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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在曠野之後
以色列人乃是在曠野經過耶和華神的苦煉、試驗，
經歷驚濤駭浪的歷程，至終得著神莫大的祝福。這次
帶大家一起體驗曠野帳篷的生活，或許體會一點苦煉
與試驗，盼能產生絕境逢生的深刻回憶，也在身上留
下神聖生命的刻畫，一同經歷人生第一次的蛻變！本
次小五六寒假特會「蛻變，在曠野之後」共 122 位孩
子和 35 位服事者，在靈旺山莊經歷三天兩夜的曠野
生活。不僅有新竹的孩子們共 33 位報名，更有高雄、
臺南、屏東、新加坡、深圳的孩子們參加。並且以出
埃及記十二章至二十章為背景，帶領孩子們在環境中
經歷耶和華的領率並編組成軍，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在第一天的開始，每位小朋友都要宣讀出埃及記八
章二十七節：「我們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裏去，
照著耶和華我們神所要吩咐我們的，獻祭給祂。」願
意在曠野向神守節、築壇獻祭將自己奉獻給主並預備
即將要來的特會。經過職責選任、呼求主名、清點小
隊裝備後，預備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我們就起行進
到曠野。到了靈旺山莊後，各隊四圍部署安營，搭起
一個一個的帳篷，使孩子們體驗環境上的不便，操練
有受苦的心志。
第二天的一大清早，各隊一同晨興親近主、以享受
神的話為一天的開始，並且體驗當時以色列人在曠野
是如何拾取嗎哪，使孩子們認識嗎哪的屬靈意義。藉
著小組的搜尋，得到嗎哪卡來換取午餐的食材，雖然
各隊的嗎哪卡數量不同，但出埃及記十六章十八節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
有缺；各人按著自己的食量收取。」有多收嗎哪卡的
小隊操練給予的美德，使每個小隊都享用午餐。到了
晚上的營火晚會，各個大隊預備展覽，使大家一同複
習出埃及記十二至二十章的要點：十二至十三章的逾
越節、法老最後的掙扎與以色列人過紅海、向耶和華
的讚美和在瑪拉及以琳的經歷、對嗎哪–屬天糧食–
的經歷、十七章的活水和戰敗亞瑪力人、十八章的國
度的豫表、被帶進神的同在和對神的認識中，以及看
見律法是神的見證，將神啟示給祂的百姓。在晚會結
束之後，規劃星光夜語的時間，孩子們彼此敞開、珍
賞同伴。這次特會與過往不同，在用餐上，孩子們需
自行搬桌椅和食物、飯後清洗碗具和收拾。在盥洗的
事上，每人只提供一桶熱水並洗戰鬥澡。使孩子們不
免抱怨，就如同以色列人在環境中的抱怨，但每位孩
子們願意操練順服。如同耶和華的軍隊有秩有序一

