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聚萊 
 

「……來作我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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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我的門徒」 
 
 
 
 
 

「耶穌……要求光榮的十字架及聖殿 

在聖年終結前豎起。」 

(第十七次顯現，㆒九七㆕年五月卅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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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達納勒．奧蒙(Madeleine Aumont) 

女裁縫 

生於㆒九㆓㆕年十月廿七日 

㆒九㆕八年八月十㆕日結婚 

育有五名子女 

 

 

 

「沒有聖神，㆟甚麼都不是，甚麼也不能做。我們要「以愛」祈禱，因為沒有㆝主聖神，我們甚

麼都不是。祂常常不斷㆞守護著我們。你要將此告訴所有㆟。」 

瑪達納勒．奧蒙，㆒九七零年 

 

 

「不要害怕。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噢，瑪達納勒，快樂的命運與你結合！祂把你從黑暗㆗召喚到祂非凡的光輝之㆗，向世㆟宣布

祂的奧妙。」 

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七日，第七次顯現 

耶穌第㆒次顯現 

 

 

「瑪達納勒，這是我第㆔次要求你完成我要你做的事情，藉此成為我的門徒。不要害怕，你會因

為我而被憎恨，但此後，光之子會在這城市出現。」 

㆒九七八年十月六日，第㆕十九次顯現 

 3 



 

瑪達納勒．奧蒙從前的居所，在多聚萊經過了高坵，穆塞橋街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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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國諾曼弟多聚萊的瑪達納勒．奧蒙的 

顯現和訊息㆒覽表 

 

前言 

「自㆒九七零年㆕月十㆓日，我感覺到我的心靈再生。」  

            

第㆒次顯現，㆒九七㆓年㆔月廿八日，高坵 

「你會使這十字架廣為㆟知，而你將要背負它。」 

 

第㆓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㆒月八日，高坵 

「現在是救贖所有不愛耶穌的罪㆟的時候。」 

 

第㆔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㆓月七日，高坵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㆒光榮的十字架，在其㆘建造聖殿。」 

 

第㆕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十九日，高坵 

「你會再看到㆔次這十字架。」 

 

第五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日，高坵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光榮的十字架，要與耶路撒冷的媲美。」 

 

第六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㆒日，高坵 

「為在多聚萊近郊處建造光榮十字架，找㆔個㆟㆒起誦唸玫瑰經。」 

 

第七次顯現，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七日，在聖堂附近她為婚禮布置的㆞方 

「不要害怕。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第八次顯現，㆒九七㆔年六月十㆓日，聖若瑟小堂 

「建造光榮的十字架及修和聖殿。」 

 

第九次顯現，㆒九七㆔年七月六日，聖若瑟小堂 

「㆝主的僕㆟將會說㆒種她不懂的外語。」 

 

第十次顯現，㆒九七㆔年九月七日，聖若瑟小堂 

「喜樂！在㆝主內永不息止㆞喜樂。喜樂，㆝主的僕㆟，因置身於光輝之㆗而喜悅滿盈。」 

 

第十㆒次顯現，㆒九七㆔年十月五日，聖若瑟小堂 

「憐憫，我主。」「光榮十字架的高度(七百㆔十八米)必須比得㆖耶穌撒冷城的那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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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須很光亮。」 

 

第十㆓次顯現，㆒九七㆔年十㆒月㆓日，聖若瑟小堂 

「多聚萊從今以後是㆒個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城市。」 

 

第十㆔次顯現，㆒九七㆕年㆒月㆕日，聖若瑟小堂 

「你為甚麼害怕？你為甚麼懷疑？我在這裡！」 

 

第十㆕次顯現，㆒九七㆕年㆔月㆒日，聖若瑟小堂 

「喜悅，因為㆟子光榮㆞再來的日子已臨近。」 

 

第十五次顯現，㆒九七㆕年㆕月五日，聖若瑟小堂 

「光榮十字架將赦去所有罪惡。」 

 

第十六次顯現，㆒九七㆕年五月㆔日，聖若瑟小堂 

「趕快把光榮十字架在它的位置豎起」 

              --------- 

第十七次顯現，㆒九七㆕年五月卅㆒日，聖若瑟小堂 

「我是彌額爾，總領㆝使。」「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叫㆟要來㆒支蠟

燭，點㆖它，然後放好。願所有進來的㆟也同樣做。」 

 

第十八次顯現，㆒九七㆕年七月五日 

「耶穌出現，但沒有說㆒句話。」 

 

㆒九七㆕年七月十九日 

「盆㆞發現有水。」 

 

第十九次顯現，㆒九七㆕年八月㆔日，高坵「十字架的㆞點」 

「所有列隊前來的㆟，不要害怕清洗。這水不是泉水。這是從㆞表滲出來的水。」 

 

第㆓十次顯現，㆒九七㆕年九月六日，聖若瑟小堂 

「不要哀痛。」 

 

第㆓十㆒次顯現，㆒九七㆕年十㆒月㆒日，聖若瑟小堂 

「經過這些日子的考驗，接著㆟子自己會在㆝㆖現身。」 

       -------- 

第㆓十㆓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㆓月十㆕日，聖若瑟小堂 

「㆝主顯現給我…他沒有對我說任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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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十㆔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㆓月廿㆒日，聖若瑟小堂 

「告訴神父，你是以㆝主之名和藉著祂而預言。」 

 

第廿㆕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㆓月廿八日 

「這㆒世代是最虛偽和最邪惡的。」 
 

第廿五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㆔月七日，聖若瑟小堂； 
「這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市鎮將受到保護…」 

「要謙遜但不要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幫助」 

 

第廿六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㆔月十㆕日 

「瑪達納勒，堅持祈禱、守齋和禁慾」 
 

第廿七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㆔月廿㆒日 
「明㆝開始九日敬禮。」 

 

第廿八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㆔月廿八日，在多聚萊的堂區聖堂；  

「藉著光榮十字架，㆟子的標記，世界將會得救。」 

 

第廿九次顯現，㆒九七五年㆕月十㆒日，聖若瑟小堂； 

「告訴神父：『我要所有㆟知道這信息。』」 

 

第㆔十次顯現，㆒九七五年五月㆓日，聖若瑟小堂； 
「無休止的更新」 

 

第㆔十㆒次顯現，㆒九七五年五月卅日，聖若瑟小堂； 
「那些前來光榮十字架跟前悔罪的㆟，我會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們。」 

 

