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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我參加了由康郡福音教會在美國核桃溪組
織成的一團短宣隊，前往芬蘭。由當地的宣教士協助領
路，每早晨與宣教團友一同禱告，並分隊到各地探望華
人，領導他們成立團契，認識真神。當時，我與夫婿在北
美舊金山開了三間中餐廳，所以，大家推舉我探望中餐廳，
並慰問一位姊妹。這位姊妹由香港來，與夫婿分離了八年。
未料到了芬蘭，才知丈夫已有外遇。帶著三個孩子的她，三
次試圖結束生命。我的心一酸，與她一同流淚，我心中多盼
望再有華人基督徒給予扶持。

那天，在晨更中，我看見普世華人餐廳的工作人員，在爐火的
煎熬與寂寞中過一生，卻從未有接觸福音的機會，眼睛的淚
水，第二次止不住地流。我在神面前許願，要在餐廳中傳福音。

一九九六年，劉民和牧師來到灣區，破天荒在東灣鄉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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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業福音
   就這樣點起火頭來

為此我提醒

你，使你將神

藉我按手所給

你的恩賜再

如火挑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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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一個華人餐廳並不太集中的核桃溪，主領第一次的晚
間餐福聚會。這晚，竟來了六十多人，這是我的姐妹曹姊
妹，薛媽媽一同探訪及打電話的成果。不由得感謝上帝的
奇妙之手，帶了這許多的人來參加，其中有餐廳老板及伙
伴，給我們打了強心針。

同年，康郡教會有了牧師、朱樂華牧師鼓勵我們一個月有
兩次聚會，並且從旁協助如何準備聚會及安排事奉。我
們深一腳，淺一腳，爬了起來又跌了下去地幹。跌跌撞撞
中，我們看見許多餐廳業人仕歸主，深感主恩。那段時
間，有一些神學生來幫忙，以後他們在教會服事時，也成
立了「餐業團契」。

這時，還有一位一直忠心服事的姊妹李瑄。她在學期間，不
斷參加探訪、關懷，而且領歌、查經，無一不參與。畢業
後，李瑄在教會中作傳道人，但晚間的聚會卻從未缺席。

2000年，我和李瑄姊妹借用東灣屋崙救世軍的地方，開始每
月兩次聚會的餐福團契。2002年移到角聲屋崙社區中心，服
事在屋崙周圍的餐業人仕。同年6月，「角聲餐業福音使命
團」成立，我和李瑄姊妹加入角聲佈道團，先後在加州及外
州推動教會加入餐福運動，成立餐業福音團契。

在此之前的三兩年，已有一些由中國北部來美的朋友，居
住在以廣東話為主的唐人街。他們在餐廳中打工，語言不
通，只有少數鄉親，少有朋友。他們有人好奇地進入了角
聲，接著就帶來了一些說國語的慕道朋友；後來也有一些
操廣東話、福州話及各省各鄉的朋友加入。就這樣，我們
在屋崙角聲社區中心每星期日晚間的聚會，人數漸增，受
洗人數亦不斷上升。

2004年，一位弟兄要求我們到南灣去關心他的朋友。我們打
了一個電話給佳音教會的陳大鵬牧師，Milpitas 的團契就這
樣誕生了。這個服事南灣餐業人士的團契，十分蒙神祝福；
其中有一對馬來西亞餐廳老板夫婦，先生是香港來的，她
們夫婦成熟的屬靈生命，帶動了員工信主，並影響社區中其
他餐廳。同年，我們巧遇久未謀面的陳牧師，得知他的會
友中，有一對夫婦對於在餐廳工作的新移民很有負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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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團契 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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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相約相見，他們盡心竭力為餐福擺上。我們彼此打
氣和鼓勵，並由短宣隊前住問候。在 Fresno 的餐福團契
中，我們看見神叫許多餐業人士信了主，改變了生命。

餐福的巨浪，在各地掀起了許多愛主的弟兄姐妹的熱
誠。他們有許多未曾在餐廳中打過工，但卻願意在這行
業上服事主。鳳凰城有一個團契，聚會人數多達五、六
十人。李道宏醫生及傳道同工，及一些專業人仕都無私
地付出代價，會後有理髮服務，還有流動圖書館。一年

多前，一位馮弟兄與多位弟
兄姐妹，也在西北浸信會成
立了餐福團契，並教授英文。

今年是餐福豐收年。三月份，
我們與歐聯餐福、亞洲香港餐
業總幹事與華福合作，在福音
未入餐廳的中南美秘魯， 展開
遍訪餐廳的運動。四天下來，
餐廳中有一千家接到福音單張
與邀請信函，並在三處不同區
城，以「廚藝分享」來分享耶
穌的愛，效果很好。來賓都留
下連絡地址與姓名，成為當地
教會可以接觸跟進的重點。

