14日開始「雙職領袖」課程。這一次的培訓，有來自8個國
家的66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他們將於5月30日畢業。下一次的培訓，將於6月6日開始，
培訓的課程是「餐福理財」。
同學們的心得：
1. 更深地認識基督徒傳福音的大使命，盼望能將所學的建立更多無牆教會。(歐洲，林姊妹)
2. 神藉雙職領袖訓練課程，讓我看到自己的醜陋，滿滿罪惡。求主免去我的債，如同我免去
別人的債。關心到別人的需要，好叫主的榮耀在我身上顯大，祝福別人。不再做個自義的
人。(歐洲，陳姊妹)
3. 感謝創造主與救贖主讓我上了「雙職領袖」五個星期的課，神的光照亮並影響了我的人生
價值觀。成為基督徒已十年的我，只懂得讀經，禱告，回教會參加崇拜，並有時幫助身邊
的人，但完全不懂得如何正確地傳福音，以至許多時候反倒拌倒別人。聽了五課實戰的分
享後反思自己的生命，深入默想，反複學習，才清楚神的心意，使我放下世俗的追求，歸
到真正創造主裏，常常喜樂地與人分享，神在我身上作的改正。感謝世餐每位擺上的導師
，願無牆教會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造福萬民，得著耶穌基督。(歐洲，梁姊妹)
4. 在我的屬靈之旅途中，由初信的激動，熱心，然後進入舒適區的我，偶然機會參加世界餐
福雙職領袖培訓，實在是太感恩了。它加深對自己和神的認識，更加大大的激發我對耶穌
的大使命的迫切感！謝謝孫老師和團隊的教導和幫助我們修補屬靈破口，讓更多人得福，
感謝贊美主！(歐洲，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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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叫天父作我的能力和後盾，當我軟弱站不穩的時候，呼求上帝的幫助，全心緊
靠著上帝，堅持著，必定能衝破攔阻而前進！(歐洲，黃姊妹)
6. 自從找到姊妹組成的333小組，彼此都很盼望可以開展到更多，知道在實踐中，
必定得益處與造就。(歐洲，Ping 姊妹)
7. 這幾個星期的學習給我人生改變：每一天都為主作工，每一天都為主作見證，
在主帶領下，凡事都能。(歐洲，容姊妹)
8. 學習到在生活中實踐、不同渠道傳福音、無牆教會、建立弟兄姊妹和傳承。
(歐洲，余姊妹)
9. 參加了世界餐福雙職領袖培訓，使我能從不冷不熱的基督徒生命中醒喚過來，
從學習中，懂得更多傳福音之技巧，如何関懷別人和與他們同行。藉此機會，
裝備自己，獻為主用！感謝主！(歐洲，邱姊妹)
10. 上第3課，一位姊妹為主作見證分享，她提到自己軟弱、無助、不知怎樣傳
福音。她在禱告當中，那真誠謙卑的心，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寶貴！神不看
人的外表，只看重人的內心，深刻感受到神的提醒。(歐洲，黃姊妹)
11. 我感謝孫老師開辦歐洲班。自從上了歐洲雙職領袖培訓班，知道自己要把握
機會，在老師的督促下，一定要交功課，實踐三人同行，傳揚神的福音，播
下四代同堂的種子。首先禱告找到合適的人選，就是與一個信主的姊妹及一
位要帶領信主的人，一起實行無牆教會。感謝神！已經找到目標對象，定在
每個星期六下午一時開始，大約半小時至一個小時，願神親自帶領這個小組
與我們一起，帶領更多人信主，哈利路亞讚美主。 我上這個培訓班的感受
是非常興奮，我會積極去做這個侍奉。以前都是懶懶閒閒，藉口工作繁忙，
沒有時間。求神親自帶領這個組別的所有同學，都能夠抽出時間，帶領更多
人信主，感謝神賜孫老師在我們中間帶領我們，感謝讚美主，將一切榮耀頌
讚歸與我神！(歐洲，吳姊妹)
12. 聽了林慧中牧師的教導和傳福音給餐福業人士的經驗，對將來要傳福音給餐
飲業人士，更多信心和懂得利用333的優點服事他們。(香港，Daisy 姊妹)