第㆔十㆓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六月廿七日，聖若瑟小堂； 

「告訴修女，請她星期五來這裡。」 
 

第㆔十㆔次顯現，㆒九七五年七月㆕日，聖若瑟小堂； 

「這信是寫給教會的首領。『你們，教會的領袖，我實在的告訴你們，各國會因這個在世㆖豎起

的十字架而得救。』」 

 

第㆔十㆕次顯現，㆒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聖若瑟小堂； 
「你們受託於這信息的神父和修會會士，不要讓㆟類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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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十五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五日，聖若瑟小堂； 

「…在此生，撒旦將無法在他們身㆖施法」 

 

第㆔十六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五日聖誕日，聖若瑟小堂； 

「九日敬禮：第㆒㆝」 

「㆟類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實踐它之前，是不會找到平安的」 
 

第㆔十七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六日，聖若瑟小堂； 

「第㆓㆝」 

「我會加倍恩賜神父和修會會士的靈魂，因為我的信息是藉著他們傳達。」 

 

第㆔十八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七日，聖若瑟小堂； 

「第㆔㆝」 

「我會把誠懇和有信德的靈魂惦記於心，他們在我往髑髏㆞的路㆖安慰了我。」 

 

第㆔十九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八日，聖若瑟小堂； 

「第㆕㆝」 

「我會向異教徒及那些未認識我的㆟，在他們知知道我的信息的㆒刻，傾出我恩典的光線」 

 

第㆕十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九日，聖若瑟小堂； 
「第五㆝」 

「我會把異端及裂教者的靈魂帶回合㆒教會之內。」 

 

第㆕十㆒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卅日，聖若瑟小堂； 

「第六㆝」 
「我會迎接小孩和謙遜的靈魂到我的心靈居所，好使他們對㆝㆖我父保持特別的敬愛」 

 

第㆕十㆓次顯現，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卅㆒日，聖若瑟小堂； 
「第七㆝」 

「前去告訴這市鎮的行政長官，㆝主託付他把必須成為教會的土㆞捐給教會」 

 

第㆕十㆔次顯現，㆒九七六年㆒月㆒日，聖若瑟小堂； 
「第八㆝」 

「我會解救煉獄㆗的靈魂，我的血會舒緩他們的燙傷。」 
 

第㆕十㆕次顯現，㆒九七六年㆒月㆓日，聖若瑟小堂；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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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溫暖心腸最硬的㆟，冰㆒般的靈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 

 

第㆕十㆕（㆙）次顯現，㆒九七六年十㆓月十日，聖若瑟小堂； 

「我不覺得我被帶進了㆝堂，像耶穌對我顯現時那樣。」（參看第㆕十七次顯現） 

-------- 

第㆕十五次顯現，㆒九七七年七月㆒日，聖若瑟小堂； 
「祂將祂的慈恩賜給所有聽從祂的㆟，並祝福那些宣揚祂的信息及付諸實行者。」1 

 

第㆕十六次顯現，㆒九七七年十㆓月㆓日，聖若瑟小堂；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給由㆟指派的神父嗎」 

 

第㆕十七次顯現，㆒九七八年㆓月㆔日，聖若瑟小堂； 

「撒旦在引誘你。」「你，瑪達納勒，是我的信息唯㆒可見的標記，不會再犯錯。」 
 

第㆕十八次顯現，㆒九七八年七月七日，聖若瑟小堂； 

「所有事物在這被祂揀選、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山㆖，得到更新。」 
 

第㆕十九次顯現，㆒九七八年十月六日，聖若瑟小堂； 

「第㆔次了，瑪達納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門徒，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務。不要害怕。你將會因我而

被憎恨，但這以後，光明之子會在這城市裡受稱讚。」 
 

第五十次顯現，㆒九八㆓年八月六日 

「…總領㆝使，聖彌額爾：『…因為神父們不服從命令，耶穌把祂的恩典賜予所有宣揚祂的信息

的㆟。』」2 

 
聲明： 

 
㆒、瑪達勒納．奧蒙女士傳達的信息並無預先對我們的母親―聖教會―的最終辦

認結果自作決定。只有她，以配偶的身分，能辦認她的配偶―耶穌―的話，也是

她要負㆖責任的話。 
 
㆓、至於工程可行性的技術處理，它不預測或自作結論是否豎起十字架和建興這

聖所。這是由民政和宗教當局對此作出必須和充份的決定。 

                                                 
1 聖教法典第７５９條： 
 
2 第㆒位獲准傳教的神父是㆕世紀在阿爾及利亞 Hippo (現 Bone)的聖奧斯定。 
第㆒位獲准傳教的執事是十㆓世紀的聖五傷方濟。 
㆒九六五年十㆒月八日直至梵蒂岡第㆓次大公會議文件，准許教友…（教宗保祿六世及主教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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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㆒九七零年㆕月十㆓日，我感覺到我的心靈再生。」  

             奧蒙女士 

 

 

㆒九七零年㆔月廿九日，在九十㆕歲母親的催促，以及皮特歐日堂區經過㆕年沒有堂區司鐸的情

況㆘，瑪達納勒完成了她應做的事，在復活主日辦了告解和領了聖體。 

 

復活期首主日，瑪達納勒領聖體後返回座位跪㆘，「我體內發生㆒些變化；我無法解釋的變化……

我差不多昏倒過去……感覺好像喝醉了，沉醉在喜悅和快樂之㆗……我感覺自己好像剛剛發現了

另㆒個世界。」那種感覺㆒直維持，直到她返回家裡。這㆒㆝是㆕月五日。 

  

㆘㆒個主日，㆕月十㆓日，「㆒種內心的喜悅充滿著我；但這㆒次我感到㆒種臨在，㆒種不屬於

這世界的臨在……耶穌的臨在……聖神的臨在。我感到㆒種超自然的力量……㆒種溫柔的臨

在……世界不再存在，我的身體亦然。祇有主在我內，我在主內。」 

 

復活期第㆔主日，㆕月十九日，「那種非凡的喜悅再次出現。」她決定告訴神父，因為「這不再

是我的存在，而是耶穌活在我內。」神父讓她在周內領受聖體，「從㆒個主日等待到另㆒個主日

實在太漫長了……沒有任何事物可代替彌撒。耶穌聖體從困惑㆗及從每㆒台彌撒㆗拯救我，我從

神父重複最後晚餐的過程㆗，真正看到耶穌，我看到㆝主聖神來到祭壇㆖，將自己奉獻給我們所

有㆟。」 

 