七月份，我們配合第七屆華
福大會，與世界各地餐福代表聚首一堂，由張子江牧師
帶領董事正式發動世界餐福福音運動，與會者七、八十
人。午夜十二點，在簡單而隆重的典禮下，委任了各洲
代表，成立董事會與委員會。第二天，一百位與會者夜
間走上澳門街頭，到餐廳、酒吧及按摩院派發單張，邀
請他們參加次日的佈道會。 結果，超乎意料之外，佈道
會來了一百四十多人，有五十八人歸入主的名下。

現在就是福音廣傳的時代，福音進餐廳！福音出餐廳！
廚藝宣教餐飲人士要成為宣教精兵，帶領人歸主。餐廳
要成為教會，這不是夢！有一天，中餐廳將成為基地，
每一家餐廳都要成為福音小站！

餐福熱浪 如火如荼

為了迎合餐業人士的工作時間，餐福聚會往往
在晚上舉行。這是屋克蘭的一次聚會情況 。

餐福熱浪 如火如荼

被遺忘的一群

他們如何生活？

根據1996年台灣官方報導，從事中餐業的華人，荷蘭有百分之
九十，英國是百分之七十；而美國則有百分之六十華人與食物工
業有關。根據「中餐通訊」，全美共有四萬多家中餐廳，一萬多
家印尼、日本及馬來西亞餐廳；當中許多老闆都是華人。若以平
均每店五名華人員工計，即共約有二、三十萬華人在美國從事飲
食業。全香港則有一萬多食肆，約有十八萬多人在此行業。

餐業華人工作時間長，平均每天十二小時。曾經有一位餐廳老闆
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一次，在炒菜時睡著了，險些弄出人命。一位
賭場經理說，他們的客人，百分之七十五是餐業人士。餐業人士喜
拜偶像，生活苦悶，缺乏資訊，色情錄帶氾濫，問題嚴重。他們
許多都是為還移民債而來，家庭、健康、心靈，都受到極大虧損。
角聲餐福使命團就是以他們為對象，讓神使他們生命得著大改變。



..............................................................................吳珊珊整理

我是一個福州人，大家都叫我阿波。1993年2月，我像家鄉
許多人一樣，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偷渡去了歐洲荷蘭，背了
一身的「旅行債」，作著「淘金夢」。之後進入中國餐館打
工，從洗碗開始，過著日復一日「白天爐頭，晚上枕頭」的
單調枯燥生涯。

  染上賭癮
龐大的債務，壓的我喘不過氣來，生活也苦悶。起初，看同
事玩「老虎機」賭博，挺有趣的；後來我第一次嘗試，還沒
有花一塊錢，就贏了50元。我心裡想：「一天打工的錢也是
這麼多！如果中個大的，工不用打，債都可以還清了。」抱
著這種心理，從此就染上了賭癮。

俗話說「十賭九輸」，愈輸我就愈想賭，愈賭我就愈欠債；
常常賭一次就輸掉兩、三個月的工資。為了有錢去賭，常騙
親友同事，用各種理由向他們借錢。幾年下來，我就過著「
白天打工，晚上賭博」的生活。一週僅休息的那一天，我就
坐在老虎機前，賭到不吃也不睡。周圍親友都離我遠遠的，
錢借不到，我就向高利貸借，債務多到根本還不完 。

人家是賺錢寄回大陸家鄉，我卻被高利貸逼債，逼著叫家裡
寄錢來給我還債。我一收到父母寄出的錢，還沒到打工的地
方，在半路就被我賭光了。父親被我氣的要跟我脫離父子關

賭海重生

餐業華人吳建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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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並不是不想改變，常常發誓戒賭，忍著不賭一兩個
月，結果仍是向賭癮投降；而且，賭得比先前還厲害。我
無法自拔，別人瞧不起我，我也自暴自棄。曾經也有自殺
的念頭，一死就百了；但總沒有勇氣。那時抽煙抽得很厲
害，在「永無翻身之日」的痛苦裏，藉酒精、抽煙來麻痺
自己，人生真是走到盡頭了。

  一線曙光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了教堂。一位老先生送了一本聖經
給我，我回家丟在床邊好久，看都不看。1998年初，我已
經弄不到錢去賭了，晚上常睡不好。有一天晚上，我感到
心如刀割，痛苦不堪。想起小時候，跟信主的外婆及媽媽
上教堂，我就拾起那本沾滿灰塵的聖經，翻開看了看，也
看不懂在說些什麼，但沒想到可以平安的睡了一夜好覺。
所以，我開始向主耶穌禱告：「主啊！我在黑暗中，求聼救
我脫離脫離罪惡，給我一條光明的路走…」作完這個禱告
不久，竟然有個特別的機會，我像做夢一般的踏上美國，
那是在1998年的2月。

