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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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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家庭

聖經上記載，耶穌對門徒多馬
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翰福音 20:29 ） 神的話是何等信
實，不單信者蒙福，連他們的後
代家庭也都必蒙福。

我們夫妻倆因信耶穌，過去幾十
年經歷了 神的信實， 神賜給我

們的恩典是數不盡、說不完。祂
赦免我們的罪，供應我們生活所
需，使我們沒有缺乏；祂醫治
我們的疾病，救我們脫離死亡等
等，我們蒙福自不在話下。

現在我來談談我們的兒子，他十
二歲就離開新加坡到美國求學，
現年已四十六歲，是個專業人

芒果海鮮沙拉

材料：

1. 大芒果 2 個（馬來西亞芒果 3
個）

2. 大蝦 1 磅（約 22-24 只，已去
殼、去頭、去腸）

3. 大干貝 / Sea Scallops 12-14個

4. 小八爪魚 1 磅（約12-14只，可
用新鮮的八爪魚）

5. 蟹肉棒 12 盎司（可用真蟹肉）

6. 沙拉醬汁：黃檸檬 1 個（榨汁）
、檸檬皮屑 1 茶匙、魚露（用三
蟹牌） 3 湯匙、糖 3 湯匙，拌
勻，用時加 1 茶匙橄欖油。

7. 薑 2 片

8. 蔥花少許

9. 草莓適量（裝飾用）

10. 鹽、白胡椒少許

製作方法：

1. 干貝洗淨，一切為二，橫面切
開成兩個圓形。蝦洗淨備用。
小八爪魚的墨囊、內臟清理乾
淨，瀝乾水份。蟹肉棒輕輕洗
淨切段。

2. 芒果必須是熟透鮮甜，去皮切
成一吋方丁。

3. 用一中鍋，注入水至三分之二
滿 ， 加 兩 片 薑 、 半 茶 匙 鹽 燒
開，加入少許白胡椒粉，放入
已洗淨的蝦，待蝦變色、轉曲
及水再微微燒開，將蝦快速取
出。

4. 水再度燒開，放入干貝燒開，
取出干貝。放入蟹肉棒，輕輕
川燙取出。將蝦、干貝、蟹肉
棒放冰箱備用。

5. 將水再度燒開，放入八爪魚，
隨即轉為小火，從八爪魚放入
水中開始計算，兩分鐘後立即
取出，用水沖洗至室溫，將八
爪魚切開，一隻切為四份，放
入冰箱備用。

6. 開 飯 前 約 半 小 時 ， 將 芒 果 、
蝦 、 干 貝 、 八 爪 魚 、 蟹 肉 棒
放在一大玻璃盆中，倒入沙拉
醬汁，輕輕攪拌均勻，灑上蔥
花，加入草莓做裝飾，便可享
用。

溫馨小提醒：

1. 用新鮮的蝦及干貝，是這道菜
成功的主因。

2. 如芒果不是當季，可改用水晶
梨、甜蘋果或其他水果。

3. 如喜歡可酌量加入少許九層塔
末（Basil）在沙拉醬汁中。

蒙恩者

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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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日常英語會話班：8月5日至9月16日每週六下午1時至3時
幫助移美華人用英語購物、問路、點餐和看病等等。講義費用
全期每人10元。名額有限，報名請電408-331-2344。



士。當時只是個年僅十幾歲的少
年，沒有父母在身邊，孤身一人
在異鄉生活，怎能不叫我們牽掛
呢？但又奈何呢？相隔千哩，擔
心也無濟於事，唯有將他交託給
耶穌，求 神保守他的心懷意念，
因他從小就愛耶穌，故我們深信 
神必看顧。

感謝天父，祂垂聽我們的禱告，
保守了我們的兒子。轉眼幾十年
過去了，他的學業完成了， 神也
為他預備一份很好的工作，又成
了家，現為三個兒子的父親。重
要的是，他至今仍愛耶穌，而且
非常孝順父母。

有句話說：「好兒不如好媳婦。
」這是何等真實！感謝 神，我兒
子娶了一位非常愛耶穌的女孩，
從小就在美國長大，賢慧活潑、
樂於助人，心地非常善良，更是
一位孝女。可貴的是，她也非常
孝順公婆，對我們體貼服侍得無
微不至，沒有怨言，不發脾氣，

總是笑嘻嘻地，充滿喜樂。

這次我們到美國來探望他們，不
知何故，夫妻兩個人都腳痛，無
法行走，上下樓非常不方便。可
是也因為房間在二樓，因此讓我
倆享盡兒孫之福。他們一家大小
對我倆細心地照顧，小孫子三兩
天就來為爺爺禱告慰問，媳婦一
日三餐從不間斷，又是水果又
是茶水，一天好幾次往樓上跑，
真不簡單，使我們感到非常幸
福，夫復何求？這一切全是因為
耶穌，我們真的是一個蒙福的家
庭。

主耶穌不只賜給我們今生的福
樂，祂更賜給我們永生，使我們
能永遠與祂同在。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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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要訣 風響

一日耶穌來到一個偏遠的地方，
烈日當正，走過一口井，就坐下
來休息。不久，有位婦人來打
水。耶穌說：「請你打點水給我
喝。」婦人說：「平常我們兩族
間都不相往來，你怎麼跟我討水
喝呢？」耶穌說：「你若知道我
是誰，我必定把活水給你。」婦
人說：「奇怪了，剛剛還跟我討
水喝，現在怎麼說你有活水呢？
這井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你是
誰啊，說這樣的大話？」耶穌
說：「人若喝我的水，就永遠不
渴。因為我賜的水會在他裡頭成
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約翰福音第四章的這段記載，啟
示給我們三個突破人生難題的要
訣。

首先，要有面對問題的勇氣。往
往我們長期被一些事情困擾，到
後來只好放棄，甚至麻痺。就
像那位婦人，她多年亂搞男女關
係，聲名狼籍，所以只好等到中
午，炎熱無人的時候才出來打
水。起先耶穌揭出她的隱情時，
她還顧左右而言他，不敢面對現
實。等到耶穌一針見血地說：「
現在與你同住的第六個男人，還
不是你的丈夫。」她就知道這個
陌生人來路不尋常，更進而認
出，莫非他就是以色列人等待已

久的彌賽亞。

這也就帶出來第二個要訣：相信
耶穌有一切的答案。一旦我們接
受祂做為我們生命的主宰，第
一個改變的就是我們的眼光。以
前一切都是灰色，如今處處看到
轉機。除此之外，祂還賜給我們
能力，幫助我們抓住機會，戰勝
以往不敵的困難。當婦人認出耶
穌是基督之後，她連水桶都不要
了，轉身就往城裡跑。也不顧面
子了，大聲嚷著說：「快去看
喔！井邊有個奇人，雖然我們從
不相識，他卻把我的底細都抖出
來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嗎？」好
多人聽了就跑去看耶穌，後來相
信的人也不少。

這也就是突破的第三個要訣：流
露生命。你有沒有覺得基督徒好
像都很透明，樂意把常人不願
外洩的困難經歷與人分享。其實
這一點也不稀奇，因為耶穌賜給
我們的不是瓶裝死水，喝完就沒
了，乃是有生命的活水，從我們
裡面湧出來的。即使遇到困難，
我們還是能從中得福，所以我們
才會樂意與人分享，希望別人也
能得到祝福。

朋友，你乾渴嗎？來吧，耶穌已
經為你預備活水的泉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