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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一個新的戰略幫助一個新的戰略幫助一個新的戰略幫助一個新的戰略幫助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電子版州電子版州電子版州電子版州聯會聯會聯會聯會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因加州南浸聯會「健全教會部」

的事工繁重，故在  年推出

新的戰略幫助教會的健康成長。 
 

「提升」有三方面的進程，目的

是幫助教會提高他們的出席率、

財務和洗禮。該方法包括：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峰會峰會峰會峰會：：：：整天的會 

議提供培訓和資源給 

教會領袖，來幫助教 

會對神國有更進一步 

和相關概念的認識。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每月有跟進聚會給一

群經甄選的牧師和教會領袖致力

學習和增強領導能力。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臨場輔導後得出一份 

詳細評估報告說明下一步提升教

會的機會。 
 

 年的六個峰會有來自  間

教會的  位教會領袖參加。八

個牧師小組來自  間教會。

「每個牧師和教會領袖若有興趣 

去擴大他們的機會及減少他們的

障礙的話，都應參加這個提升峰

會。」健全教會部組長蘭迪麥克

特強調。「每一個峰會都特別設
計激發領袖去提升健全教會的實
效。每個峰會的重
點是策略內容，制
定一個慷慨奉獻的
文化，用  世紀
的方法為基督接觸
更多人。
我們已經聽到很多
牧師說，峰會和牧師小組幫助他

們解決教會的關鍵問題。我們已

經決定在  年舉辦  個峰會
，分別在特洛、雷丁、東灣、高

沙漠、聖法蘭多谷和聖何西。」


因你在「同心協力行動」和加州

宣教奉獻的參與使「提升」成為

可行。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聯絡

健全教會部的  或

致電 。

加州南浸聯會現提供一種經濟方

法讓教會教導會員有關加州和世

界各地的南浸聯會新聞及活動。

電子版在日益數字化的世界是一

種自然的發展，為教會和個人提

供了一個方便又經濟的選擇。 
 

「新版本的內容與印刷版相同，

但資源擴大了，例如：電子郵件 

、文章或廣告網址，可轉換成帶

讀者直接引用的網站鏈線。」主

編特里巴羅解釋說，數字化資源

還包括視頻和音頻檔案可直接指

引讀者到有用的資源。 
 

少於  人的教會，每年只需 

$ 元就可讓教會成員使用電子

版新聞和資源。認購電子版的費

用是遞增制，大教會每年只要支

付$ 就可分發給所有會員。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訂閱，請閱覽
 或致電

。 

加州南浸聯會加州南浸聯會加州南浸聯會加州南浸聯會領領領領導導導導南浸南浸南浸南浸總總總總會會會會植堂和植堂和植堂和植堂和聯盟聯盟聯盟聯盟    
    

根據北美宣教部的報告， 年

加州南浸聯會佔美南浸信會植堂

和聯盟率以上。


北美宣教部報告  年有
新會友加入南浸總會。同期加州

浸聯會報告有  間新教會和聯

盟佔總數的 ％。一位北美宣

教部發言人指出加州南浸聯會有
最高的植堂和聯盟數字。


 間新教會包括  種語言、
個英裔和  個非洲裔。截致九

月，加州新教堂總計有  間，

 間籌備中。植堂是南浸總會的

主力和最高資助事工。


本會執行董事費明惠特克說，

「植堂一直是我們加州南浸聯會

的優先事項。今年是加州南浸聯

會的  週年，如果我們不委身

去開拓和吸納新教會，我們不會

有超過  間教會。」


加州南浸聯會植堂部負責人安東

尼亞哈說，在加州植堂的成功是

由於植堂專員、宣道主任和牧師

能招募優質的植堂者。他補充

說，也有其他州和北美宣教部舉

薦的植堂者，加州植堂專員有詳

細面試這些準植堂者。
在  年，
兩位新植堂專 

                 員加入加州南
浸聯會行列占
美戴維森和大
占美戴維森衛懷德。


戴維森努力在
橙縣開始新教
會，而懷德將
在高沙漠和聖
法蘭多谷開始。


欲了解詳情，
請聯絡加州植      大衛懷德 

堂部 
或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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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州南浸聯會事工重點年加州南浸聯會事工重點年加州南浸聯會事工重點年加州南浸聯會事工重點
個遺產計劃經「策略捐贈」為州聯
會籌得 萬元奉獻。自 年以
來，「策略捐贈」已為美南浸信會籌