般。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如同以色列人的抱怨，但因著
他們願意操練的靈，深刻體會順服的重要，使他們經
歷了神的應許，必將我們領出曠野進入美地。
特會的最後一天，我們拔營起行回到新盛會所，並
下午榮耀展覽邀請家長參觀。最後有 20 位孩子們願
意答應主的呼召，受浸成為神的兒女！經過這次小五
六寒假特會之後，孩子們都有許多的改變，願意操練
從外面環境轉回靈裏，學習在身體裏過團體的生活，
並且期望明年還能夠再次參加。
（彭榮正）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陪同這群孩子們一同參加小五
六的寒假特會。我寶貝高雄的服事者們精心規劃，營
造了“以色列人在曠野搭帳棚的生活”，為要叫孩子
們有機會體驗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生活。
三天兩夜的生活中，有許多的不便，包括：睡在石
頭地上、每餐搬桌椅、飯後服事、排隊洗澡(每人一
桶溫水，弟兄 5 分鍾，姊妹 7 分鐘)，令我驚訝的是，
我極少聽到孩子們的抱怨聲。這樣的生活似乎沒有達
到受苦的心志，卻只是造成他們許多的“不方便”，
即使是“不方便”，他們仍是樂在其中。主題醒我，
不要小看他們裡面有適應一切的生命，他們是比我們
大人更易塑造和成全的。
孩子們的體力真是旺盛，記得第二天午休時間，從
幾個帳棚中傳來小弟兄們的吵鬧聲，不合適的言詞也
脫口而出，我真是無法忍受，試驗我這個人的內心是
如何？當我呼求主名，向主禱告時，一幅景象浮現出
來。摩西四十年陪同以色列人在曠野生活時，面對以
色列人許多消極的情形時，他都是背負他們，到神面
前去，告訴神。我因此蒙光照，不是像摩西那樣為他
們有禱告。另外主也讓我看見，這群孩子都是神所揀
選，被數點過，被編組成軍，是神的軍隊，神能把他
們做成祂的軍隊，我豈能比神更大？
當我看到孩子們寫的蒙恩見證，真的是超出了我在
特會中眼所看到的情景，為著他們對主的經歷，感謝
主。
（胡蘇禮冰）
這次小五六特會中，我操練了許多性格，去年特會
我們是住會所裡，很舒服；今年從我們吃飯的桌椅都
要自己搬，洗澡時要限時間，睡覺的帳篷也要自己
搭。真、準、緊和勤、大、細都操練到了。
這次特會中的主題是『蛻變，在曠野以後』。這三
天我真的蛻變了。以前很少操練的性格，這次特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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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不足地方很多。此次特會中，我當上了烈火
隊的隊長，我覺得烈火隊的組員都很為我們這隊著
想。我珍賞組員們，他們都會一起分工合作，把我們
這組的事情完成得很好。雖然這幾天我們發生了一點
小衝突，但是組員還是一樣都很團結，在神的愛裡彼
此的赦免和擔就。感謝主，我很蒙神的光照，不是我
能做什麼，乃是主的話語成為我的幫助，要作神的軍
隊乃是常常需要轉向祂並聯於祂。
（一大組 曾婕恩）
這次的小五六特會的主題是『蜕變，在曠野之後』，
我們進行了三天兩夜的露營訓練，體驗以色列人在曠
野時的生活。在這三天中，不論是搭帳棚、拆帳棚、
飯前、飯後的準備及整理，我們都要自己做，還要在
短時間內洗完澡；除此之外，還要操練清早起來晨興
親近主，讓我感到十分辛苦。雖然辛苦，但有屬靈同
伴的扶持和陪伴，讓我從辛苦中發現樂趣，而和同伴
一同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唱詩讚美主，也讓我十分
享受神的同在，喜樂滿溢。
在這三天中，我更加的經歷神，像在洗澡的時候，
總務阿姨限制我們只能洗七分鐘，但是我們要洗頭，
而且蓮蓬頭的水柱很小，還是冷水，我們原本覺得不
可能在時間內洗完，於是我呼求主名，沒想到真的可
以在短時間內洗完澡。最後，我願意將自己更新奉獻
給主，操練時時在靈中儆醒，蜕變成合乎主所用的器
皿。
（一大組 魏芷晴）
在這三天小五六特會我覺得最有趣的活動是『找嗎
哪』，雖然最後結果一張都沒有找到，但是在找的過
程中會感到有點興奮和緊張。以前在家裡都很少主動
親近主，經過這次特會後，開始每天唱詩歌、禱告，
這是我覺得自己有進步的地方。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特會，雖然有點辛苦，但每次
和大家一起唱詩歌就會感覺很喜樂，所以希望下次有
機會還能來參加。
（一大組 祝心柔）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小五六特會，覺得非常有趣，也
是我第一次扛著睡袋、拉著行李箱出遠門。剛抵達目
的地，我們放好自己的行李並架好帳篷，大家同心協
力互相幫忙，我們還有演戲，我演的是柱子 7。接下
來的活動我們一同合唱這次的主題詩歌，還唱了其他
詩歌和跳舞，但是到了要回去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捨
不得，我希望下次還能繼續參加。 （一大組 張維宸）