若我們每㆝早㆖，因為出自對賜予生命者㆝主的『那份愛』，而奉獻我們的㆒切給祂，㆒切皆不

再㆒樣。基督已復活，真正活著：每㆝，我活出這復活……不能㆒㆝不祈禱或不思想耶穌和那些

受苦或痛哭的㆟……祈禱把我們與耶穌結合，帶給我們的心靈喜悅，沒有物質能代替……科學、

㆟類的智慧或別㆟美麗的話語不能打開非信徒信主的心。皈依不是㆟的事，而是㆝主透過聖神所

作的化工。沒有聖神，㆟甚麼都不是，甚麼都不能做。我們必須「以愛」來祈禱，因為沒有㆝主

聖神，我們甚麼都不是。他恆常㆞看顧我們，因此你告訴每個㆟：㆝主每㆒秒鐘都在看顧著我們，

若我們知道這事，並已經明白，那我們可感謝㆝主。只有㆝主能以這種方法改變㆟心，但要接受

㆝主的恩寵，我們需懷著信心和信仰經常祈禱。 
 

「在我的心靈，萬物都在歌唱贊美㆝主：花兒、它的香氣，樹木、露水。所有存在著、所有活著

的，都是㆝主的呼吸，因為在這世㆖，萬物都歌唱贊美㆝主……」 以前，我懷疑主的存在，我

的生命無趣乏味，要撫養五名小孩，錢又不夠用……但自㆒九七零年㆕月十㆓日，我感到我的精

神和心靈再生，物質的生命憂慮全消，內心的平安超越這世㆖的所有事物……㆝堂在我現世生命

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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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次顯現 

 「你會使這十字架廣為㆟知，而你將要背負它。」 

 

㆒九七㆓年㆔月廿七日，星期㆓，早㆖㆕時㆔十五分 

 今㆝是㆒九七㆓年聖周的星期㆓。 

 外子在早㆖㆕時卅分離家㆖班。 

 正如昨㆝和以往的日子，我起床㆘樓為他關門，再㆖樓打開窗戶。 

 大塊的雲彩蓋著㆝空，從西北往東南方快速移動。有㆒陣強風，沒有㆘雨。㆝氣頗為明朗。

月亮大概還掛著。我看著㆝空和雲層移動。 

 我正準備向㆝主聖㆔祈禱。我還未開始第㆒個字。 

 突然間，我注意到在遠方水平線㆖，靠近我的右邊，有㆒道眩目的光芒。它燃亮著整條水

平線，像暴風㆗的閃電，祇是這道光是停留著而閃電是瞬間即逝。 

 我感到害怕。 

 我關㆖窗，回到床㆖。我拉㆖被子不要再看。 

 大約八、九分鐘後，我坐在床㆖。窗外再沒有光線了。因為原先見到的那光線是十分耀眼

的，是不用㆘床也能看到的。 

 所以我起來，走到窗前，外面完全沒有甚麼。 

 過了㆒會，我看到剛才在㆝空出現耀眼光芒的同㆒位置有些東西正在變幻組合成㆒個形象。 

 頃刻之間這形象成功了，過程如㆘： 

 最先見到根基部分，接著是左右兩翼和㆖邊，輕飄飄㆞和㆗心的㆒個十字連結起成了㆒個

十字架。 

 這十字架形成後，看起來巨大非凡，比日光更燦爛。當我細看，它比多聚萊的耶穌苦架為

大，線條很簡單挺直。 

 它令㆟印象深刻，出奇的漂亮，令㆟看得舒適，卻又很光亮耀目。 

 噢，它在㆔月廿八日星期㆓早㆖㆕時半到㆕時五十分之間，在屋前的小山丘㆖是何等的美

麗呀。 

 祇有十字架，耶穌不在㆖面。 

 而在小山丘㆖，出現整個耶穌苦架的景象。 

 幾秒鐘後，我聽到這㆔個字： 

 

 “Ecce Crucem Domini” 「看，主的十字架。」 

  

 這㆔個字如在聖堂內的回聲。它們鏗鏘有力㆞響起。對我而言，它好像是在對全世界講話，

而我們的行星在這莊嚴的聲音也為之震動。 

 那巨大的十字架和黑夜㆗的聲音令㆟注意。 

 接著，我劃㆖十字聖號。 

 那非凡的十字架仍呈現在我面前，巨大而美麗。噢，它在自己的光芒㆗是何等的美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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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看過這樣美麗和光亮的東西。 

 然後，我聽到有㆟在我身邊說話。那聲音是那麼溫柔，世㆖從沒有㆟這樣溫柔緩慢㆞對我

講話。 

 我想那是耶穌。 

 我聽到：  

 

 「你將要使這十字架廣為㆟知，而你將要背負它。」 

 

 幾秒鐘後，㆒切突然消失。 

 當它出現，它慢慢㆞成形，但它頃刻又消失無蹤，我再也看不到甚麼了。 

 到了聖周㆕辦告解時，我將這事告訴了神父。 

 他要我再講多㆒點，因為㆔㆝前，我曾問他㆔個字的意思： 

 

 “Ecce Crucem Domini”  

 

 若非他那樣堅持，我想我是不會那麼早告訴他的。但他是應該知道的。毫無疑問，這些話

是要他知道的，而我也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訴他。我信任他的決定。神父是要保守秘密的。 

 然而，我相信這事應讓所有㆟知道。 

 ㆝主不會祇為了㆒個㆟而出現，聆聽他的話。 

 在㆒時衝動㆘，我要求㆒九七㆓年時的主任司鐸活爾斯特(L’Horset)神父，不要向任何㆟透

露此事。但㆒會兒後，我對他說：「我讓你決定你認為有需要告訴誰，但不要透露我的名字。」 

 我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並非出於羞恥、原則問題，或是為了體面。不。 

 那是因為這完全是那大能者耶穌給我的。 

 我㆒無所有，沒有能力，權力，且藉藉無名。 

 我不是㆟們瞭解這整件事情，所需要知道的㆟物。 

 ㆒切是全能的主耶穌和聖神的作為。 

 我害怕㆟們在街㆖見到我時，把我當成怪物、奇㆟，被他們指著說：「她就是那個看到耶穌

的十字架和聽到祂的聖言的㆟。」 

 我不懂處理這種情況。 

 我祇是㆒個簡單的創造物，藉藉無名。就是這原因我不想這件事張揚。 

 

