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易烤羊腿  靈兒  

P. 4 恩典之路 

材料: (6-8 人份) 

去骨羊腿 Boneless Lamb Leg  六磅  

羊扒醃料 Steak Seasoning  一湯匙半 

橄欖油          一茶匙 

白酒                                       一杯 

迷迭香粉 Rosemary Powder     少許 

做法: 

1. 將羊腿去網攤開洗淨, 裏外抹上

羊扒醃料醃約一小時。 

2. 烤箱預熱至華氏 425 度。在羊

腿表面抹上橄欖油，取有鐵架

的烤盆，將羊腿恢復原樣擺在

鐵架上，有脂肪的一面朝上。

放入烤箱烤 30 分鐘後，改用

350 度再烤一小時 18 分鐘。 

3. 取出羊腿, 放在切板上，蓋上錫

箔紙約 25 分鐘，這樣羊肉的温

度還會上升約 5 度。 

4. 將烤盆內的油舀出，留汁在烤

盆內, 加上一杯白酒和少許迷迭

香粉（可用新鮮的迷迭香）, 放

進温度仍在 350 度的烤箱中，

15 分鐘後取出做為醬汁。 

5. 將羊腿切片上碟，淋上醬汁便

可享用。可按個人口味撒上孜

然粉 (Cumin Powder) 及辣椒

粉。 

溫馨小提醒: 

烤羊腿的時間計算：用烤肉温度計

插入羊腿最厚的部位，145 度為五

分熟。一般五分熟以毎磅烤 18 分

鐘為準則。可隨個人喜好增減烤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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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與蘑菇 Ray  

螃蟹籠子放下去，一開始還不錯，

連 著 抓 上 來 幾 隻 不 小 的 「 母 老

虎」。儘管我的朋友都很想把這幾

隻留下來，但我想都沒想就按照規

定把它們給放生了。哪知接下來就

公的母的一隻也抓不到了，到最後

只抓到兩隻小小的紅蟹。 

正當我們垂頭喪氣地回到車子旁

邊，突然出現一位美國老先生，定

睛一看，原來是剛才幫我們從石頭

昨天到海邊抓螃蟹，遇到一件奇妙

美好的事情… 

因為想帶幾位國內來的朋友去體驗

一下抓螃蟹的樂趣，儘管這幾天身

體很不適，但一想到抓螃蟹的樂趣

就讓我非常興奮，依然帶着大家驅

車到海邊。天氣預報會是個大晴

天，而且沒風，是個抓螃蟹的好時

機；不料到了海邊，竟然大霧瀰

漫，還外加不小的寒風。 

波特蘭靈糧堂趣味廣場：排舞及乒乓球組 

每個星期六 10AM~12:30PM，費用全免。  

垂詢請電 408-331-2344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

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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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裡取出螃蟹籠子的那位。他問