  再陷賭海
到了美國，還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有機會就是跑賭
場。在餐館打工，我刻意存錢，到感恩節那天去拉斯維
加斯豪賭一場。別人打麻將是「三缺一」，我是「一缺
三」，因為沒有人想跟我這樣的人打麻將。為了招聚牌
友，我有時還給他們錢希望他們陪我打。

有一次，一對夫婦到我打工的餐館吃
飯，他們邀請我去鳳城華人基督教會。
我想，我要結束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是
該去教會了；於是我就在週日早上去做
禮拜，中午趕回來餐館上班。

  新造的人
神藉著主日學的教導，及弟兄姐妹的愛
和接納，我的心漸漸的打開。2000年
1月，在一次佈道會中，我決志舉手信
主，四月份受洗歸入基督的身體。受洗
以後，賭癮還會再犯，但神藉著奇妙的
管教，和弟兄姐妹的代禱，使我逐漸 

一個沒有指望的賭徒，生命得以徹

底改變，吳建波感激神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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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神的話語，渴慕服事主，一步步的脫
離賭博的捆綁。聖靈的內住帶來的心靈更
新，讓我在幾個月之內就戒掉煙癮。神改
變的大能實在奇妙，「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像我這樣的人，神都能讓我脫胎換
骨，世上還有誰祂不能拯救的呢？

我自己都訝異我的改變，朋友都說我「信
耶穌信傻」了。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不
能不傳揚神在我身上的大作為。所以，我
開始向周圍的人傳福音，向餐館的客人介
紹耶穌；以前所愛的享受、宴樂不感興趣
了，信主後就對神的事感興趣；以前是「
賭迷」，現在是「耶穌迷」。那時，我媽

媽看我快卅歲還沒成家，急得一直催我結婚。我回答她：「
我現在是信主的人，不可以隨便自己決定終身大事。我要等
候神為我預備的那一位！」

  神賜良緣
2001年聖誕節期間，紐約的弟兄姐妹介紹李雪花姐妹給我認
識。我們只見過一次面，各自回去後，在電話裡「交往」了
一個月，並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心意，就決定結婚。2002年
1月中旬；我從俄亥俄州把雪花接來鳳凰城。2月17日，我們
在教會舉行了婚禮。儀式訂在當天晚上11點鐘，餐館團契的
弟兄姐妹、親朋好友及工作的同事，約有三百人參加我們的
婚禮。每想到此，我就對神感恩不止。我本來是一個沒有未
來的人，那有女孩會願意嫁給我？但我今天不僅有了一個同
樣信主的太太、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及三個可愛的孩子，神
所賜的遠超過我所求所想。

  祂必供應
我們福州人通常是在美國結婚生子，然後把小孩送回家鄉給
父母帶，夫妻倆努力打工賺錢，錢賺的差不多了，再把小孩
接來。但我們決定不要這樣，因為聖經上說，父母應當盡教
養孩子的責任，雖然家中只有我一人打工，但神都供應我們
一切的需要。在辦身分的事上，我們也實話實說，不做假。
別人看我們很傻，然而我們相信，走神的道路，神是信實
的，祂必然帶領，必然供應!

吳建波由「賭迷」變成「耶穌
迷」，在聚會中帶領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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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福的弟兄姊妹特別愛唱詩歌。記得早期團契的時
候，我發現這些從餐館裡來的朋友們都很純樸，並不喜
歡高談闊論；但是卻喜歡唱流行歌曲。參加了一次聚會
以後，這些弟兄姊妹就可以開口唱讚美神的詩歌了；雖
然偶爾也會走調，但卻真實可
愛。

有位上海白姊妹說：「不曉得
為什麼，以前常常會不禁意的
哼出一些好聽的流行歌曲來，
現在怎麼嘴邊哼的全都是我們
餐福團契的歌！那些流行歌曲
是很好聽，但是很快就覺得沒
什麼意思了。但是，讚美神的
詩歌就不一樣了，讓我很感
動，很打動我的心，而且永遠
不能忘懷。」

另外一位很可愛的廣東楊姊
妹，出了名的愛唱歌，她信主以後就喜歡大聲唱詩歌。
在餐館工作的時候，一有機會就唱讚美神的詩歌，不怕
別人取笑她。那知道因為她的喜樂，在不知不覺中影響
了她的同事，好幾位都跟她來聚會了。

