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解有時

今天是兩個已分開了一百七十年
的門諾會議會歷史性的一天。

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日，法蘭
崗尼亞議會和東區議會眾代表齊
集在修德頓堂見証這個在一八四
七年時似乎無法實現的夢想。

早上的聯合崇拜過得很有意義，
我們一起紀念分別來自兩個議會
那些在過去一年內離世歸主已認
証的領袖及介紹和油膏那些剛認
證的領袖，再差他們為會眾油
膏。隨後，兩個議會都一起繼續
參加下午的聚會。

這個由結構和身份認證組織提交
的建議，經過三年的時間及議會
內有負擔的同工努力合作下；在
只有少數代表提出疑問和對提案
表示猶豫下，兩個議會作最後一
次分開，以便對再合而為一的決
定作最後的禱告辨別和投票。

兩個議會代表在投票後再聚在一
起，法蘭崗尼亞議會大會主持人
約翰 (John Goshow) 弟兄和東區
議會大會主持人錫安堂占士 (Jim 
Musselman)弟兄一起宣佈這歷
史性投票結果：兩個議會一致通
過【贊成和解】。

在十一月二日，議會大會統籌波姬 
(Brooke Martin) 姊妹負責收集所有
為和解議案投票的選票。

圖片提供：仙迪 (Cindy Angela)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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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的掌聲和肯定的歡呼聲在台下四處爆發，兩議會的領袖互相擁抱和
發出燦爛的微笑。更有熱情的一群代表以起勁和感恩的心一起高唱 [和散
那，讓耶穌的名字被高舉！] 和 [讚美從上而來的神！] 這兩首歌。

那天聚會以法蘭崗尼亞議會過去一百
多年大會結束的傳統形式結束。在這
一天法蘭崗尼亞議會和東區議會的代
表共同做出了一個承諾，就是從今以
後成為一個群體：

【我們重新確認我們這群體渴望繼續
見證基督的不抵抗和樸實的信仰，等
候那有福的盼望和全能神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的榮耀降臨！】

—蘇珊 (Sue Conrad Howes) 院
牧，West Swamp堂會友

主編分享
來自加州JKI Anugerah的議會教
會代表史提夫(Steve Zacharias) 
牧師告訴我，他感到榮幸能夠在
大會中為這次歷史性決定作出投
票。雖然他的教會只加入了法蘭
崗尼亞議會幾年的短時間，但他
感到能見證了與東區議會一致通
過的和解決議案是非常有價值
的。對我而言，那股無形的引力
和能見證到當我們邁向二零二零
年二月份和解後的新議會有著新
名字的感覺真令我沉醉在其中。

我們已投票決定成為一個新的議
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和幾年
裡，我們將有機會體驗和參與制
定整個和解過程。在美國門諾總
會中我們是獨一無二的群體，憑
籍神的恩典和聖靈的能力，我們
經歷了和解後合二為一。因為聖
靈的作工讓我們與時代背道而
馳，所以我們將有機會繼續努力
創新，去見證我們共同經歷過的
基督平安及把它延續開去。

— 史提夫 (Steve Kriss)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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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大會周六早上崇拜中獲得認可的新認證領袖為法蘭崗尼亞議會和
東區議會的代表油膏。欲想知道更多新領袖的個人故事，請登入議會網
址：franconiaconference.org/call。

介紹新領袖



歡迎新加入的與議會相關的宣
教事工組織

在這次議會大會中，我們歡迎四個新加入
的與議會相關的宣教事工組織。

【植根計劃 - Taproot Gap Year】是費城讚
美中心為年輕人提供的一個機會，讓他們
在印尼過寄宿生活， 學習新語言，上課，
實習，探索新環境以及學習有助於發展他
們信仰和確認他們身份的途徑。

【宣告和平傳國際事工 - Peace 
Proclam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是Plains堂對海外的外展事工。在印度當地
為牧師，牧師太太和年青人提供培圳；並
為當地教會事工提供支援服務，如通過眼
科診所和提供一些實用工具如：擴音器，
單車和車衣機等。

【洪都拉斯兒童保健計劃 - Healthy Niños Honduras】是MAMA計劃的延伸，通過住宅式的營養保健中心，驅
蟲計劃，改良濾水系統，醫療和建築物維修義工參與和預防性健康教育去幫助兒童及其家人戰勝營養不良和貧窮
的情況。