我們總共抓了多少隻？我們告訴

他只有兩隻。他又問我們是不是

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們說是。他

看我們一副很沮喪的樣子，突然

問我們是否喜歡吃蘑菇？當時一

聽到這個問題，還以為他只是要

告 訴 我 們 附 近 哪 兒 有 蘑 菇 可 以

採，哪知老先生卻去他車裡拎出

兩個巨大的蘑菇遞給我們，說：

「我是專業採蘑菇的，這種蘑菇

是一種牛肝菌，商店裡要賣 35 美

元一磅。看你們這麼多人忙了一

整天，卻只有這麼一點收穫，這

蘑菇就送給你們吧！」我們所有

的人聽了以後，心情馬上從谷底

衝到了山峰，好像有禮物從天上

掉下來一般。後來他向我們展示

他車上的其它蘑菇時，我們才發

現 ， 原 來 他 給 我 們 的 那 兩 個 蘑

菇，竟然是他今天採到的最大的

兩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回程的路上我心裡毫無抓蟹失敗

的沮喪，滿腦子都在想這種蘑菇

好不好吃？晚上回到家經大廚烹

飪之後，放一塊到嘴裡，整個人

立馬充滿了幸福的感覺，滑嫩的

口感外加獨特的濃郁香氣，若說

這是我一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蘑

菇，也絶不誇張！ 

後來大夥都在討論為什麼這位老

先生會送蘑菇給我們？我心中忽

然閃過一個念頭，這位老先生就

像是個天使，因爲今天我很誠實地

放走那三隻母螃蟹，所以上帝就派

他送這上好的蘑菇來獎賞我。朋友

半開玩笑地說：「看來你當時拚命

地抵擋我們這群撒旦的攻擊是對

的！」事後想想，如果當時沒把那

三隻螃蟹放走，而是試圖偷偷地帶

回來，那老先生還會送我們蘑菇

嗎？如果被他發現是三隻母螃蟹，

說不定他就直接報警了。 

從昨天到現在，我一直都處於感動

的狀態中。從這件事我真正看到聖

經教導我們要誠實守信的重要性。

雖然有時我們因遵守法紀好像吃虧

了，但上帝因我們選擇做正確的事

所給我們的獎賞，往往超出我們所

求所想。事後我秤了一下那小一點

的蘑菇，有 1.2 磅；大的還沒秤就

進了 11 個人的肚子了，我估計兩

個加起來應該接近 3 磅，換句話

說，市值大約 100 美元，我們得

抓多少的螃蟹才抵得上啊？而且螃

蟹一年四季市場都買的到，不稀

奇；而這種菇卻只有現在的時節才

有，更關鍵的是這種菇真的非常稀

有，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更別說

吃過了，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東

西！ 

其實最讓我感動的是，這位老先生

真正活出聖經上所說「施比受更為

有福」的生命。他施捨的時候，並

不是把自己多餘不要的東西給別

人，而是把他一天勞碌所得最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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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危機一過，就回到原樣，過我

行我素的日子。一直等到下一個危

機出現，再從頭來過，就好像那些

為了食物而追尋耶穌的眾人。 

不錯，愛我們的天父樂意賜給我們

各樣的祝福，包括物質、心理和關

係。但是，那最大的禮物就是耶穌

祂自己。因為耶穌說：「我就是生

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

餓；信我的，永遠不渴。」耶穌要

送給我們的，乃是一個新的生命。

即便我們是平凡的人，但是有了這

新的生命，我們就有能力勝過外面

一切的挑戰，以致我們在困境中仍

然有能力站立得住，在走投無路時

仍然有希望向前。 

俗話說：「送魚可解一頓饑，學會

釣魚夠用一輩子。」送魚與釣魚兩

者之間，你會選哪一個呢？ 

P. 3 波特蘭靈糧堂 www.bolip.org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謝謝合作！ 

送魚與釣魚 風響 

約翰福音第六章記載了一件很有

意思的事。耶穌在野外向五千多

人講道後，眼看黃昏已近，眾人

都餓了。有人拿五塊餅和兩條烤

魚來交給耶穌，祂謝飯後就把它

們擘開，讓門徒分給眾人。不但

大 家 都 吃 飽 了，並 且 還 有 剩 下

的。於是眾人都極其興奮，要擁

戴耶穌作領袖。哪知耶穌卻吩咐

祂的門徒上船先渡到湖的另一邊

等祂，祂自己則叫群衆散開，獨

自上山去禱告了。後來眾人找不

到耶穌，猜祂可能也和祂的門徒

往湖的另一邊去了，於是他們第

二天也上船渡到湖的另一邊，終

於找到了耶穌。可是，耶穌非但

沒有因為眾人如此熱忱地擁護祂

而高興，反而說：「你們是為了

飽足你們的肚腹才來找我的。」 

我們不也常常這樣嗎？當我們面

臨重大的難處時，無論是健康、

家 庭、婚姻、還 是工 作，路走 到

盡頭沒辦法了，我們才來尋找耶

的送給素不相識的人，爲的是要

安慰我們沮喪的心。其實施捨真

的不難，但能把自己所擁有最美

好的東西給別人，這世上有幾個

人能做的到呢？上帝難道不正是

透過他來教育我們，祂所希望人

活在這個世上的樣式嗎？ 

感謝讚美主，一切榮耀都歸於祢，

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