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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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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成全訓練（WAPT） 

  

 

 

 

西非成全訓練以往通常在迦納舉行，為著成全 18歲

至 45歲的聖徒。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現在這訓練

在線上舉行，年滿 17歲以上的聖徒均可參加。今年

的訓練於 8 月 24 至 28 日舉行，主題是《興起和建

造》，有來自 9個國家共 247位的聖徒有分此訓練。

此次訓練強調神在每個時代都有祂的行動；並且爲

著祂的行動，祂需要具有時代價值的器皿（青年

人）。願主興起許多的以斯拉和尼希米為著神經綸

的行動，在西非的每個國家和城市建立祂的見證。 

 

西非的全時間訓練學員 
 

在衣索匹亞阿迪斯阿貝巴的全時間訓練於 2021

年 8 月 16 號開始新一個學期的訓練，來自西非的

11 位學員正準備前往阿迪斯阿貝巴參加訓練。他

們來自西非 3 個不同的國家，有 3 位來自迦納，6

位來自奈及利亞，還有兩位來自貝寧。11 位中有

4 位姊妹，7 位弟兄：其中有 3 位是第一期的學員。 

 

由於疫情的關係，這些學員無法前往阿迪斯阿貝

巴，這段期間政府只發放一個月的商務簽證。 
 

讚美主，仍為這 11 位學員開路，能一起聚集在迦納阿克拉 (Accra) 接受訓練。這些學員藉著 Zoom

視像平台參加所有的課程，也能按照相似於阿迪斯阿貝巴的全時間訓練時間表作息。實在感謝神的調

度，使這些學員能更多贏得基督。願主保守在疫情之下的每位學員和服事者，加強並供應到學員的三

部分人裡。為著身體的建造，願每位學員都能在訓練中得著最大的益處。求主為著非洲的全時間訓練

得著更多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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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 
召會數目：16 

召會生活人數：650 

參加主日人數：450 
 

 

 

今年奈及利亞眾召會藉著各樣的線上聚會、訓練及特

會，更加享受在身體裡交通。以往因簽證的限制，奈

及利亞的聖徒很難有分於一年七次的特會。但如今主

挪去了這樣的阻礙，聖徒可以透過網路參加所有的特

會和訓練。  
 

目前共有 4 位來自奈及利亞的學員正接受全時間訓

練，其中 3 位參加在衣索比亞阿迪斯阿貝巴的訓練 

(FTTAA)， 1 位參加在南非比勒陀利亞的訓練 

(FTTP)。對於奈及利亞的青年人這是很大的激勵。

這 4 位學員都已完成一年的訓練，並預備繼續參加第

二年的訓練。  
 

 

 

目前西非和東非的眾召會有穩定的交通，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兩個區域的負責弟兄們每兩個月有一

次的聚集，進入長老訓練的信息。讚美主預備這樣的相調。 

 

生命讀經廣播研討會 
 

因疫情影響，去年 (2020) 我們暫停舉辦生命讀經廣播研討會。隨著疫情的各種限制被解除，我們再

次恢復舉辦這些研討會。2020 年 11 月 21 日，我們舉辦了解封後第一次的研討會，有 13 位受訪者/

受邀者與 34 位聖徒參加。2021 年 6 月 5 日的另一場研討會，共有 27 位受訪者/受邀者和 35 位聖徒

參加。信息內容關乎於《完成神定旨之路》，眾人都被開啟、蒙光照，藉著解開的話得著豐富和滿足。

願主繼續祝福並加強在奈及利亞的廣播工作，直到完全滿足祂的心意。 

 

 

貝寧 
召會數目：1 

召會生活人數：214 

參加主日人數：106 

 

 

貝寧位於西非，東臨多哥，西連奈及利亞。面積為

114,763 平方公里，約有 1100 萬人口。  
 

從 2021 年 1 月起，聖徒們恢復了實體聚集，包括對青

年人、姊妹、配搭弟兄的成全訓練，各類相調和福音聚

會。青年成全、姊妹成全分別有兩次。弟兄成全分别在

Bohicon 和 Abomey Calavi 舉行。聖徒們也在 Somè 和

Zinkanmè 來在一起相調。 

. 