13. 長大成人，滿有耶穌基督長成的身量，天天活出美好的見證，日日傳揚好福
音。(香港， 鄭姊妹)
14. 神繼續榮耀自己的名，在各方各國繼續呼召，揀選，裝備，合用的器皿。
(巴西，黃弟兄)
15. 感謝主！這次我是為了另一位 鄭弟兄 (陪讀)，我上次己上過課了。當然，
常在主𥚃，主也常在我們面前，帶領我們，祝福我們。每次兄姊的分享，
都使我得益處。特別感謝這次遇見 Victor鄭牧師，他的鼓勵與分享，讓我
更加親近主，更有動力依靠主的愛與恩典，喜樂每一天。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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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李弟兄)
16. 非常的需要這樣的裝備，有渴慕，神 又為我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巴拉圭，鄭弟兄)
17. 五個星期的雙職領袖課程，喚醒了我在工作上的使命感。提醒我隨時隨地都要活出基督，
做好見證傳福音。(馬來西亞，陳姊妹)
18. 上課之前：為了養家糊口而工作。上課之後：將基督的生命帶入職場。感謝上帝借著這次的
屬靈課程，打開我們的眼界，拆毀一切我們的攔阻，好叫我們都來把職場，預備成為奇妙的
信仰之旅！(馬來西亞，王弟兄)
19. Thanks God that we still can learn God words on our off day. Building a church
without walls is a good culture for nowadays. (馬來西亞，黃弟兄)
20. 我以神為榜樣，按照神的心意來對待人事物，隨時依靠聖靈的幫助和交托，喜樂的與主同
工。(馬來西亞，Candy 姊妹)
21. 課程接地氣，可行性強，契合我服侍的需要，可複制傳承，建立職場教會。(中國，宋姊妹)
22. 五個課件中，第三次視頻中，林牧師用自己的實例， 丈夫吸毒，餐廳關閉。林牧師每天大
早，上去山上，尋見主面。從主那裡，得著熱情。在工作中，釋放從主得到的熱情，從主來
的力量，把耶穌的熱情發展到顧客身上，讓顧客感受到不一樣的熱情。神影響我們，聽道就
去行道。奉獻的概念不再是十分之一，而是我需要保留什麼 ! 感覺處處都在為 神做。現在
居家隔離 ! 做飯，陪孩子，自己上課，都不心浮氣躁了。感謝主恩典 ! (中國，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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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命必達，福音必傳！榮神愛人，犧牲委身！呼召裝備，走入人群！
(中國，唐姊妹)
24. 我想在工作之中，建立團契，共同敬拜，交通，傳福音。這樣的工作，蒙
神悅納的。我現時情況，不知道能否回到餐飲崗位上，求主帶領 !
(中國，蔡弟兄)
25. 上了雙職領袖課五星期之後，有從中學習到，神也有影響到我的人生價值觀
的，比如現在上海疫情封小區期間，我更加的注重去無償的幫助別人，多站
在別人的角度考慮。會注意在別人有需求而我有富于力量的時候就一定會施
以援助。然後也學習到了一些方法可以有助于建立神裏面的關系。總的來說
還是受益良多。(中國，吳弟兄)

美東餐廳探訪事工
世餐的異象，福音進餐廳，福音出餐廳。餐廳就是福音站，
餐業人士就是宣教士。去年第一家我探訪的餐廳在Trinity,
Florida。Ichiban Sushi認識了陳美和張惠珍，他們是一
對非常愛主的基督徒老闆夫婦。
弟兄陳美是教會的執事，餐福「五餅二魚」查經班的組長，
他常與我一起去探訪餐館，支持我們餐飲業靑少年佈道事
工。姊妹張惠珍在教會參加詩班，查經班，她也參加過我
們世餐的雙職領袖及理財培訓。
他們在餐廳總是捉住每一個機會向員工或顧客傳福音。每
一個外賣都會送上一節聖經經文。他們在餐館高舉主的十
字架。常看到客人在用餐前手牽手禱告。
雅各書5:13-16，「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
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
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
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惠珍也常為員工，客人醫病禱告。他們的女兒參加帶領餐福青少年事工。大女兒陳迎昕今年被改
革宗神學院(RTS)錄取，她將開始上神學院，週末回來教導帶領餐福兒童中文教學及餐福青少年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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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主帶領天柏華人長老教會開始特別向當地的餐飲業青少年傳福音。針
對他們預備考大學，申請大學的挑戰輔助他們，同時我們藉著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每個星期天中午供應午餐，讚美，福音交流，義工服務。經過了兩次的野餐佈
道，主的揀選，其中幾位以接受主為他們生命的主，並在復活節受洗。他們當中
有一位劉嘉受洗歸向主，成家生了一個兒子，開了川菜館Super Hot，見證了倚
靠主的人，主的祝福滿滿。約翰福音10:10，「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

