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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S Acupuncture + Alternative
Medicine
許群欣 中醫針灸師
Francis Hsu, L.AC, Dipl.AOM
(針灸, 中藥, 拔罐, 推拿等自然療法
教友及輔大校友一律半價優待)
6888 Lincoln Ave. Suite #B, Buena Park, CA 90620
Cell: 714-883-6988 e-mail: hsu_888@yahoo.com

歐陽博士心理諮商中心
家佳美滿協會 (Family Enrichment)
加州州立大學(CSUF) Fullerton校區
加州橙縣心理健康中心 (OCHCA)
北美華語夫婦懇談會

歐陽楊梅玉

主持人 Psychologist
創會人 Founder
臨床心理學家(psy19878)
婚姻家庭治療師 MFT-1
發起創始人

臨床心理學博士

Norma M. Ouyang, Psy.D. MBA.

專精：個人,婚姻,家庭,團體 諮商治療, 心理創傷, 焦慮,憂鬱,
疏解壓力, 情感,人際關係,親子通通, 移民適應, 各階心靈成長
接受政府 Medicare, 團體及個人醫療保險
預約電話：949-857-0299, email: fe2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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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 勝歌 剩歌
歐陽 楊梅玉

五月的一個主日，在 Irvine 的中文彌撒，因劉神父返鄉探親，由吳仲基
神父主持。講道的最後，吳神父忽然說為慶祝母親節，他要為天下母親們唱
一首歌。他開口唱了蔡琴的「最後一夜」。用愛心說老實話，大家都知道吳
神父的國語不太標準，他那字正腔圓的唱詞，還真是「唱的比說的好聽」。
「最後一夜」原是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主題曲，敘述的是一位在燈
紅酒綠的歡場舞國女子，將要離開職場的心聲。為較保守的教友，在傳統嚴
肅的彌撒禮儀中唱流行歌曲，可能會覺得突兀，因為不是聖歌聖樂，即使慎
芝所寫的歌詞是那麼的優美又感傷，寫盡了人的一生繁華與無奈，對比落幕
下台時的不捨與感慨。
聽著，聽著，前些日子寫的「老當益壯」中的結語「人畢竟都要面對揮別
塵世，回歸天鄉的一天，相信人人都盼望能為自己的一生畫下心安、感恩、
無怨、無悔的句點，身心靈整合的召喚，就在此時。」句句在腦海中迴盪，
在心中激起一陣陣漣漪，終至眼淚奪眶而出。我的「最後一夜」會是什麼景
況？
前幾個月陪伴一位臨終的癌症病人，她是位極富盛名的劇作家，在不同的
階段曾給她不同的話語：
「我相信對您一輩子所投注的戲劇專業，您必定也同樣認為是有極高價值
的，才會被尊稱為「戲痴」，而不像一般人認為的，只是茶餘飯後的娛樂而
已。多麼希望您的志業能繼續傳承下去…。建議您傾全力再創佳績，寫出經
典之作，傳揚後世…。的確，我是多麼珍惜和賞識您的天賦才華。」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以您的戲劇專業訴說人生的悲歡離合…。心寬，
屬靈的平安喜樂就來。」
「人生的路是由不斷抉擇而鋪成的，每個人有不同價值觀的自由選擇，因
此每個人會走出不同的人生，也希望能為自己生命的最後樂章，譜出美麗雋
永的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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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身體的功能慢慢消退，是令人擔憂，沮喪和害怕的。除此之外，感恩
和善用還擁有的吧！尤其是豐富的內心世界，正是要發光發熱的契機，加
油！」
「當身體的治癒在醫學上已無計可施，當意識還清醒時，請不要錯過尋找
心靈療癒的機會，釋放對未知的恐懼、愁苦，這是善待自己的生命智慧。」
「蠟炬成灰淚始乾」是人性的光輝，是偉大的情操。祈願您在心情上，關
係上也有相同美善的處理。「心想事成」，讓自己「美美的」「清清也輕輕」
地與現世道別。「活得精彩」是您一輩子的寫照。」
她寫出了「人生多美麗」的最後劇本，她走後，我在臉書上對她說：
「如今您已揮別塵世，進入另一個更美麗的世界，在那裡再無病痛，死亡，
和糾結…。相信您現在一切已了然於心，不再需要我的諮商和療癒，祝福您
在那平安喜樂的大愛彼岸，生命的源頭，永享福樂！」
回顧這些字句，人世的盡頭似乎只剩三句話要說：「謝謝你」「對不起」
和「再見」。祈禱會有勇氣和力量，能及時說出這三句最真摯的心聲，不需
等到我的「最後一夜」。
受眾人傳唱的流行歌曲，膾炙人口的通俗戲劇，必有它可取之處，端看如
何被運用。我曾在大陸的一所神學院和一處修女培訓中心，目睹神父，修士，
修女們，在我的課堂上，淚流滿面地唱著我稍動手腳的蘇芮的「牽手人生」：
主耶穌說: 因為愛著你的愛 因為夢著你的夢
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
幸福著你的幸福
因為路過你的路
因為苦過你的苦
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
追逐著你的追逐
我的答覆: 因為誓言不敢聽 因為承諾不敢信
所以放心著祢的沈默
去說服明天的命運
沒有風雨躲得過
沒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牽祢的手 不去想該不該回頭
主耶穌說: 也許牽了手的手 前路不一定好走
也許有了伴的路 今生還要更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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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覆: 所以牽了手的手 來生還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沒有歲月可回頭
當時設計課程中的這首歌，心理浮現的是一位老神父在晉鐸感恩祭中，對
他後輩的弟兄們的警語「一日榮耀, 終身痛苦」。修道人為一個崇高的絕對
真理而獻身，心甘情願放棄世俗一切，跟著主耶穌背十字架，生命在「神
枯」、「神慰」中來回擺渡，直到「這場好仗, 我已打完; 這場賽跑, 我已
跑到終點, 這信仰, 我已保持了。」贏得最後勝利的榮冠。
如果一首流行歌曲，能帶領人回歸內在，再次經驗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再
次肯定對天主的效忠，個人的看法，它就該當是「聖歌」，是使人在靈裡得
勝的「勝歌」，而非是應被人所摒棄的「剩歌」。您說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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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現任理事聯絡電話 :
會 長:
饒 成
副會長 :
范邦達
禮 儀:
趙承元
財 務:
孫昌平
公 關:
余惠美
活 動:
范馬梅
通 訊:
許涵青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四區區長 :
北 區 : 張承露
中 區 : 陳文英
南 區: 朱 嶠
南南區 : 朱楚雲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黃 衍
關懷團 : 范馬梅
福傳負責人 :
成人組 : 李偉鈞
青少年 : 黃柏叡
兒童組 : 董 晴

