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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滿有恩典的好
客地方

       《伯特利之家》(Bethany 
House)是坐落在艾米莉街(Emily 
Street)的一棟三層紅磚聯排屋，
其大門入口有長樓梯連接到狹
窄的城市街道的行人路上。

       多年來，議會成員一直擔
心南費城的房租會不斷地上
漲。隨著移民的湧入和美化的
城市建設，直屬法蘭崗尼亞議
會的南費城區教會周圍的房地
産也迅速大幅增值。

       為了回應議會選區内會員
越來越多的支持，董事會決定
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購買房屋可以視作為一項投
資，亦可用作對抗快速增長的
房産市場。

       在財產和財務委員會的審
查和推薦下，法蘭崗尼亞議會
在12月份的時候購入了艾米莉
街這座房子。是議會擁有的，
以提供給牧師和傳道人居住的
地方。這座房屋將供給法蘭崗
尼亞議會在南費城教會的會眾
在有需要的時間使用，並沒有
限期的。

了解更多消息，請參閱 www.franconiaconference.org

繼續在第2頁

这是萊蒂施雅.歌特斯和法蘭
杜.内约拿牧師夫婦和他們的
女兒費蘭達(Fernanda)和丹妮亚
挪(Daniella)在他們的新屋外拍
摄的照片。

圖片提供：亨迪.史蒂芬(Hendy Stevan)
牧师。



《伯特利之家》的第一批住客是萊蒂施雅.歌特斯(Leticia Cortes)和法
蘭杜.內約拿(Fernando Loyola)牧師夫婦。他們是在費城讚美中心(Centro de 
Alabanza de Filadelfi a)牧會的， 亦在11年內不斷地為家人尋找一個安穩的居
所。因為《伯特利之家》離他們的教會會址很近，所以牧師夫婦預料住在
那裡將為他們對配合社區外展有著有利的條件。 他們會更多機會接觸到
他們的鄰居。費城讚美中心的會眾對他們的遷入感到非常興奮，並且已經
忙於為他們的新屋進行修理和油漆的工作。

       議會發言人約翰.高素(John Goshow)牧師解釋說，購買此房產不僅顯示
了議會對南費城教會的支持，而且還為議會的其他成員提供了與南費城區
教會會眾合作拓展神國度的機會，亦即是：「全體法蘭崗尼亞議會成員共
同努力將人們引向基督。」

議會主席史提夫.杰克斯(Steve Kriss)牧師說：「《伯特利之家》延續了
法蘭崗尼亞議會對議會內牧師們的互
相照顧的傳統。這將會確保這個在我
們議會內一個增長快速的教會有一個
健全的領導團隊。」這座房子的命名
是跟據約翰福音12：1-8內提到主耶穌
去休息，關懷和建立友誼的那個村莊
的名字，就如杰克斯牧師所說：「一
個滿有恩典的好客地方。」

— 艾米莉.拉爾夫.施芬 
(Emily Ralph Servant)

通訊部臨時主任

捐款可以在網上或通過支票進
行， 並在備忘錄部分寫上
《Bethany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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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雅憫.華達(Ben 
Walter)的故事

       便雅憫是在位於賓夕凡尼亞
(PA)州，艾倫塘(Allentown)市裡
的惠寶(Ripple)教會內四位牧師的
其中一位。他負責帶領主日崇拜
整個聚會、組織團契小組事宜、
協助兒童部事工、教會廚房管理
及清潔事務和附屬惠寶教會的社
區花園的管理和園藝。
       欲想知道更多關於便雅憫牧
師和其他在法蘭崗尼亞議會內的
全體牧師和領袖的資料，請參閱
我們的網址：
franconiaconference.org/call

主編分享

       在領導我們的議會兩年後，
我意識到議會會眾有「持續性
的變化」。 幾個世紀以來，
我們的議會是「穩定地存在」
， 我們許多會眾的姓氏保持不
變。議會內的教會領導都是來
自會眾內的大家族。 根植於賓
夕凡尼亞州 – 這個最有可能是
擁有最多一代代終身性居民居
住的州 ，別人都知道我們的議
會是提倡「穩定、長壽和根深
蒂固」的原則的。

       去年，我們為一顆自美國
獨立於歐洲統治以來一直存在
的數百年歷史的樹舉行慶祝儀
式。 同時，我們也會為這顆巨
大橡樹蔭下原居民因失去了這
樹而一同哀悼。我們會效法麥
法頓 (Methacton) 堂會眾慶祝他
們過往有的美麗日子一樣的慶
祝， 也會為未來可能發生的轉
變歸榮耀於神。在此，就讓我
們想像一下， 教會的新一代在
種植屬於自己的樹木為他們后
代帶來蔭庇。

       我們現在生活在人類大遷移
的時代，人們冒險跨越文化，
海洋和國界，主要是進駐城
市。 我們議會繼續被這些變動
改造又再重組，但同時仍然保
留著那根深蒂固的傳統。 真理
的聖靈繼續引導我們去把神的
愛，把我們的資源，甚至把我
們作為基督和平之子的身份宣
揚開去。 在神的恩典下，願這
個「作工和盼望」的傳統遺產
即使在巨大的變化中，仍能繼
續保持著。

— 議會主席史提
夫.杰克斯牧師



在南費城慶祝跨國籍和
世代的聚會
       我們靜靜地步行穿過費城南部的
街道。

       來自三藩市的約書亞(Joshua)和
安妮坦(Anita) 蘇(So)牧師夫婦專注地
在沒有手機的響聲，也沒有一點對話
的聲音下為費城南部的市民和這城市
祈禱。我們通過禱告建立了彼此的關
係。就此對我來說是好像夢想成真
一樣。