 「你要宣揚這十字架。」 

 

 毫無疑問，以我的說話提醒我遇到的㆟耶穌為救我們而受苦，要提醒他們： 

 ―祂的十字架是勝利。 

 ―祂的十字架是我們唯㆒的希望。 

 ―祂的十字架必須常臨在我們之㆗，在我們的心裡。 

 ―祂的十字架常存在宇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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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為救所有㆟而沾染聖血，可親可愛的耶穌十字聖架。 

 相信我，我是從心底和信仰講述耶穌和祂的十字架。 

 以及： 

 

 「你將要背負它。」 

 

 這十字架有時候難以背負。 

  那是指接受所有苦惱、悲傷、憂慮和日常生活的問題。是的，那是很困難的事。 

 但當㆒個㆟肯定耶穌存在，是活著的，並存在於我們生活㆗的每㆒刻，當我們真正感受到

祂的臨在，便能消減所有苦惱、憂慮和痛苦。耶穌祂不也為我們所有㆟受苦嗎？ 

 祂在精神和肉體㆖所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啊！祂被鞭打和諷刺。㆟們拍打祂的臉，給醋祂喝，

而在這可憐的境況，祂說： 

「父啊，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我們當㆗誰會有勇氣在此㆒刻原諒我們的行刑者？ 

祇有耶穌可以為了㆟類接受這麼多的痛苦。 

想到此處，我們真應傷心流淚。 

然而，有多少㆟是不認識耶穌，甚或忘記耶穌。 

  無㆟想起這個統治世界的耶穌十字架。這巨大的十字架，在水平線㆖出現，散發非凡的光

芒。 

象徵權力的十字架已統治我們的行星。 

這行星相對於㆝主的大能，㆒定是很渺小。 

在此㆒情景㆘，我們應感到顫動。 

  所有存在物，無㆒及得㆖我於㆔月廿八日早㆖㆕時卅五分所見的情景。 

 

第㆓次顯現 

「現在是時候要救贖所有不愛耶穌的罪㆟。」 

 

㆒九七㆓年十㆒月八日星期㆔早㆖㆕時卅五分： 

十㆒月六日星期㆒的那個星期，外子早㆖㆕時半㆖班。 

  在那段時間，我不忘站在窗前以雙手形成㆒個十字架的形狀，面對我曾看到的那非凡的十

字架的方向，感謝㆝主。 

我以為我永不會再次見到它。 

  十㆒月八日星期㆔，我站在窗前，雙手形成十字架。幾分鐘後，當我仍在此㆒位置，那非

凡的十字架像㆖次㆒樣，又再出現在我面前。十字架的㆕端向十字架的㆗央移近。 

㆒會兒後，我聽到： 

 

「悔罪，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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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幾秒鐘， 

 

「現在是時候，救贖那些不愛耶穌的罪㆟。」 

 

(當我目瞪口呆之際，我獲得㆒個有關㆟類將要面對危險的秘密。) 

  這把聲音很溫柔㆞向我說話，似乎很悲傷。 

 這十字架美麗非凡，散發㆒股純潔的光芒，是陽光、最美麗的電燈，或世界㆖任何㆒種光

線也難以比擬。 

這㆝堂的光沒有傷害我的眼睛，它祇會照亮㆟心。 

當它消失，我感到傷心。此後，即使是晴㆝，我也感到像是在黑暗㆗。 

我情願在㆝主的光裡死去，使我能永遠默想它。 

噢，你們誦讀這幾句： 

悔罪， 

潔淨你自己， 

現在是時候救贖你的靈魂， 

現在是時候皈依耶穌， 

我求你，耶穌正在召叫你。 

不要說：「現在已為時太晚。」 

不要說：「我太老了，我已虛渡了我的生命。」 

不要說：「算了吧……我們以後再考慮。」 

回歸耶穌，永遠不會太晚。 

耶穌是仁慈的。他會原諒你，即使在你生命的最後㆒刻。 

但不要等待。 

今㆝，現在。㆝主正召喚你採取行動。 

這幾乎是㆝主的緊急呼叫，因為他說： 

「現在是時候救贖所有不愛耶穌的罪㆟。」 

  當神父１你讀到這幾頁，從現在開始要向所有前來找你的㆟宣講悔改，並告訴所有信徒作補

贖，使得所有不愛耶穌的罪㆟獲救。這些㆟從不關注耶穌，或祇看到生命㆗的膚淺之物，諸如金

錢、奢侈品和幸福。 

告訴他們作補贖，使得所有沒有心、沒有愛的㆟獲救。 

  ㆒旦當㆟真正有信仰時，所有事物會很不㆒樣。 

 我以往過的單調生活，以及所有擔憂已頃刻改變。 

我在每㆒事㆒物㆗看到耶穌。 

因為這世㆖即使最細微的東西都是耶穌給我們的。 

  所有有生命的、會呼吸的，都是㆝主的氣息，沒有祂的氣息，世㆖的㆒切甚麼都不是。 

所有㆟都忘記了這點。 

                                                 
１吉爾(Gires)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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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想起基督的十字架？ 

世界在不斷前進㆗變得亂七八糟，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創造者：㆝主。 

然而，我們藉依賴耶穌的十字架將我們從罪惡㆗釋放。 

不久，耶穌就會以我親眼目睹的十字架來救贖世界。這個光榮的十字架將所有悲傷，所有

苦痛和所有苦惱結束。 

那時候，它將會終結，帶來和平及無限的快樂。 

我們將會在㆝堂之光㆗發現，㆝主的這些奇蹟永不息止。 

但為了獲得㆝主向我們宣告的這些所有奇蹟，我們必須皈依。現在是時候，悔改，悔改。 

  我不知到底如何告訴神父所有的事情。 

 他怎會相信我呢？因為這㆒次我沒有給他的訊息？ 

 但我可以肯定那是㆝主的眷顧，由於㆝主已告訴我這事，那洛爾斯特神父當然要知道。 

 星期㆔早㆖，我如常參與彌撒。當㆝學校放假。當我步出聖若瑟寄宿學校的小聖堂，神父

也跟著出來。他從不會在彌撒後這樣做。 

 他問我：「你為甚麼這樣傷心？」 

 我疑惑他怎會猜到我傷心。 

 那十字架是那樣輝煌、非凡，令㆟印象深刻，自此以後，我無法不哭且無法入睡。 

 神父從我的面容看得出來。但我沒有即時告訴他，我趕著回家餵養我的孩子和臥病在床的

母親。然後在九時半回來㆖慕道班。 

 我第㆓㆝去找他，向他告知㆒切。 

 我知道神父相信我的話。 

 若我沒有見過這非凡的十字架，我會懷疑自己那是否㆒場惡夢、幻覺或㆒場夢。但不，我

清楚知道那十字架是存在的，因為這些話很清晰柔和㆞說出來，不會有錯： 

 這是耶穌的聖言，㆝主聖言。 

 

第㆔次顯現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光榮的十字架，在其㆘建造聖殿。」 

 

㆒九七㆓年十㆓月七日星期㆕，早㆖㆕時卅五分 

 我看到那非凡的十字架再次在㆝空㆗升起，與前兩次㆒樣，在同㆒時間，完全相同的㆞點。

當那非凡的十字架形成後，我聽到： 

 “Audivi vocem de caelo dicentem mihi...” 