這次的特會住宿地點不是在會所，凡事必須自己
來。要自己搭帳篷才有睡的地方，每天早上要整理內
務，吃飯也要自己搬桌椅，飯後要收拾；晚上睡覺也
不舒服，沒有睡得很好，但是我們就像以色列人一
樣，乃是神的軍隊，不畏艱難，因為有主同在，滿了
主的恩典和供應，最快樂的是可以和同伴一起吃飯和
交通，一起配搭做事，一起享受詩歌。
這次特會結束，我覺得我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像是凡事順從，不賴皮，更用靈禱告，不斷操練成為
主合用的器皿。
（一大組 李奕安）
此次的特會主題是『蛻變，在曠野之後』，讓我們
經歷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情形。在這三天兩夜的露營
訓練中，我們的心情有苦也有甜。首先，辛苦的地方
是許多平時有人幫忙做的事，到了營區都要自己做，
洗澡的時間也有所限制；但我們是神的軍隊，信靠神
就不畏艱難。其次，快樂的地方是我們吃了許多神的
話語，並且能夠大家聚集在一起，大聲歌唱讚美主。
最後，我覺得很慚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次的訓
練中，我們烈火小隊的女生因為一些極小的原因而吵
的不可開交，幸好妮菁阿姨幫我們解決了事情。經上
記著我們要愛自己的弟兄姊妹，但我們卻沒做到，所
以我要向神認罪，並且悔改，操練不再犯。在這次的
訓練之後，我要更倚靠神，信靠神，還要切記愛弟兄
姊妹。
（一大組 高穎婕）
在這次的小五小六特會中，我們到了山區露營，體
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時的感受。過程中，很多事情都
要自己作，連吃飯的桌椅都要自己抬，很辛苦，不像
去年可以舒舒服服的住在新盛會所裡。
在這次的特會中，我覺得自己改變了很多。以前在
特會或是任何聚會中。我都不敢開口禱告和禱讀。但
在這次特會中我居然放膽的開口了，一開始我自己也
嚇到了，之後就習以為常了。不過，我還要操練更用
靈的大聲呼求，讚美主！
（一大組 劉康岑）
這次特會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煮火鍋，因為煮
火鍋不只有好吃的東西，還能與其他弟兄一同聊天、
唱詩。在第三天早晨，我們主日聚會時呼求主名，我
感覺非常摸著主。經過這次特會，我感覺非常的棒，
我願意明年再來參加。
（一大組 呂牧綸）
原本我不太想參加這次的特會，因為之前去過了。
可是回來時卻是很喜樂的回來，而且還很開心的在車
裡和媽媽一起唱詩歌，我最摸著的詩歌是：『你我主
一團』
、
『與主相約再啟航』和『蛻變，在曠野之後。』
這次特會中，我覺得最喜樂的是和弟兄們一起搭著帳
篷，邊聊天邊搭，感覺很棒！讓我很享受的是，每天
早上雲彩隊的弟兄都很認真的晨興、呼求主名。謝謝

這次的特會，我特別摸著幾件事，第一是唱詩歌：
我特別喜歡『與主相約在啟航』
，
『我們都是一家人』。
唱詩歌讓我覺得很喜樂，感覺主與我同在。第二是每
天的晨興，我們雲彩隊弟兄都很認真的呼求，服事者
也帶領我們一起晨興，美好的一天從主開始真的很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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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都濕了，但是我沒有抱怨，因為這次的特會是『蛻
變，在曠野之後。』說到出埃及記，要成為神的軍隊，
就要有受苦的心，才能成為神的軍隊。洗蛋弄濕袖
子，沒有抱怨，對我就是訓練。排隊洗澡，洗澡的用
水量都有限制，我也沒有抱怨。我希望回到新竹後，
作任何事都能操練不抱怨。
（二大組 胡靚宣）

服事的弟兄姐妹，謝謝世傑叔叔帶領我們雲彩隊，也
謝謝榮正叔叔帶我坐上高鐡，感謝主保守我平安到
家。希望以後我能夠更加獨立，順服主的帶領。如果
下次有機會，我想再參加青少年的特會。
（二大組 胡弈豪）
在這次特會中，我很喜歡幾首詩歌，就是『與主相
約再啟航』和『蛻變，在曠野之後』
。在這次的特會後，
我學到了不要賴床，呼求主名要用靈；另外，就是過
團體的生活要彼此配搭，不要斤斤計較，如搭帳棚，
吃飯前搬桌椅，飯後收拾餐具，事情才能順利完成。
我希望在特會中所受的成全，能一直持續下去，求主
記念我的心願。
（二大組 胡禧宣）
我覺得這次參加小五六特會很喜樂，雖然在途中有
發生爭執，但是後來回到家我有和媽媽一起認罪禱
告。我覺得這次最摸著的幾首詩歌是『蛻變，在曠野
之後』
、
『我們都是一家人』
、
『你、我、主一團』和『與
主相約再啟航』。這些詩歌讓我覺得很喜樂。這次小
五六特會，也讓我學習到團隊合作。感謝主，阿們。
（二大組 吳恩馨）

這次的特會我最摸著的事情，是我們這組在唱歌的
時候，都很用靈，裏面我最喜歡的詩歌是『蛻變，在
曠野之後』。雖然我們小姊妹有些吵架，但是我們還
是很享受主。希望我們能夠不要一直吵架，如果我們
能夠有更好的配搭，就能夠有好的聚會。如果還有一
次機會，我一定可以做的更好更完美。
（二大組 劉長平）
在這三天的特會中，我睡的地方雖然下面有很多小石
頭，但是我有忍耐沒有抱怨。以色列人在曠野時，每
天都只能吃嗎哪，但是他們有忍耐每天撿嗎哪的辛
苦。我在這次的特會中最摸著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忍
耐，所以我們要在凡事上都要學習以色列人的忍耐。
（三大組 宋儆恩）