馮靈巧傳道 2022年3月17日

奇異恩典
You Raise Me Up
訪Satayman Keane Yap
三月的灣區，藍天白雲、綠草青青；百花吐蕊，百鳥爭鳴，處處標注著春天的符號。
持續兩年的新冠疫情似乎正在人們的記憶中被淡忘，一切重新寫滿希望。「我家教會」
健身美食探訪小組的弟兄姐妹一行來到坐落在Fremont的馬來西亞餐館——Satayman
沙爹俠，來看望有著傳奇經歷的Keane Yap弟兄。曾經半年全身癱瘓的他，如今卻當起
了餐館老闆，忙得不亦樂乎。認識他的人無不慨歎這奇異恩典，今天我們來走進
Satayman，走近阿 Keane。

死蔭幽谷煉信心 彼此相愛越親情
那是2018年的1月1日，熱愛健身的Keane在Mission Peak健行時，不慎摔傷右
腳腳踝，而在三個月之前打羽毛球時腰椎部位曾經扭傷，舊傷未愈，新傷踵至。在洗澡
時，兩度滑倒在地，導致頸椎部位嚴重變形。醫生告訴他如果不做手術，可能會影響呼
吸，最後導致死亡。最後決定動手術，但手術後卻如晴天霹靂，除了頭部，全身失去了
知覺，心跳緩慢，常常每分鐘只有三十多下，在ICU裡面一躺就是兩個半月。
在那段每天與死亡面對面的時光，禱告成為特效良藥，將他從死蔭的幽谷贖回。
神藉著約翰福音第九章記載的那個生來瞎眼的人的事蹟向他說話。耶穌說耶穌說，「不
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

神的作為」 (約翰福音九3)

。這句話成為阿Keane最大的安慰。他知道這樣的不幸臨到他，神自有他的作為。而在
每天的禱告中，神繼續回應他，要他來榮耀神。
Keane不止一次的問神：「我都這樣了，等同於沒手沒腳，怎麼來榮耀祢？」而每
當看到心臟監測儀上緩慢的心跳，看到弟兄姐妹們不分晝夜、不辭辛勞的給他餵飯、陪
他聊天，他不止一次跟神說，把自己接回天家吧。但神清楚的回應他：「孩子，我的心
意不是這樣。」於是他向神要一樣東西——信心！依然是神的話語臨到他。「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福音九23），但Keane弟兄跟神說，「我信，但我不足。」
神是亙古不變的神，祂是歷史中行神跡的神，今日依然是！半年後, 他開始有感覺，
接著在往後的三個月裡，他逐漸恢復了雙手和雙腳的知覺，並逐漸開始有了力量。在這艱
難的九個月中，他收穫到主耶穌賜給他最寶貴禮物——信心，這個信心似乎真的被火煉過
，比金子更寶貴。
而內心最觸動他的是弟兄姐妹們的愛，這種愛讓他感覺到超越親情，超越人的底線
。這種愛只有耶穌所能給。他想起以前每週都為教會的弟兄姐妹們煮飯，大家都非常喜歡
他做的美味。如今，他卻感受到弟兄姐妹們如此的厚愛。他更深刻的理解了主耶穌頒佈的
命令——「彼此相愛。」

輪椅喜結連理 愛妻不離不棄
2019年12月21日，Keane弟兄與Winnie姊妹如期舉行了聖潔的婚禮。坐在輪椅
上的阿Keane，幾乎用盡全身的力氣踱步到臺上，牽住新娘的手，說願意一輩子照顧她
、愛護她。坐在台下的嘉賓目睹著阿Keane顫顫巍巍的背影，無不落淚。當問到在最艱
難的歲月裡最想感謝的人是誰時，阿Keane毫不猶豫的說當然是他的女友Winnie。
阿Keane這樣描述Winnie：「她的信心是我最大的支撐，她的單純信靠，讓耶穌
都感動。」當Keane還是全身癱瘓時，他說，「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好起來，」而
Winnie卻說：「我從來不相信你不會好起來。」當說到Winnie為他禱告時，Keane深情
的說：「如果我是耶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兒這麼單純的信靠他，求告他時，都不會
不應允她的禱告。」
女友不但没有被現實的困境嚇倒，反而一如既往的照顧他、陪伴他。更為寶貴的是
在靈裡一直給他力量。是她教阿Keane獨自、真誠的向耶穌禱告，阿Keane才開始真正從
神那裡獲得信心，並逐漸越來越明白神的旨意。「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
過珍珠。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箴言三十一10-11)。