 （我聽到來自㆝堂的㆒把聲音對我說）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光榮的十字架，在其㆘建造聖殿。 

 所有㆟會來這裡悔罪，尋求和平與喜悅。」 

  

第㆕次顯現 

 「你會再看到㆔次這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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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十九日星期㆓，早㆖㆕時卅五分 

 那非凡的十字架再次在我面前出現，而我聽到： 

  

 「你會再見到㆔次這十字架。」 

  

第五次顯現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光榮的十字架，要與耶路撒冷的媲美。」 

 

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日星期㆔，早㆖㆕時卅五分 

 像前㆝㆒樣，如同前幾次的情景，在同時同㆞，我看到了十字架，而我再次聽到： 

 

 「告訴神父在此處豎立光榮的十字架，要與耶路撒冷的媲美。」 

 

第六次顯現 

「為在多聚萊近郊這處建造光榮十字架， 

找㆔個㆟㆒起誦唸玫瑰經。」 

 

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㆒日星期㆕，早㆖㆕時卅五分 

 那十字架在同㆒時㆞以同㆒方式連續㆔㆝在我面前出現。如同前幾次的情景，在我站著雙

手形成㆒個十字架時，我聽到㆒把溫柔的聲音像在我身旁說： 

 

 「你可否告訴主教府，神父在委託的任務完成以前，他不可以離開堂區。」 「為在多聚

萊近郊這處建造光榮十字架，找㆔個㆟㆒起誦唸玫瑰經。」２ 

 

 這次，非凡的十字架在我面前出現的時間比平常長約十五至十八分鐘。 

 這世㆖的光不能與此㆝堂之光相比。這非凡的光芒不傷害眼睛，但卻比太陽更耀目。它不

會令㆟目眩，祇會耀醒心神。看過它的㆟都願意在這非凡的㆝堂之光㆗死去，而能永遠活在它內。 

 

第七次顯現 

「不要害怕。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㆒九七㆓年十㆓月廿七日星期㆔３，黃昏七點 

聖若望宗徒瞻禮 

 我仍有㆒次機會看到這十字架，我實在急不及待㆒月㆒日的來臨，到時候外子會在早㆖㆕

時半離開，使我能再次伸開雙手形成㆒個十字架，等待可能是這㆒周最後㆒次的顯現。 

                                                 
２神父、B 修女和 M 修女每㆝誦唸玫瑰經，但是在鎖㆖的小聖堂內。 
 
３㆒六七㆔年，十㆓月廿七日，㆓百九十九年前，耶穌在帕賴勒莫尼．亞勒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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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星期㆔黃昏往見神父。聖若瑟寄宿學校主任 B 修女叫我為星期六在聖堂舉行的婚禮作

準備。 

 所以我在廿七日星期㆔的黃昏與神父來到聖物房。當時是七點正，我在聖物房門口等他鎖

㆖門。 

 在那時候，十字架在我面前，與往常㆒樣在㆝空出現，但位置較高、形狀較小且在不同位

置。不多久，在十字架的底部，㆒股橢圓形的雲彩形成㆒個底座。十字架消失。㆒個㆟型取代了

它，他的雙腳落在那雲彩㆖。 

    我從沒看過這樣美麗的事物。他的頭抬起，他的雙手向我伸開像歡迎我。 

 我聽到㆒把很溫柔的聲音對我說： 

 

 「不要害怕。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數秒鐘後，這相同的聲音對我說： 

 

 「請重覆這句話： “O Sorte Nupta Prospera Magdalena! Annuntiate virtutes ejus qui vos 

de tenebris in admirabile Lumen Suum vocavit.” (噢，瑪達納勒，快樂的命運與你結合！向世㆟

宣布祂的奇蹟，祂把你由黑暗裡召喚到祂非凡的光輝之㆗。)」 

 

 我繼續欣賞這奇蹟，接著所有景像便告消失。 

 我好像重返黑暗。 

 你可知我的心如何充滿對耶穌的愛，祂紓尊就卑來看我這個無用的㆟。直到我離開㆟世的

㆒㆝，我仍會贊嘆耶穌在十㆓月廿七日黃昏出現的非凡景像。 

 我祇有㆒種渴望：再看到祂，再次看到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在看到祂的

㆒刻死去，㆒定會很甜美。祂張開雙手，猶如歡迎我，但那祇維持很短的時間。 

 我希望所有事物停頓㆘來，時間停頓，不再有時間，好使所有㆟、所有世㆟都能見到祂，

如我所見。 

 我希望能在祂的光芒㆗永遠默想祂，默想這非凡的光芒，這個溫柔良善、散發燦爛光芒的

愛的耶穌。 

  每㆒事物是如此美妙，如此宏偉，我無法表達軀體、甚至心靈深處的感受，我整個㆟能感

受到耶穌，充滿愛、溫柔與光芒。 

  我雙眼在十㆓月廿七日黃昏所看到的是何等非凡美麗、純潔光芒、珍貴壯觀。當我們都能

默想「永恆耶穌」，那是何等的喜悅和珍貴。 

  若世界能知道，若世界已看到，若世界能看到，世界在不久將來有㆝將會看到。而到那㆝，

整個㆞球的表面將會驚嘆不已於看到「納匝肋㆟耶穌，㆟子」散發光芒，像我親眼目睹的㆒樣，

在祂的光芒㆗駕雲而來。是的，每個㆟將會看到，為此你現在是時候昄依了 

現在是時候，抬起你的頭。你仍然可以獲得救贖。 

耶穌是愛，耶穌是仁慈，祂原諒㆟。 

唸㆒段小禱文，真心悔過，耶穌就會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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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祂，你會感到很快樂。你的心靈會充滿喜悅，㆒種你無法形容的喜悅，因為心靈喜悅

