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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低筋面粉  240g 

无盐奶油  150g 

糖粉      100g 

全蛋液    30g 

蔓越莓干  70g 

作法： 

1. 无盐奶油切小块放室温软化，

放到搅拌盆里，加入糖粉用橡

皮刮刀搅拌混合。 

2. 加入蛋液及蔓越莓干拌匀。 

3. 低筋面粉过筛后加入拌成面

团。 

4. 将面团取出置于平台，整成宽

约 4 公分的长方体，并用烘培

纸包好放进冷冻库一小时。 

5. 将冷冻后的面团取出，切成

0.5 公分厚的片状，平铺于烤

盘上。 

6. 烤箱预热华氏 340 度，烘烤

20 分钟。熄火继续用烤箱余温

焖 10 分钟，取出放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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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得医治 小羊 

去年参加波特兰灵粮堂九月中旬为

期三天的医治祷告特会，每天都很

受感动。或在敬拜赞美时、或在听

道中、或在医治祷告中，一直不停

地流眼泪，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

原因。 

但奇妙的是：我的颈椎、肩、以及

左胸上部的疼痛全消失了！特别是

左胸上部原本有绿豆大的结节，疼

痛已有一个月之久，而且疼痛面积

已经扩大至左肩及后背。我一直不

敢声张，怕家人紧张、担心，因为

我只是来美国旅游探亲。虽然每天

都在祷告中向 神诉说，但疼痛依

然存在。没想到居然就在这次医治

特会中得着了完全的医治！我的心

里充满了感恩…… 

其实以前我就曾经尝过主恩的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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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 53:5b) 

波特兰灵粮堂趣味广场： 

 2018 年第一期成人日常英语会话班  

3/3-4/21 每周六 1 – 3 PM，帮助移美华人用英语生活、购物、

问路、点餐、看病...等等。欢迎新、旧学员报名参加，讲义费用

全期每人 10 元。名额有限，报名请电 808-627-5950。  

食谱： 蔓越莓饼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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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E 

Healing 

味。二〇一三年十月 25 日我因癌

症住院开刀动手术，当时女儿初

次来美国，找到波特兰灵粮堂，

将她的担心及痛苦告诉牧师、师

母，他们即刻就为我祷告！ 神垂

听应允了众人的祷告，手术后我

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十一月九

日出院，十二月三日就能够参加

主日的崇拜了。 

女儿常常提醒我，圣灵的医治是

多 么 重 要 ！ 但 我 信 主 二 十 多 年

了，头脑里对「圣灵的医治」却

依然是一片空白。二〇一五年第

一次来灵粮堂，对圣灵的医治不

太能够接受；二〇一六年第二次

来灵粮堂，对圣灵的医治半信半

疑；这次参加医治特会却是不住

地流泪……。 神如此地怜悯我，

用祂的大能医治我，让我这卑微

的人再一次经历祂的奇异恩典！ 

圣经上说：「祂诚然担当我们的

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祂受

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原本都是

罪人，不配受到如此的恩典；然而

人类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在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甘心为世

人的罪承担了极重无比的代价，被

钉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宝血厚厚地

涂抹我们，使我们可以免除罪孽，

恢复与 神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

基督的救赎，如今全世界有二十多

亿的人恢复了与 神和好的关系，

成为天父的儿女！而我竟然也列在

其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噢！这就是我流泪不止的原因。我

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祂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 神！我们只要相信

祂，单单地信靠祂，我们的家庭、

事业、儿女，一切都在祂的看顾、

保守之中。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痛

苦，祂都知道、祂都体恤，只要我

们呼求，祂就赐下圣灵的医治，使

我们得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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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的催化剂 风响 

催化剂可以促进化学反应。比如，

引擎的废气转化器中的白金，可以

把一氧化碳等有害的废气，经过催

化而转变成普通的二氧化碳和水。

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第二章有段

耶稣变水为酒的戏剧性记载，而这

神奇的变化，其中也需要催化剂。 

话说耶稣和他的母亲马利亚一起到

一个名叫迦南的地方去喝喜酒。才

吃到一半，马利亚就悄悄地告诉耶

稣说：「他们没酒了。」以当地

的风俗，喜酒是要吃好几天的，

半途没酒对主人而言是件很丢脸

的事。因为马利亚他们只是做客

的，所以耶稣回答她说：「这跟

我 有 何 关 系 ？ 再 说 ， 我 要 做

（奇）事的时间还没到呢！」马

利亚却好像听而不见，反而转身

关 照 佣 人 说 ： 「 他 要 你 们 做 什

么，你们照着去做就是了。」 

于是耶稣对佣人说：「你们去打

水来把这六个装洗脚水的水缸灌

满。」佣人就乖乖地去打水了。

装满后，耶稣又吩咐说：「舀出

来装在酒罐子里，拿去给管酒席

的。」佣人虽然不愿意，但是也

照着去做，战战兢兢地把装了水

的酒罐子交给管酒席的。 

管酒席的尝了一口就向东家抱怨

说：「搞什么！人家请客都是先

拿好酒出来，等到大家都喝的差

不多时，才把次等的拿出来，你

怎么反倒把好酒留到现在呢？」

这是圣经里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

个神迹。 

人人都希望能有突破，这段圣经

告诉我们突破的两个先决条件。 

首先，要能看见困难，并且愿意

把需要告诉耶稣。若一个人自觉

什么都行，或是硬充好汉，宁愿

「打落牙齿和血吞」，即使耶稣

要给我们再好的解决方案，问题

还是因我们的「视而不见，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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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而不得解决。 

其次，要凭信心采取行动。马利亚

虽然是耶稣的妈妈，但是她跟众人

一样，在这事以前从来没看过耶稣

行过任何神迹。然而她记得在被圣

灵感孕前天使告诉她的话：「你要

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是至

高者 神的儿子。」她就单纯地相

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不但把宴会

中看到的困难告诉耶稣，甚至不顾

耶稣的推辞，凭着信心采取行动，

吩咐佣人要听耶稣使唤。至于耶稣

要做什么事、何时做？她就不管

了。所以，有行动的信心，是奇迹

发生的催化剂。 

朋友，你「信心的行动」是什么

呢？是替 神画了个靶心，请祂照

你所祷告的射中呢？还是象马利亚

一样，单单相信 神会把最好的赐

给我们，不管当前的环境是多么困

难，仍然抱着感恩与喜乐的心，期

待 神会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的奇事呢？ 

本刊文章欢迎非营利性转载，

但请注明出处，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