四月份收支報告
(714) 758-3589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四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949) 379-3078
(949) 726-0940
(949) 861-3989
(949) 552-1787
(949) 855-6686
(949) 726-0940
(949) 207-7806
(562) 947-2260
(714) 962-6360

總收入

$
$

635.00
1,115.00

$

1,750.00

$
$
$
$
$

763.53
293.79
152.66
47.98
1,257.96

支出
農曆新年活動
郵費及印刷費
點心及飲料
慶生費(4月)

總支出

$492.04

本月結餘(虧損)

(626) 808-5489
(714) 964-2254
(949) 651-8912
(949) 831-0576
(714) 665-1486
(949) 726-0940
(949) 831-0576
(714) 267-0033
(949) 637-9366

人體為什麼會生病? 如何加強身體自癒的能力?
如何讓細胞真正吸收營養?
細胞健康了, 才有健康的身體!
座位有限, 敬請預約: Biji: (626) 277 8680
Email : bgphan321@yahoo.com
教友 潘碧姬
www.mymannapages.com/newtech

聖心中文學校

保險，理財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 本校
採小班教學, 教學新穎, 教法活潑生動。 除中
文外, 並有功夫, 舞蹈, 書法, 兒童道理班 以增
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請電
黃豐範 Johnny Huang
Tel: (909) 594-3888
Cell: (949) 307-2168
E-mail: JH3072168@yahoo.com

上課時間: 週日 1:00 – 4:50 p.m.
校址: 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 92804
電話: (714) 962-6360 校長 孫立雄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