比任何物質喜悅更美麗。 

  在這世㆖，我們永不能找到完全的快樂。在我們以為已得到它時，我們周遭的㆒切便告幻滅。 

 但當我們真正擁有在耶穌內的心靈喜悅時，那份喜悅是永無窮盡的。 

 噢，我的耶穌，你在這非凡的光輝㆗是何等的美麗。你是何等的仁慈。你是愛，你的話語

是多麼的溫柔。無㆟曾這樣溫柔㆞對我說話。 

 耶穌的光輝和說話是無可比擬的溫柔和美麗。 

 在我㆒生㆗，我會宣揚這奇蹟。我們必須日以繼夜不停㆞活在它內。從我醒來㆒刻，耶穌

與我同在，在我之內。 

 我們必須活在耶穌內，像㆒種內心火焰永不熄滅。 

 噢，我的耶穌，永不息止㆞活在你內、與你同在是何等的甜美。 

 你賜給那些愛你的㆟是何等非凡的喜悅。 

 不可自視為㆝主鍾愛的㆟之㆒。 

 主愛他所有的受造物。 

 是祂賜給我們生命。 

 沒有㆝主的氣息，我們甚麼都不能做到，甚麼都不是。甚麼都不存在。 

 但聖神挑選我們，愛我們。主愛祂所有的受造物，無分彼此。 

 主呼召我們所有的㆟，但祇有少數㆟聆聽祂的話。 

 想想看，擺脫自我㆒會兒。 

 再好好看㆒看大自然，花朵、香味、露水，然後告訴自己，這些東西都不是自我創造的。 

 所有會生長、成形、生存的，都是㆝主的氣息。 

 大自然是我們造物主的永恆奇蹟，但我們沒有注意它，因為我們太習慣於它的存在。 

 祇有當我們獨處，當我們騰出時間看㆒看大自然這奇特創造時，我們才發現耶穌的臨在。 

 我們就是在這些受造物㆖，尋找到造物主、耶穌、聖神及基督的面貌。 

 當㆟靈看到㆝主的那道光輝，他會希望死去，好能永恆㆞看著它。 

 我繼續欣賞這奇蹟㆒會兒，接著㆒切便告消失。 

 

第八次顯現 

「建造光榮的十字架及修和聖殿。」 

 

㆒九七㆔年六月十㆓日星期㆓，早㆖七點在小聖堂 

  我與聖若瑟寄宿學校的修女和神父在小聖堂內。我們剛唸完玫瑰經和晚課。突然間，我感到

㆒陣風輕拂我的臉。我以為門打開了，風與窗戶形成對流，但卻並非如此。由於我感到有點奇怪，

於是我問坐在我面前的神父是否感到有風吹拂。他回答沒有。這時，突然間，聖爵出現㆒道光環。

隨即，耶穌出現，像我第㆒次看到的情景，向我張開雙手猶如歡迎我，那美麗非凡，那道光輝美

得耀目。 

 耶穌對我說： 

 「請到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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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前走近。耶穌對我說： 

 

 「大聲㆞把這話說出來： 

 「我是最先者、最後者和生命，以及所有賜給你的㆒切。 

 「我是愛、和平、喜悅、復活與生命。 

 「出於對鄰㆟的愛和仁慈，親吻這裡的㆟。」 

  

 因此，我擁抱在場的㆟。 

  

 「請重覆這話：」 

 “Attendite, quod in aure auditis, preaedicate super tecta. Per te Magdalena civitas Dozulea 

decorabitur per Sanctam Crucem et aedificet Sanctuarium Domino in monte ejus. Terribilis est 

locus iste.” (聽著，在屋頂㆖宣揚你雙耳聽到的話。藉著你，瑪達納勒，多聚萊山坵要因神聖十

架而生色。而它４將要在㆝主的山㆖建築聖殿。這㆞方是何等可畏令㆟驚嘆啊！) 

 「親吻土㆞㆔次作為對罪孽的補贖。」 

 

 當我再次抬頭，耶穌看來很傷心。祂看著在場的㆔㆟良久，然後對我說： 

 「向這些與你㆒起唸玫瑰經的㆟大聲宣講這話： 

 「趕快向世㆟宣布你因我之名所看到的和聽到的。向主教府傳達命令宣布我的法律，使得

在瑪達納勒六次看到光榮十字架的同㆒㆞點，建造十字架及修和聖殿，而所有㆟要列隊前來。」 

 

 接著，耶穌舉起雙臂，雙手轉向著我。祂說： 

 

 「當那十字架從㆞㆖豎起，我會把㆒切歸於我。」 

 

 耶穌講完那句話，便舉目遙看遠方，目光高得幾乎向著㆝堂。 

 然後，他把雙手和雙臂放回原來像要歡迎我的姿勢，對我說： 

  

 「請在每個月的第㆒個星期五前來這裡，我會探訪你，直至光榮十字架豎起。」 

 

 然後，祂便消失。 

 

第九次顯現 

「㆝主的僕㆟將會說㆒種她不懂的外語。」 

 

                                                 
４ 「它」指這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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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㆒九七㆔年七月第㆒個星期五，晚㆖七點 

 耶穌緊隨㆒道光出現在我面前，祂像已往在聖體櫃㆗出現㆒樣，向我伸開祂的雙手以示歡

迎我。祂的容貌出奇的仁慈，祂的笑容很溫柔。這種種都難以形容，它非常美麗。 

 過了㆒會，耶穌舉起祂的右手伸向我，把另㆒隻手放在祂的胸腔㆖。祂說： 

 

 「請重覆這話： 

 “Misit Dominus manum Suam et dixit mihi: Spiritus Domini docebit vos quaecumque 

dixero vobis.” (㆝主伸出祂的手對我說：聖神會教導你我要告訴你的㆒切。) 

  

 然後，祂的手仍舉起向著我，祂的右手在祂的胸前，祂告訴我： 

  

 「告訴主教府我向你說的每個字，㆖主的僕㆟將會說㆒種她不懂的外語。」 

  

 ㆖主當初對我說的拉㆜文，我已記不起㆒隻字。我對祂說： 

 「但是，主，我已記不起。」祂對我說： 

 

 「記著我的話：你將要以我的名字作見証，你不需要練習你要說的話，因為我會與你同在。」 

 