這次的小五六特會在高雄。雖然在搭帳棚時，我們
有一些爭執，但是我還是很喜樂可以跟大家一起聚會
一起相調。這個活動讓我學習到團隊合作。裡面讓我
覺得最摸著的詩歌是『蛻變，在礦野之後。』我也把
我這三天兩夜的行程跟爸媽分享，並且跟主悔改認
罪。如果有下一次的機會，相信我會做得更好！
（二大組 黃子蓉）

這次的小五六特會主題是『蛻變，在曠野之後』，
讓我們用露營的方式，經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
在這三天兩夜的露營訓練中，平常沒在做的事情，都
要自己來。雖然有些抱怨，但我藉著倚靠神克服了許
多困難；同時，，在早上晨興時，也找到了自己的屬
靈同伴，能夠一起操練靈。最後，我要謝謝我們的隊
輔以及服事者，謝謝你們陪伴我們度過這喜樂的三
天。
（三大組 錢以恩）

在三天兩夜的特會中，我學到了忍耐。這次露營第
一個晚上，我睡在凹凸不平的石頭上，因此有些抱怨，
很想念家裡舒服的床。但是到了第二個晚上，我沒有
抱怨，忍耐睡在石頭上的不舒服，並且很快就睡了！
平時在家裡很多事情很方便，例如洗澡可以慢慢的
洗，但是在特會裡我們只有 7 分鐘可以洗澡，這對我
來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呀！超小的水柱以及冰冷
的水，使我感覺洗得更慢了。等我把自己擦乾，再穿
上因為掉在地板上弄溼的衣服，我裡面感謝讚美主，
因為我完成任務了！雖然身上穿著溼溼的衣服不太舒
服，但是我裡面很喜樂。這次的主題是『蛻變，在曠
野之後』
，我想我只有完成一半的蛻變。在特會期間，
我因為許多的抱怨而沒有常常操練靈，甚至還跟同伴
吵架，以及向媽媽發脾氣。求主赦免我！我盼望自己
明年能夠進步，再奉獻自己去參加特會。我也很希望
自己可以成為得勝者，成為主可用的器皿，與祂一同
爭戰！ 感謝讚美主！
（二大組 榮舒晨）

感謝媽媽幫我安排小五六的特會活動，行前幫我準
備及提醒各項事物。這是我第一次個人參加外宿的活
動，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畏懼，因而常不禮貌的回應，
活動結束返家時也因疲累，對著笑臉迎接我的媽媽抱
怨，太累了不想再參加了。洗過熱水澡後，經過和媽
媽分享並轉向主靜心禱告，終於明瞭這是活動的意
義—『蛻變-在這曠野之後』。平時父母幫我們做盡一
切，但在曠野中我們萬事都要自己來才知辛苦，陪伴
我們的隊輔和服事者更是辛苦。非常感謝茂全叔叔和
妮菁阿姨一路陪伴扶持，讓我有了剛強的心；感謝儆
恩的包容讓我找到屬靈的朋友，但讓我感到慚愧的是
常不自主的不順從和自作主張，這是團體活動不應該
有的，且因貪吃自願當美食長，才發現這職務是要清
洗食材，雖然有點懊惱，但也想到要有美味的一餐，
是要有相當的勞力付出，萬事不是憑空而來的。感謝
主！讓我們能夠有白白的恩典，豐富的享受每一天。
（三大組 金宥丞）

在這次的特會中，我有配搭洗蛋，洗蛋的時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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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的情形。在這裡有辛苦也有開心的事。辛苦的
事是平常爸爸媽媽都會幫我們做我們不想做的事，但
到了營隊中就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做，洗澡時也像在洗
戰鬥澡有時間限制；但我們藉著倚靠神克服了種種的
困難。快樂的事是，我找到了自己的屬靈同伴，並且
大聲讚美主；讀主的話語，享受主。
最後，在這次的特會中，我要謝謝我們的隊輔和服
事者；謝謝您們陪伴我們度過美好的三天。在這一次
的特會中我們也有一些小爭執，所以我要向神認罪並
悔改，操練不要因為一些小爭執而吵架。在這次的特
會中也讓我更進一步的認識主，同時也信靠神。
（三大組 賴宜萱）