       在2018年11月1日有一個名為「
跨國籍和世代更新」聚會在費城的跨
國籍敬拜中心舉行。  這是一個從下
午到傍晚的聚會，包括有： 祈禱，
敬拜，教會異象分享和各教會聯系。
這是有史以來，法蘭崗尼亞議會中的
有色人種第一次能走在一起互相分享
聖靈對他們所說的話。

       當不同種族的人用自己的語言在地上唱著同一首歌時，這就像身處在天堂一樣的感覺。我們一起玩，亦在笑聲
中嘗試彼此繪畫對方的樣貌。我們坐在一起品嘗印尼和墨西哥食物。來參加聚會當中的人，有的是抱着試試的態
度，亦有些是帶著有點保留的態度而來的；但這些人全都被
鼓勵開放自己去結識新朋友，還發現這聚會正是分享自己過
往的經歷和未來的展望的一個安全地方。

— 教牧團長柯度.斯亞顏牧師(Aldo Siahaan)與跨文化培訓
教練桑泰勒.達文.摩爾先生

議會內各成員在神賜的平安下連結一起
       東區議會(Eastern District)和法蘭崗尼
亞議會又再在「秋季聯合大會」聚首一
堂。這次大會於2018年11月2日到11月3
日在門諾會修德頓堂 (Souderton Menno-
nite Church) 舉行。並以「我們在聖靈賜
的平安下，合而為一」為大會主題。這
次聚會約有三百多人參加。這次亦是兩
議會歷史性友好地在一起為和解敬拜。

       是次聚會是為了預準在2020年兩個
議會可和解合併作的第二階段進程的其
中一部份。和解行動包括象徵式在言語
上道歉和原諒。這樣做希望兩個議會最
終能「互相尊重」。

       星期六聚會的形式是注重小組「深
入探討」的對話，並由結構部團隊成員
主領。這些團隊成員收到廣泛的回應，
並會把所有回應整合作為2019年5月4日
召開的「春季聯合大會」和解聚會内容
的提議案。

       聯會結束前的一個節目是留給兩個議會的成員分別有處理各自的事務時間。這個環節包括認可與我們拓展神
事工的新和重新合併的夥伴。重新合併的夥伴是墨西哥福音派/重洗派/門諾派教會顧問公司，而位於賓夕凡尼亞
州內麥堅尼斯堡(Mechanicsburg)市的門諾會板岩山堂 (Slate Hill Mennonite Church)就是新的夥伴。我們更歡迎三藩市
基督教門諾會救恩堂 (San Francisco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在經過一年的與議會聯系和探索成為我們議會會員的
詳細資料後，終於决定加入我們成為新會員。

大會詳情請參閱
franconiaconference.org/intersections

三藩市基督教門諾會救恩堂的約書亞牧師在接受歡迎成為會員後、向各代
表致意。 圖片提供：安得烈.洽夫(Andrew Huth) 先生。

亨迪.史蒂芬牧師(印尼人之光教會牧師) 和桑泰勒.達文.摩爾 (Chantelle Todman 
Moore) 先生(議會跨文化培訓導師) 主持跨國籍和世代更新聚會開幕演講。圖片
提供： 瑪麗莎.施麥嘉(Marissa Smucker)小姐 。



請訂閱議會電子郵件通訊版，以便獲得議會每
兩周發行一次的最新消息

franconiaconference.org/intersectings

議會最新財務消息
2018年12月                           

11個月(2018-2019年度，未經專業審計)
運作預算       實際               預算      去年
收入
議會各堂會的捐助 $276,526      $281,873  $270,908
物業收入  $366,663      $366,663  $338,250
所有其他收入  $  72,479      $125,764  $  62,15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收入 (+)  $715,668      $774,300  $671,317
支出
各類事工和外展項目 $530,671      $602,150  $474,504
各類議會支援的服務 $204,556      $225,609  $210,99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支出 (-)  $735,227      $827,759  $685,49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超支                $ (19,559)    $ (53,459)  $ (14,179)

土華曼臣堂 (Towamencin)和费城
讚美中心一起為他們的會友在支
溪 (Branch Creek)這地方進行洗禮
儀式。圖片提供： 艾寶.嘉瑪(April 
Clemmer)師母 。

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莫裡
斯縣(Morris County)裡的園林堂
(Garden Chapel)會衆開放他們的
會址，讓執法部門、各界領袖和
社區居民為鴉片類藥物合法化和
其會上癮的嚴重性影響的特別論
壇。圖片提供： 瑪珍尼.拉狄臣
(Marjorie Lydiksen)小姐。

來自寶明格倫 (Blooming Glen) 堂的米高.福特牧師 (Mike 
Ford)，來自平原(Plains)堂的約翰.史都司忽斯(John Stoltzfus)
牧師和曾參與沙福(Salford)堂事工的便雅憫.偉德文(Ben 
Wideman)牧師；他們三個人為提倡「環境保護合法化」而
騎單車從賓夕凡尼亞州的費城到華盛頓特區(華府)。

修德顿(Souderton)堂的力高拉斯(Nicolas)和约
拿丹(Jonathan)莫拉尼(Morales)兄弟倆用了「麥
法顿的橡木」造了一個鼓。他們兩兄弟所屬
的阿斯特加舞蹈團(La Danza Azteca)為剛撒下
種子的那片地祝福。那些種子是從那顆老橡
樹得來的。圖片提供：珍狄.爵沙.利文(Sandy 
Drescher-Lehman)牧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