疫情不抵夢想 實底見證所望
有著三十年餐廳工作經驗的Keane，品嘗過他做的美食的朋友都對他讚不絕口。他只
是謙卑的笑笑，但其中的秘訣直到這次探訪他才揭曉。自從他信主之後，每一次做菜，他
都跟耶穌一起做。耶穌就好像他一個最親密的朋友，買什麼菜、配什麼料、如何掌握火候
等等，所有的事情他都與耶穌商量，最後做出來的飯菜也是首先由耶穌品嘗。正如他所言
：「我的廚藝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禮物。」
在餐廳打工的他一直有個夢想，就是開一間自己的餐館。2021年7月席捲全球的疫
情第一波浪潮剛剛見退，他以敏銳的餐館業洞察力和市場判斷力，買下現在的餐館，經營
起自己的馬來西亞特色小吃——Satayman沙爹俠。
對於一個健康的人來講經營餐館都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更不用說對於還在康復治
療的阿Keane。然而當有人問他累不累、腿痛不痛，勸他多休息的時候，他說：「比起曾
經四肢都失去知覺，現在能感受到累和痛就很感恩了。」
當老闆就意味著比當員工要操更多的心，資金周轉、雇傭員工，成本控制、市場行
銷等各項事情無不燒腦。然而阿 Keane弟兄的信心已經煉如精金。他說：「神既然要藉
著他榮耀神的名，他就會負責。因為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神帶領的，就相信在困難之先，
神已知曉了答案，唯一要做的就是禱告神，順服神，跟從神就好。」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十一1）。Keane所踏出
的每一步都見證著對耶穌的信心。
他在Yelp平臺這樣抒發開餐館的心聲：「上帝帶領我開這間餐館是為了傳講福音，
為主做工，並成為他的見證。」 我們真心祝福阿 Keane：願您成為神榮耀的見證！

馮靈巧傳道 2022年3月17日

感恩代禱事項：
1）雖然疫情持續，但同工及弟兄姐妹向餐飲業者傳福音的熱情不減反增。西岸組成了餐福10人
探訪小組，經常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們加入一起去探訪陷入困境的餐廳，為他們禱告；
2）面對兩年多來疫情的嚴重影響，我們調整事工外展策略，在餐飲業遭受困境的時候以各種方式
傳福音。我們推出多元化的網絡培訓課程，其中「手機拍大片」免費攝影課程，服務餐飲業和
其他朋友，受到歡迎；另外也籍「我家廚房」美食頻道宣傳「我家教會」的活動；
3）為短宣隊在佛羅里達的服事感謝主，為Green Tea 餐廳和華園餐廳掛上十字架感恩；
4）請各位弟兄姐妹們一起為世界餐福的經費短缺禱告，與我們一同共渡難關，好讓神的福音事工
沒有攔阻，讓在前線服事的同工沒有後顧之憂；
5）為即將探訪餐飲業禱告，求主的恩典臨到奧蘭多700 間中餐廳，盼望每一家都掛上十字架禱告
，成為全美國的祝福；
6）為世界餐福將於6月6日舉辦「餐福理財」訓練課程禱告，此課程將會幫助弟兄姊妹，運用聖經
的原則，有智慧地管理錢財，達到沒有後顧之憂，並且得到身心靈的釋放，追尋永恆的獎賞。
將於5月9日開始接受報名。盼望多人蒙福，榮耀歸主！
7）請為世界餐福中心辦公樓將上市出售順利代禱，售賣物業目的是為發展和擴大美國東西兩岸的餐
褔事工。

2022年 第一季度財務報告
2022 1st Quarter Financial Report
奉獻 Offering

支出 Expenses

需要 Deficit

$30,840.00

-$75,956.35

-$45,116.35

世界餐福事工聯會是一間基督教超宗派的非牟利宣教機構，我們所有的經濟來源皆自您的熱心奉獻。
因為您的支持，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在世界各地華人餐飲業中傳揚福音。我們在美國國稅局有正式註冊
為免稅機構，您的奉獻將於美國稅法允許下全額抵扣所得稅，詳細稅務內容請與您的會計師或稅務專
家諮詢。我們的國稅局註冊號為27-3311789。如欲奉獻，請將支票抬頭寫為「WCRM」，郵寄至：
WCRM
22274 MAIN ST,
HAYWARD, CA 94541
USA
更多有關奉獻方式的詳情，請參考世餐奉獻網頁：www.worldcrm.org/page/donate。
盼望神感動您，付諸行動，幫助在世界各地進行的餐福事工。願神大大賜福！

主題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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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世界餐福摩洛哥大會

2022/09/11-12
2022/09/12-13
（亞洲中港台新馬日期）
相關報名與活動詳情將陸續發出，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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