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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低筋麵粉  240g 

無鹽奶油  150g 

糖粉      100g 

全蛋液    30g 

蔓越莓乾  70g 

作法： 

1. 無鹽奶油切小塊放室溫軟化，

放到攪拌盆裡，加入糖粉用橡

皮刮刀攪拌混合。 

2. 加入蛋液及蔓越莓乾拌勻。 

3. 低筋麵粉過篩後加入拌成麵

糰。 

4. 將麵糰取出置於平台，整成寬

約 4 公分的長方體，並用烘培

紙包好放進冷凍庫一小時。 

5. 將冷凍後的麵糰取出，切成

0.5 公分厚的片狀，平鋪於烤

盤上。 

6. 烤箱預熱華氏 340 度，烘烤

20 分鐘。熄火繼續用烤箱餘溫

燜 10 分鐘，取出放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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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得醫治 小羊 

去年參加波特蘭靈糧堂九月中旬爲

期三天的醫治禱告特會，每天都很

受感動。或在敬拜讚美時、或在聽

道中、或在醫治禱告中，一直不停

地流眼淚，自己也說不清楚是什麼

原因。 

但奇妙的是：我的頸椎、肩、以及

左胸上部的疼痛全消失了！特別是

左胸上部原本有綠豆大的結節，疼

痛已有一個月之久，而且疼痛面積

已經擴大至左肩及後背。我一直不

敢聲張，怕家人緊張、擔心，因為

我只是來美國旅遊探親。雖然每天

都在禱告中向 神訴說，但疼痛依

然存在。沒想到居然就在這次醫治

特會中得著了完全的醫治！我的心

裡充滿了感恩…… 

其實以前我就曾經嚐過主恩的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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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以賽亞書 53:5b) 

波特蘭靈糧堂趣味廣場： 

 2018 年第一期成人日常英語會話班  

3/3-4/21 每週六 1 – 3 PM，幫助移美華人用英語生活、購物、

問路、點餐、看病...等等。歡迎新、舊學員報名參加，講義費用

全期每人 10 元。名額有限，報名請電 808-627-5950。 

食譜： 蔓越莓餅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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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E 

Healing 

味。二〇一三年十月 25 日我因癌

症住院開刀動手術，當時女兒初

次來美國，找到波特蘭靈糧堂，

將她的擔心及痛苦告訴牧師、師

母，他們即刻就為我禱告！ 神垂

聽應允了衆人的禱告，手術後我

的身體恢復得很快，我十一月九

日出院，十二月三日就能夠參加

主日的崇拜了。 

女兒常常提醒我，聖靈的醫治是

多 麼 重 要 ！ 但 我 信 主 二 十 多 年

了，頭腦裏對「聖靈的醫治」卻

依然是一片空白。二〇一五年第

一次來靈糧堂，對聖靈的醫治不

太能夠接受；二〇一六年第二次

來靈糧堂，對聖靈的醫治半信半

疑；這次參加醫治特會卻是不住

地流淚……。 神如此地憐憫我，

用祂的大能醫治我，讓我這卑微

的人再一次經歷祂的奇異恩典！ 

聖經上說：「祂誠然擔當我們的

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因祂受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我們原本都是

罪人，不配受到如此的恩典；然而

人類唯一的救贖—主耶穌基督，在

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就甘心為世

人的罪承擔了極重無比的代價，被

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寶血厚厚地

塗抹我們，使我們可以免除罪孽，

恢復與 神之間的關係！因著耶穌

基督的救贖，如今全世界有二十多

億的人恢復了與 神和好的關係，

成為天父的兒女！而我竟然也列在

其中，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噢！這就是我流淚不止的原因。我

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祂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 神！我們只要相信

祂，單單地信靠祂，我們的家庭、

事業、兒女，一切都在祂的看顧、

保守之中。我們身體上的疾病、痛

苦，祂都知道、祂都體恤，只要我

們呼求，祂就賜下聖靈的醫治，使

我們得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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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的催化劑 風響 

催化劑可以促進化學反應。比如，

引擎的廢氣轉化器中的白金，可以

把一氧化碳等有害的廢氣，經過催

化而轉變成普通的二氧化碳和水。

聖經中的《約翰福音》第二章有段

耶穌變水為酒的戲劇性記載，而這

神奇的變化，其中也需要催化劑。 

話說耶穌和他的母親馬利亞一起到

一個名叫迦南的地方去喝喜酒。才

吃到一半，馬利亞就悄悄地告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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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他們沒酒了。」以當地

的風俗，喜酒是要吃好幾天的，

半途沒酒對主人而言是件很丟臉

的事。因為馬利亞他們只是做客

的，所以耶穌回答她說：「這跟

我 有 何 關 係 ？ 再 說 ， 我 要 做

（奇）事的時間還沒到呢！」馬

利亞卻好像聽而不見，反而轉身

關 照 傭 人 說 ： 「 他 要 你 們 做 什

麼，你們照著去做就是了。」 

於是耶穌對傭人說：「你們去打

水來把這六個裝洗腳水的水缸灌

滿。」傭人就乖乖地去打水了。

裝滿後，耶穌又吩咐說：「舀出

來裝在酒罐子裏，拿去給管酒席

的。」傭人雖然不願意，但是也

照著去做，戰戰兢兢地把裝了水

的酒罐子交給管酒席的。 

管酒席的嚐了一口就向東家抱怨

說：「搞什麼！人家請客都是先

拿好酒出來，等到大家都喝的差

不多時，才把次等的拿出來，你

怎麼反倒把好酒留到現在呢？」

這是聖經裡記載耶穌所行的第一

個神蹟。 

人人都希望能有突破，這段聖經

告訴我們突破的兩個先決條件。 

首先，要能看見困難，並且願意

把需要告訴耶穌。若一個人自覺

什麼都行，或是硬充好漢，寧願

「打落牙齒和血吞」，即使耶穌

要給我們再好的解決方案，問題

還是因我們的「視而不見，棄而

不用」而不得解決。 

其次，要憑信心採取行動。馬利亞

雖然是耶穌的媽媽，但是她跟眾人

一樣，在這事以前從來沒看過耶穌

行過任何神蹟。然而她記得在被聖

靈感孕前天使告訴她的話：「你要

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耶穌，是至

高者 神的兒子。」她就單純地相

信耶穌是 神的兒子。不但把宴會

中看到的困難告訴耶穌，甚至不顧

耶穌的推辭，憑着信心採取行動，

吩咐傭人要聽耶穌使喚。至於耶穌

要做什麽事、何時做？她就不管

了。所以，有行動的信心，是奇蹟

發生的催化劑。 

朋友，你「信心的行動」是什麼

呢？是替 神畫了個靶心，請祂照

你所禱告的射中呢？還是像馬利亞

一樣，單單相信 神會把最好的賜

給我們，不管當前的環境是多麼困

難，仍然抱着感恩與喜樂的心，期

待 神會成就超出我們所求、所想

的奇事呢？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謝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