我們還有一位阿紅姊妹，特別的單純。其實我們知道有
些詩歌的字，她都不能完全明白，但她也是愛唱詩歌；
每次都大大聲的唱，還鼓起勇氣帶領弟兄姊妹們一起
唱，讓人感動不已。

目前，我們的團契每兩三個月有一次的聚會，叫做「你
彈我唱齊讚美」，特別受歡迎。弟兄姊妹們都早早想好
要唱的詩歌，還自己預備曲譜，在聚會的時候勇敢的到

餐福聚會 寫真
敔塍

我們好愛讚美哦﹗

餐福會眾來自各方各地，對唱詩歌都同樣
喜愛，可以領唱的大不乏人。



餐福團契嘛，顧名思義就是一些喜歡做食物的人的團契
嘛！有道理，但也不一定！但不可否認的是：「吃」真
的是人類最好的溝通方式之一。

早期的團契也有預備茶點，但那
真的就是茶和餅乾；因為同工覺
得我們不應該太注意吃的，而應
該看重屬靈方面。但慢慢發現弟
兄姊妹聚會一結束就跑掉了，也
沒有機會講講話。後來，同工們
開始特別為這班在餐館工作的弟
兄姊妹，親手預備一些家常小菜
或稀飯小吃，居然受到熱烈迴
響。

其實做什麼食物並不重要，只要
有心且用心去做的，弟兄姊妹們
都感受得到。當聚會結束以後，
另外一個重要的聚會就開始了，

就是宵夜時間。弟兄姊妹們就坐下來，手拿一碗稀飯，
彼此打開心扉，講講最近的難處、家裡的情形等等。有
位天津的張弟兄，每次聚會一結束就走了，他也沒有吃
宵夜的習慣。後來，居然看到他坐下來吃東西，跟別人
談話。我就極其好奇的詢問，張弟兄說：「其實我已經
忍耐好久了，今天實在是受不了，太香了！」後來，這
位弟兄也告訴我，他其實也很想多認識點耶穌的事情，
也想跟其他人交交朋友。

千萬不要以為餐福的弟兄姊妹會覺得負擔過重，沒有可
能做茶點；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好想參與的。我們現在的
團契茶點，是弟兄姊妹們主動輪流來做，實在是豐富得
不得了！東北的大哥給我們做韭菜盒子、沈陽的大姐包
餃子、上海的三皇雞、越南的春卷、四川的麻辣涼麵、

前面帶領大家唱，通常還可以分享為什麼喜歡這首詩歌。
我想我們的神聽到弟兄姊妹們的歌聲，也很感動吧！對
了，我們餐福弟兄姊妹們所唱的許多詩歌，都是用背誦的
哦！哈！我們真的好愛讚美神哦！

擋不住的美味人生﹗

會眾一面享用美食，一面彼此交流分享，
使團契充滿了家的溫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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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三杯雞、馬來西亞的摩摩渣渣、廣東的炒米粉等
等，哈﹗講起來都開心。

有位韋弟兄來團契聚會了一段時間，不僅坐下來吃東西
了，而且從一個來聚會的弟兄變成了一個來服事的弟兄。
有時還有多餘的茶點帶回家，與妻子及家人分享；一方面
可以讓家人了解晚上外出都做了什麼，一方面也表示謝謝
家人的支持，而且這也是一個與家人分享信仰的好話題。
我們如果沒有家人的體諒和支持，就沒有可能在深夜有這
麼美好的事奉。我們有位同工義弟兄，白天工作非常的忙
碌；當輪到他做茶點那天，她的妻子就會為他預備好，放
在車上，還要想盡辦法不要重覆，不要涼掉。這樣預備的
茶點，能不好吃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深夜從餐福團契裡飄出來的香味，你嗅
到了嗎？那不就是擋不住的主愛的味道嗎！ 

《美味人生》是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專為餐業
人士而編印的刊物。這份免費贈閱的刊物，
每月出版一次，圖文並茂，彩色印刷，每期
出紙十六頁，印行三萬份，免費派發至各餐
館之中。

內容方面，包括餐飲業的近況及新知、餐業
人士管理及經營經驗、菜式介紹、人物剪
影、生活須知等。當然更有帶領餐業人士打
開福音之門的人物見證，聚會消息等。由於
題材切合餐飲業，容易引起餐業人士的共鳴 
，所以《美味人生》正是一份向他們傳福音
的最佳工具。

《美味人生》歡迎訂閱，同時亦正徵募派報
義工，詳情可致電(212)334-2033內線1401，
或電郵ruthlee@cchc.org與角聲紐約總會李雷
路得聯絡。

為餐業人士送上祝福《美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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