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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區域共有 15 個國家，在其中 6

個國家（迦納 Ghana、奈及利亞 Nigeria、象
牙海岸 Côte d'Ivoire、獅子山共和國 Sierra
Leone、多哥 Togo 和貝寧 Benin）已經有金燈
台的建立，目前共有 52 處召會，將近二千七
百位聖徒。在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也有
聖徒追求這分職事。我們禱告，盼望主能恢復
在賴比瑞亞 (Liberia) 的金燈台。

西非成全训练（WAPT）
西非成全训练以往通常在迦纳举行，为著成全 18 岁
至 45 岁的圣徒。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现在这训练
在线上举行，年满 17 岁以上的圣徒均可参加。今年
的训练于 8 月 24 至 28 日举行，主题是《兴起和建
造》
，有来自 9 个国家共 247 位的圣徒有分此训练。
此次训练强调神在每个时代都有祂的行动；并且为
着祂的行动，祂需要具有时代价值的器皿（青年
人）
。愿主兴起许多的以斯拉和尼希米为着神经纶的
行动，在西非的每个国家和城市建立祂的见证。

西非的全时间训练学员
在衣索匹亚阿迪斯阿贝巴的全时间训练于 2021
年 8 月 16 号开始新一个学期的训练，来自西非的
11 位学员正准备前往阿迪斯阿贝巴参加训练。他
们来自西非 3 个不同的国家，有 3 位来自迦纳，6
位来自奈及利亚，还有两位来自贝宁。 11 位中有
4 位姊妹，7 位弟兄：其中有 3 位是第一期的学员。
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些学员无法前往阿迪斯阿贝
巴，这段期间政府只发放一个月的商务签证。
赞美主，仍为这 11 位学员开路，能一起聚集在迦纳阿克拉 (Accra) 接受训练。这些学员借着 Zoom
视像平台参加所有的课程，也能按照相似于阿迪斯阿贝巴的全时间训练时间表作息。实在感谢神的调
度，使这些学员能更多赢得基督。愿主保守在疫情之下的每位学员和服事者，加强并供应到学员的三
部分人里。为着身体的建造，愿每位学员都能在训练中得着最大的益处。求主为着非洲的全时间训练
得着更多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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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
召会数目：16
召会生活人数：650
主日聚会人数：450

今年奈及利亚众召会借着各样的线上聚会、训练及特
会，更加享受在身体里交通。以往因签证的限制，奈
及利亚的圣徒很难有分于一年七次的特会。但如今主
挪去了这样的阻碍，圣徒可以透过网路参加所有的特
会和训练。
目前共有 4 位来自奈及利亚的学员正接受全时间训
练，其中 3 位参加在衣索比亚阿迪斯阿贝巴的训练
(FTTAA)，1 位参加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训练 (FTTP)。
对于奈及利亚的青年人这是很大的激励。这 4 位学员
都已完成一年的训练，并预备继续参加第二年的训
练。
目前西非和东非的众召会有稳定的交通，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两个区域的负责弟兄们每两个月有一
次的聚集，进入长老训练的信息。赞美主预备这样的相调。

生命读经广播研讨会
因疫情影响，去年 (2020) 我们暂停举办生命读经广播研讨会。随着疫情的各种限制被解除，我们再
次恢复举办这些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21 日，我们举办了解封后第一次的研讨会，有 13 位受访者/
受邀者与 34 位圣徒参加。 2021 年 6 月 5 日的另一场研讨会，共有 27 位受访者/受邀者和 35 位圣徒
参加。信息内容关乎于《完成神定旨之路》
，众人都被开启、蒙光照，借着解开的话得着丰富和满足。
愿主继续祝福并加强在奈及利亚的广播工作，直到完全满足祂的心意。