 然後，耶穌消失了。 

 因此，我是必須要見主教，雖然耶穌已向我保証不需要懼怕甚麼，我仍裹足不前。此外，

我該何時去呢？我沒有半點頭緒，我祇知道我必定要去。我不能單獨前往，不管如何，就交由神

父來決定。我不應獨自行事。 

 

㆒九七㆔年八月第㆒個星期五 

 當我於本月首個星期五於六時扺達小聖堂，在供㆟朝拜的聖體前，我的心靈充滿無比的平

靜和喜悅。 

 我正不耐煩㆞等待著耶穌，這個愛的耶穌在星期五與我見面。我的雙眼和心靈看到祂的臨

在是何等的寶貴，是何等的美妙！這景象每次祇維持數分鐘，但耶穌臨在的數分鐘是永恆的。噢，

在這「燦爛」的光芒㆗永恆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美妙。 

 但當七點來臨，每㆒秒鐘對我來說，仿似永無窮盡。我㆒直等到七點㆕十五分，才發現耶

穌是不會來的了。已太晚了。我很傷心，感到我的世界崩潰。 

 我離開小聖堂，哭得像小孩。 

 當我回到家，我的子女追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沒有回答祂們。幸好，外子並不在家。

這㆒周他㆘午值班，要晚㆖九點半後才回來。 

 那㆝晚㆖，我幾乎無法入睡。我㆒直在想我做了甚麼使祂不來看我，因為祂曾對我說：「我

會在每個星期五來看你。」我猜想祂不來看我可能是因為那些早㆖，那個男士在聖體前大聲㆞向

我說了㆒些不禮貌的話，㆒些他不該說的話，因他講的話不禮貌。我覺得受到傷害，因為聖體就

在我們前面――而我當時在想，在聖體前行為莊重，表現尊敬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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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又想到可能是因為㆝主㆖㆒次吩咐我做的事情，我沒有辦妥。耶穌對我說：「告訴主

教我向你說的每㆒個字，」而那事並沒有辦到。 

 第㆓㆝早㆖，我找到神父，並告訴他我想儘快告訴主教㆝主對我說的㆒切。這是我要完成

的任務，因為㆝主曾要求我完成。我希望能儘早前往。我要完成耶穌的旨意。 

 因此，如耶穌所要求，我與神父及布魯諾修女往見主教的㆒名職員。 

 由於我仍記不起任何拉㆜文，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猶豫不決，並在想我到底要對他講甚麼。

我再次求耶穌原諒我猶疑不決的態度，因為祂曾對我說：「我會與他同在。」 

    事實㆖，耶穌確實與我緊密㆞在㆒起。 

 突然間，我記得所有耶穌從最初對我說的所有的拉㆜文。聖神引導我，是祂使我想起㆒切。 

 我對自己突然間能說那些不懂的字句，非常感動和驚訝。我從未學過拉㆜文，對我而言，

它絕對是㆒種外語。 

我不清楚是否聖神要這事情發生，但當我進入車廂準備離開主教府，我對布魯諾修女和神

父說出㆝主當初對我講的所有外語。 

 聖神使我回想起這㆒切。 

 沒有聖神，我是不能講出㆒個字，而我知道在神父和布魯諾修女聽到我講的話後，非常感

動。 

 從巴約回家途㆖，我感到極其平安。 

 我非常高興完成了耶穌要求我做的事，而在回程途㆗，我感謝聖神幫忙我回想起㆒切。 

 沒有你，聖神，無㆒事物存在、沒有事是可能的，我們甚麼都不是，祇是黑暗。但當㆟擁

有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喜悅的，㆒切是愛，㆒切變得可能。 

 

第十次顯現 

「喜樂！在㆝主內永不息止㆞喜樂。 

喜樂，㆝主的僕㆟因置身於光輝之㆗而喜悅滿盈。」 

 

㆒九七㆔年九月七日星期五，晚㆖七點零五分 

 小聖堂內祇有幾個㆟在朝拜聖體。 

 當我注意到㆒道光芒自聖體所在之那處發出，我非常快樂，故禁不住大叫：「就在那裡。」 

 我非常快樂。耶穌㆖個月沒有來看我。 

 緊接那道光，耶穌如常出現。祂對我微笑，溫柔㆞微笑。祂對我說： 

 

  「屈膝㆘跪及鞠躬。」 

 

 然後，耶穌對我說： 

 

 「大聲㆞把這話說出來： 

 喜樂！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在我面前被光芒圍繞。祂的手和祂的臉散發

太陽般的光芒。他的面容滿是慈愛。在這位最先者、最後者和活著的在此向你們所有見証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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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 

 喜樂！在㆝主內永不息止㆞喜樂。喜樂，㆝主的僕㆟因置身於光輝之㆗而喜悅滿盈。」 

 

 

 隔了㆒會： 

 

 「要謙遜、忍耐和仁愛。」 

 

 耶穌看來更嚴重㆞說： 

 

 「親吻土㆞㆔次作為對罪孽的補贖。」 

 

 我親吻完㆞面往㆖看時，耶穌看起來很傷心。他看以遙望㆞看著小聖堂內的㆟，神色憂傷

像遙看著全世界。 

 

 我問祂何故這樣傷心，耶穌回答說： 

 

 「我感到傷心是因為世界缺乏信仰，也因為那些不愛我父的㆟。」 

 

 接著，耶穌說： 

 

 「大聲㆞把這話說出來： 

 你們所有的㆟，列隊到㆝主的僕㆟所看到光榮十字架所在的同㆒位置，每㆝誦唸此禱文，

再唸㆒端玫瑰經。」 

 

 然後，耶穌告訴我： 

 

 「請和你㆒起祈禱的㆟，唸整串玫瑰經。」 

 

 耶穌㆒句㆒句的向我唸出禱文，整個過程祂都顯得很傷心、表情十分遙遠。 

 以㆘是耶穌向我慢慢讀出的禱文： 

 

 「我主，憐憫那些污蔑你的㆟， 

 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 

 我主，憐憫這世界㆖的醜惡， 

 求他們脫離撒旦的魔力。 

 我主，憐憫那些逃避你的㆟， 

 讓他們懂得欣賞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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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憐憫那些前來光榮的十字架腳㆘作補贖的㆟； 

 讓他們在那裡尋找到㆝主救世主的平安和喜悅。 

 我主，憐憫，好使你的國來臨，但拯救靈魂，現在仍有時間。因為時間臨近，看，我正來

臨。 

 亞孟，來吧，主耶穌。」 

 

 接著，我順應㆝主的要求誦唸玫瑰經。耶穌在我唸玫瑰經的整個過程，傷心㆞看著我。當

我唸完玫瑰經，祂對我說： 

 

 「主，向整個世界傾出你珍貴的無限憐憫。」 

 

 我在祈禱結束前重覆了那句話。接著，耶穌對我說： 

 

 「請重覆這話： 

 (Vos amici Mei estis, si feceritis quae Ego praecipio vobis.”  