【惠保堂社區機構 – Ripple Community Inc.,】Ripple堂會眾創立的惠保堂社區機構，通過Allentown市唯一向
公眾開放的日間中心，亦是Allentown市的第一個永久性由社區支持而住客負擔得起的房屋計劃，以目前為止已
有一百五十個住Allentown市的居民受惠了。

—Nueva Vida Norristown New Life堂的沙
雲( Sharon K. Williams) 姊妹

歡迎新加入的教會

以便以謝 (Ebenezer Mennonite Church) 堂
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成立，是賓夕凡尼亞州蘭斯
度市內恩典 (Grace Mennonite Church) 堂的
西班牙語事工的一部分。教會剛開始的時候 ，
是一群從波多黎各來的人在附近社區從事暑期
務農計劃工作的。

在二零零五年， 這間教會離開恩典堂獨立並
改名為以便以謝門諾教會。在二零零九年十一
月，這間教會搬到不遠的修德頓市錫安堂會址
繼續聚會。

就如這教會的一位領袖凱迪 (Hilda Vinces) 姊
妹說 : 「在不同的試煉中，我們感到神與我們
同在，彰顯衪的大能和主權。神在我們當中醫
治有疾病的會友；當有會友離世歸主時，聖靈
會給我們力量和安慰。

史提夫 (Steve Kriss) 總幹事有以下的分享：在Bucks和Montgomery縣內，也是我們議會許多代代相傳的教會會
眾周圍，有拉丁裔社群的人數日漸增長趨勢。我們希望與以便以謝堂的弟兄姊妹一同努力把我們這個充滿活力的
信洗派信仰和群體廣傳開去。

—Salford堂會友珍妮花 (Jenifer Svetlik) 姊妹

在議會大會的會務時間裡，我們歡迎以便以謝堂的加入成為我
們一分子。圖片提供：仙迪 (Cindy Angela) 姊妹。

董事會成員，Nations Worship Center教會的班尼 (Beny 
Krisbianto) 牧師為所有新加入的與法蘭崗尼亞議會相關的宣教
事工組織的領袖禱告。  圖片提供：仙迪 (Cindy Angela) 姊妹。

欲想了解更多關於法蘭崗尼亞和東區議會新加
入的教會詳細資料，請登入議會網址：
franconiaconference.org/profiles。



在各代表手拉手下 (下圖)，來自Alabanza堂的拉蒂
(Letty Cortes) 牧師領禱；而來自Wellspring堂的瑪他 ( 
Marta Castillo) 牧師作即時傳譯 (上圖)。圖片提供：仙
迪 (Cindy Angela) 姊妹和哈維亞 (Javier Marquez) 弟
兄。

為和解議案投票後，東區和法蘭崗尼亞議會的代表
聚集在一起，互相服侍領聖餐。  圖片提供：仙迪 
(Cindy Angela) 姊妹。

除了為青年領袖舉辦研討會之外，來自(Hesston 
College) 大學的米秀 (Michele Hershberger)  牧師主
講週五晚上崇拜， 題目是  [信仰的英雄和耶穌需要我
們 ]。欲想聽米秀牧師的完整講道，請登入議會網站收
聽。圖片提供：仙迪 (Cindy Angela) 姊妹。

今年的議會大會中各代表有機會品嚐印尼油條，墨西
哥粟米皮肉卷，三明治，雪糕等食物。圖片提供：仙
迪 (Cindy Angela) 姊妹。

為和解議案投票後，東區和法蘭崗尼亞議會的代表

議會最新財務消息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個月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未經專業審核)
運作預算       實際               預算      去年
收入
議會各堂會的捐助 $206,613      $200,540   $225,769
物業收入  $333,330      $333,330  $333,330
所有其他收入  $  62,015      $  98,570    $  64,66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收入 (+)  $601,958      $632,440  $623,763
支出
各類事工和外展項目 $525,667      $574,751  $493,281
各類議會支援的服務   $164,700      $169,498  $185,99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支出 (-)  $690,367      $744,249  $679,27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超支               $ (88,409)     $(111,809)  $ (55,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