贝宁
召会数目：1
召会生活人数：214
主日聚会人数：106

贝宁位于西非，东临多哥，西连奈及利亚。面积为 114,763
平方公里，约有 1100 万人口。
从 2021 年 1 月起，圣徒们恢复了实体聚集，包括对青
年人、姊妹、配搭弟兄的成全训练，各类相调和福音聚
会。青年成全、姊妹成全分别有两次。弟兄成全分别在
Bohicon 和 Abomey Calavi 举行。圣徒们也在 Somè 和
Zinkanmè 来在一起相调。
.
2021 年 7 月 17 日在 Cotonou 的福音聚会，因着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共有 44 位福音朋友参加。最近我们正进入利未记结晶读经第三册。愿主帮助我们
牧养那些借着圣经与职事书报发送所得的果子，也请为此代祷。我们祷告:借着我们的接触，可以在
Cotonou 和 Djougou 开始有聚会，并且主的见证能在 Abomey Calavi 被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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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召会数目：5
召会生活人数：136
主日聚会人数：102

多哥是一个位于西非的国家，面积为 56,600 平方
公里。尽管冠状病毒疫情仍持续，但在这个国家所
有警戒均已解除，圣徒们可以恢复实体主日聚会。
圣徒们在家聚会中一同祷告并彼此鼓励，当主日来
在一起时，他们能一同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每两个月多果的圣徒会聚集在其中一处的召会相
调。举例来说，2021 年 8 月 15 日 73 位圣徒聚集
在 Agbodan，一同享受主并见证基督身体的一。
在国际特会无法实体聚集的时候，圣徒们借着科技参加国际的聚集和特会，并且与其他在主恢复里的
圣徒一同享受主的同在。两位弟兄参加长老与负责弟兄的录影训练，两位圣徒也参加「约书亚记、士
师记、路得记」的半年度录影训练。迦纳和法国的圣徒也加强和鼓励多果的圣徒，分享职事书报、新
约圣经和晨兴圣言的丰富供应。
每周四圣徒们会前往多果的大专校园，发放免费的恢复本圣经和职事书报。我们为着主在多果的行动
感谢祂；一位圣徒到多果北边（一个名为 Bombouaka 的城市），竟成为主的管道，在那里恢复一些
人，便他们有分这国家北部的见证。多果的众召会都在为主心头的渴望祷告─为着主能够在多果得着
衪的见证人。

象牙海岸
召会数目：1
召会生活人数：165
主日聚会人数：14

自 2019 年 9 月在 Abidjan 举行的特会之后，象牙海
岸就设立了第一处主的桌子，每个主日弟兄们开始
在 Adjamé 社区聚集。受限于冠状病毒疫情，Abidjan
的圣徒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区主日聚会。每个月在
Adjamé 会有一次的集中主日。我们祷告盼望在不
久的将来，在 Abobo 社区能够成立第四个区。
从 2021 年 7 月开始，Abidjan 的负责弟兄，轮流操
练在主日向所有的弟兄姊妹供应职事的话。
从 2021 年 9 月开始了第二个聚会，就是在周中追求，圣徒们一同进入《建立有活力的生活》（这是
为着牧养法语学生所编辑的信息合集）。
除了 Abidjan 有金灯台之外，还有寻求者在许多不同的城市：Bouaké、Korhogo、Tingrela、Soubré
(Oupoyo)、Touba、Man、Bocanda、Adzopé、Oumé 和 Niakara (Arikokaha)。我们计划在 11 月
11-14 日，召聚 Abidjan 召会里的所有负责弟兄一起参加训练，进入在《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元素》第
一、二和三辑。请为主可以得着这些城市，并兴起祂的金灯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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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和东非的弟兄训练
西非和东非的弟兄能够一起有分于线上的训练，享
受弟兄们释放《长老训练》的信息。对于所有的负
责弟兄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接受成全和得着及时供
应的好机会。自 2020 年 12 月开办以来，每两个月
均举办一次，平均有 184 位弟兄能参加。每堂信息
后，西非和东非的弟兄也有机会在不同的小组中分
享和相调。
这样的弟兄训练拓大了很多弟兄的眼界，让他们看
到主需要的是正确的器皿，而不是单单为衪做些什
么。通过这个训练，我们祷告主能够成全圣徒，得着一个大麦圆饼，辊入仇敌营中，荣耀神并羞辱仇
敌。愿主得着我们成为一班被成全的神人，迎接衪的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