的拯救；當帳篷搭起來時，我也要讚美。
（四大組 馬心亮）
這是我第一次去小五小六特會，在這三天兩夜裏，
我的感覺有好的有壞的。從早上 6 點半一聽到詩歌我
們就要馬上爬起來，不能賴床，並且有 30 分鐘的晨
興將主的話吃飽。我也已經很久沒有搭帳篷了，雖然
我沒有幫到什麼忙，但是再次能夠與同伴一同過夜，
真是有趣。我特別喜歡我們的主題詩歌—『蛻變，在
曠野之後』，這首歌讓我們像神的軍隊一樣，聽從主
的話，使我得到更多的祝福。
（五大組 張凱立）

『蛻變，在曠野之後』是這次特會的主題，一開始
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經過三天的特會後，我才明暸
其中的意思。這次特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野外露
營，鄉下露營真的不容易，比如說：睡覺在很硬的地
板，洗澡只能洗 7 分鐘，早上 6 點半就要起床了，這
對一個正在放寒假的我來說，作息可真是 360 度大改
變，過程中也更多認識主。
雖然榮耀展覽沒看完，但還是很感謝所有隊輔、總
隊長，以及跟我同隊的所有同伴，更感謝主耶穌給我
們這麼美好的三天兩夜小五小六之旅!（三大組 石滋薰）
在這次的小五六特會中，許多的事情都要自己去
做，而且連洗澡就像洗戰鬥澡一樣，有時間限制。但
是，因為有主的看顧，每一件事都順利的完成了，大
家也越來越團結。在這幾天，我們吃了許多神的話語，
過著屬靈的生活，也很寶貝每一天能夠大聲讚美主，
享受主。經過這一次的訓練，使我更信靠主，也能使
主成為我的倚靠，阿們。
（四大組 楊祺心）
這次小五六特會，有搭帳篷的活動，所以要整地。
因著我們整理地面沒有整理得很好，所以睡起來不太
舒服。還有，早上 6 點半就要起床，洗澡不能洗超過
10 分鐘，每餐都要自己搬桌椅。但是這些事情都可以
操練的。我學習到一件事，就是遇到麻煩時，不能抱
怨神， 反而要呼求主名和禱告。 因此我還要參加明
年的特會。
（四大組 蔡沛詠）
這次參加五六年級特會，我最摸著的經節是出埃及
記 15：2『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
了我的拯救。』以色列人在曠野受苦時沒有呼求耶和
華，只有抱怨，但在耶和華為他們打敗埃及人的時候
作了這歌。我不該像以色列人一樣，只在神為我們征
戰打敗仇敵時才向耶和華歌唱，反而應該在生活中、
在大事小事上呼求主的名：比方像這次去特會搭帳
篷，搭不起來時要呼求主名，使主成為我的力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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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特會有趣的地方是一定需要彼此幫忙才做的到
的事，而且還讓我更深入的了解團隊的重要性，而我
們這團隊也就是神的軍隊，而這次的特會讓我真正的
蛻變。
（五大組 劉申）
經過這三天兩夜的操練，我學到了要怎麼認真的從
心裡的深處去呼求主耶和華，並操練我的靈。特會中
讓我最寶貝的是和同伴們一起晨晚興，因為晨晚興時
很開心，又可以操練我的靈。我也很喜歡這次的主
題：『蛻變，在曠野之後。』雖然很開心，但我有時
會過敏，但只要操練我的靈、親近神，我就免疫。我
下次還要再去。
（七大組 董襄恆）
在這次的小五六特會中，我很喜樂，雖然洗餐具、
搬桌椅、搭帳篷都要自己來做，而且洗澡還有限制時
間，甚至常遇到一些小麻煩，但都不影響我。我覺得
最有趣的點就是拾取嗎哪，就是在靈旺山莊裡到處尋
找嗎哪卡，我們都玩得不亦樂乎！我最摸著一處經節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
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祂；是我父親的神，我要
尊崇祂。』
（出十五 2。）從前，祂拯救了以色列人，
現在，祂也揀選我成為祂的兒女，所以我一生都要讚
美祂、尊崇祂。
（七大組 呂佳書）
這次的小五六特會讓我收穫滿滿，我不僅認識了許
多弟兄姊妹，禱告時也變得很勇敢，甚至知道了擘餅
是如此的重要，以後我一定會時常向主認罪，並且慎
重地吃餅和杯！
現在不管做任何事，主都與我同在，我只要閉上眼
睛用靈向主呼求，我的煩惱都會通通消失，唱詩歌時
也變得特別喜樂，實在太神奇！
我會努力做個討主喜愛的小神人，還要成為主合用
的器皿！
（七大組 嚴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