2021 年 7 月 17 日在 Cotonou 的福音聚會，因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恩典，共有 44 位福音朋友參加。最近我們正進入利未記結晶讀經第三冊。願主幫助我們

牧養那些藉著聖經與職事書報發送所得的果子，也請為此代禱。我們禱告:藉著我們的接觸，可以在

Cotonou 和 Djougou 開始有聚會，並且主的見證能在 Abomey Calavi 被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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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召會數目：5 

召會生活人數：136 

參加主日人數：102 
 

 

多哥是一個位於西非的國家，面積為 56,600 平方

公里。儘管冠狀病毒疫情仍持續，但在這個國家所

有警戒均已解除，聖徒們可以恢復實體主日聚會。

聖徒們在家聚會中一同禱告並彼此鼓勵，當主日來

在一起時，他們能一同享受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

每兩個月多果的聖徒會聚集在其中一處的召會相

調。舉例來說，2021 年 8 月 15 日 73 位聖徒聚集

在 Agbodan，一同享受主並見證基督身體的一。 

 

 
 

在國際特會無法實體聚集的時候，聖徒們藉著科技參加國際的聚集和特會，並且與其他在主恢復裏的

聖徒一同享受主的同在。兩位弟兄參加長老與負責弟兄的錄影訓練，兩位聖徒也參加「約書亞記、士

師記、路得記」的半年度錄影訓練。迦納和法國的聖徒也加強和鼓勵多果的聖徒，分享職事書報、新

約聖經和晨興聖言的豐富供應。 
 

每週四聖徒們會前往多果的大專校園，發放免費的恢復本聖經和職事書報。我們為着主在多果的行動

感謝祂；一位聖徒到多果北邊（一個名為 Bombouaka 的城市），竟成為主的管道，在那裡恢復一些

人，便他們有分這國家北部的見證。多果的眾召會都在為主心頭的渴望禱告─為着主能夠在多果得著

衪的見證人。 

 

 

象牙海岸 
召會數目：1 

召會生活人數：165 

參加主日人數：14 
 

 

 

自 2019 年 9 月在 Abidjan 舉行的特會之後，象牙海

岸就設立了第一處主的桌子，每個主日弟兄們開始

在 Adjamé 社區聚集。受限於冠狀病毒疫情，Abidjan

的聖徒開始在三個不同的區主日聚會。每個月在

Adjamé 會有一次的集中主日。我們禱告盼望在不

久的將來，在 Abobo 社區能夠成立第四個區。 

 

從 2021 年 7 月開始，Abidjan 的負責弟兄，輪流操

練在主日向所有的弟兄姊妹供應職事的話。 
 

從 2021 年 9 月開始了第二個聚會，就是在週中追求，聖徒們一同進入《建立有活力的生活》（這是

為着牧養法語學生所編輯的信息合集）。 

 

除了 Abidjan 有金燈臺之外，還有尋求者在許多不同的城市：Bouaké、Korhogo、Tingrela、Soubré 

(Oupoyo)、Touba、Man、Bocanda、Adzopé、Oumé 和 Niakara (Arikokaha)。我們計劃在 11 月

11-14 日，召聚 Abidjan 召會裏的所有負責弟兄一起參加訓練，進入在《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元素》第

一、二和三輯。請為主可以得着這些城市，並興起祂的金燈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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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和東非的弟兄訓練 
 

西非和東非的弟兄能夠一起有分於線上的訓練，享

受弟兄們釋放《長老訓練》的信息。對於所有的負

責弟兄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接受成全和得著及時供

應的好機會。自 2020 年 12 月開辦以來，每兩個月

均舉辦一次，平均有 184 位弟兄能參加。每堂信息

後，西非和東非的弟兄也有機會在不同的小組中分

享和相調。 
 

這樣的弟兄訓練拓大了很多弟兄的眼界，讓他們看

到主需要的是正確的器皿，而不是單單為衪做些什  

麼。通過這個訓練，我們禱告主能夠成全聖徒，得著一個大麥圓餅，輥入仇敵營中，榮耀神並羞辱仇

敵。願主得著我們成為一班被成全的神人，迎接衪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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