得 萬元。


年 月「點燃」學生宣教大會
的主題是「它很重要」，吸引了 間
教會的位學生參加，當中有 
人信主和超過 人重新決志。


年的「目標佈道大會」在四個地
方舉行吸引了 人參加，主題是
「一個晚上，一個原因」，與會者被
鼓勵去接觸 萬沒認識基督的加州
人。


營會在北加州舉行，吸引了
名營友來享受山地活動和使命為
主題的節目。共有 個年輕人做出改
變生命的決定，其中包括 人信主。


兩堂音樂工作坊今年年初舉行，間
教會派遣 多名成員和領袖參加。
多個工作坊提供專業技能的培訓。

婦女來自全國各地參加了兩次宣教會

議。該活動是一個多元文化事工以四

種語言提供靈感、技術研討和培訓，

與會者還參加宣教項目。去年 個會
議均為加州婦女部提供，包括：人類

開拓的注重、宣教的青年和領導。


小型教會會議在尤巴城舉行，吸引了

間教會的 位教會領袖參加。講
員說出小型教會的獨特需求，和提供

研討會。


過去一年，「教會財務指南」派發超

過 份英文版和 份西班牙版。
這本書幫助教會了解金融業務，程序

和準則。加州南浸聯會提供了四次機

會給 位師母接受特別鼓勵。


兩個西班牙事工與亞里安沙合作，另
一個與內陸美南浸信協會有合作夥伴

關係。


珍妮斯公園過去一年服務了 位
營友，有 人信主。而兩次西班牙
婦女退修會有 多人參加。成人
增加了 營友，位兒童。珍
妮斯公園統計有 名志願者，


由使命門徒訓練組主辦的兩次宣教大

會，吸引 人參加。他們提供的宣
教運動，展覽和數十個工作坊，協助

個人和教會準備用宣教和福音外展來
超越教會的牆壁。


參與宣教的教會和同工報告過去一年

的優異成績：名義工；間
教會參與送贈 份食物；餵飽
人；分發份經文和
人作救恩的決定。這份統計是
因著飢餓事工、州工作人員的努力、

夏天傳教士事工和餵養「回餽餵養

者」。

通過「回餽餵養者」餵養外來農民，

在 個地方進行，有 間教堂動
員 多名義工分派 件新衣
服，個背包給小孩。這事工使
民工及其家屬信主。


「加州賑災部」派遣賑災志願者到三

個嚴重災區：尼泊爾、土耳其和加州
。總共有 名志願者進行了 
天的救災。個工作是由志願者完
成，送贈了 份食物。


今年夏天「新美國合唱團」在香港、

中國和泰國有音樂會。由 名成員
組成，在多個地點向 人献唱
，並有 人決志信主。


加州南浸聯會年度報告列出过去一年加州南浸聯會及各

教會完成的事工。這些事工能進行是因為你支持「同心

協力行動」和加州宣教奉献。謝謝大家！
若要了解我們的事工，請參閱網址：






調查數據調查數據調查數據調查數據


教會：
間間間間英裔

間間間間非州裔
間間間間華裔

間間間間菲律賓裔
間間間間西班牙裔

間間間間韓裔
間間間間多文化族裔
間間間間其他族裔



「同心協力行動」
參予教會：間間間間



年受浸人數：
人人人人

州聯會中排第 位位位位


「同心協力」奉
獻：元元元元



加州宣道奉獻：
元元元元



普世宣教在「同心
協力」中佔：：：：



加州南浸聯會同工及
宣教士：人人人人
事工同工––––
宣教士––––
珍妮斯公園––––



浸信會聯會：組組組組


附屬機構：間間間間包括
加州南浸聯會
加州浸會基金
加州浸會大學



加州南浸教會用 種
語言向 個族裔傳福音



萬萬萬萬加州人口中，有
萬萬萬萬人需要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