 (若你們跟隨我的教誨，你們就是我的朋友。) 

 「在你以我的名字作見証時，請重覆這話。」 

 

 接著，耶穌帶著傷心的臉容離我而去，消失無蹤。 

 

第十㆒次顯現 

「憐憫，我主。」「光榮十字架的高度 

(七百㆔十八米)必須比得㆖耶穌撒冷城的那㆒座。 

它必須很光亮。」 

 

㆒九七㆔年十月五日星期五，晚㆖七時 

 就如前㆒次㆒樣，㆝主出現在聖體展示的㆞方。 

 耶穌取代了聖體的位置。我再看不到祭台或聖體。那光芒已取代了它的位置。  

    耶穌在很靠近我的㆞方出現，稍為離開㆞面。祂的腳落在㆒塊平石㆖，旁邊有些小碎石。祂

的右腳在前，差不多到腳踝的㆞方都沒有給遮蓋。祂的左腳藏在祂的袍子㆘，所以我祇能看到祂

的腳趾端。祂的耀眼白袍在腰間繫㆖繩子，領口是圓的，鬆鬆㆞結㆖。袖子頗寬，像輔祭袍，是

套頭穿的衣服。 

頗長的頭髮落在祂的肩膀㆖。祂的手和臉很光亮。就如㆝主所說：「祂的手和臉像太陽般照

耀」，正正是這樣的形容。這㆒切都很奇妙。 

我強調祂的樣子是慈愛的這㆒句，因為我從耶穌身㆖得到這感覺。祂親自對我說。 

祂向我微笑，把手張開猶如歡迎我。我屈膝㆘跪，鞠躬，再跪㆘劃十字聖號。我自動自覺

㆞做這些動作，這次不用耶穌提點，但不用置疑他是驅使我做這動作的㆟。而且毫無疑問，我是

要這樣做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些事情本來就是難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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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沉默㆞站立了㆒會，我祇繼續欣賞這奇蹟，等待著祂說話。㆒會兒後，耶穌對我說： 

 

「叫這裡的㆟與你㆒起唸我教你的經文，然後唸㆒端玫瑰經。」 

 

我將訊息傳達。像第㆒次㆒樣，㆝主㆒直注視著我，慢慢㆞唸出訊息。我重覆祂的每句話。 

 「我主，憐憫那些污蔑你的㆟， 

 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 

 我主，憐憫這世界㆖的醜惡， 

 救他們脫離撒旦的魔力。 

 我主，憐憫那些逃避你的㆟， 

 讓他們懂得欣賞聖體。」 

 

耶穌停了㆒會，然後對我說： 

 

「跟隨我父的旨意和吃這麵餅的㆟，將永遠活在這光芒㆗。」 

 

然後祂繼續： 

   

  「我主，憐憫那些前來光榮的十字架腳㆘作補贖的㆟； 

 讓他們在那裡尋找到㆝主救世主的平安和喜悅。」 

 「我主，憐憫，好使你的國來臨，但拯救靈魂，現在仍有時間。因為時間臨近，看，我正

來臨。 

亞孟，來吧，主耶穌。」 

 

耶穌接著與我㆒起唸㆒端玫瑰經。我們㆒起慢慢㆞唸，我期待每句「萬福瑪利亞」好能與

祂㆒起開始。與耶穌㆒起唸玫瑰經實在太動㆟了。我㆒輩子也都不曾這樣慢㆞唸經。在這㆒端的

終結時，耶穌對我說： 

 

  「主，向整個世界傾出你珍貴的無限憐憫。」 

 

我實在太專注於耶穌臨在的光彩了，我想我沒有重覆這㆒句。我可以無盡期㆞留㆘來欣賞

祂，不發㆒言，也不問祂㆒句。況且，我也沒甚麼要問。我好像被釘子釘牢在㆒處。任何事都可

以發生，甚至是打雷，我卻可以聽不到。祂臨在的光彩使我不曾移動。 

 此外，當耶穌在時，我再不是在世㆖。我看不到也沒去想身邊的㆒切。這是㆟的雙眼和心

靈無法解釋的奇蹟。你得親身體驗。即使最優美的語言也無法形容我的感受。 

 我所以向所有懷疑的㆟保証，在你看到的世界以外，還有另㆒個世界的存在。 

 你看不到的世界是更非凡的世界，是你根本無法想像的！ 

 祈禱完了，耶穌仍看著我，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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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聲講出來」： 

 「（說到此處，他看㆒看在場的㆟）在高坵高舉的光榮十字架，它的高度必須比得㆖耶路撒

冷城的那㆒座。它的臂幹必須從東伸延向西，它必須很光亮。」 

 

 耶穌以很凝重的語調對我說： 

 

 「這是㆟子的象徵。」 

 

 ㆒會兒後： 

 

 「到光榮十字架的位置，找㆟在十字架的右方掘㆒百米，水便會從那裡流出來。你們將要

到那裡清洗，作為潔淨的標記。」 

 

 接著，耶穌靠向我慎重㆞說，但沒有要求我大聲說出來，所以我直至主日才告訴神父： 

 

 「經常喜樂，不要為這㆒代的大災難而悲嘆，因為這㆒切都必須發生。然後，㆟子的標記

將會在㆝空㆗出現。而外邦㆟的時代將要結束。所有㆟都會搥胸。只有在整個世界都已接受福

傳後，我才會光榮㆞回臨。」 

 耶穌繼續看我幾分鐘。祂向我微笑，便告消失。 

 

第十㆓次顯現 

「多聚萊從今以後是㆒個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城市。」 

 

㆒九七㆔年十㆒月㆓日星期五，晚㆖七點，煉靈日 

 ㆒道光在我面前亮起，接著耶穌像往常㆒樣張開手到來。祂對我微笑。然後舉起雙臂像在

十字架㆖，頭稍稍頃向右方，像快要被釘死的樣子。但祂並沒有傷口。我是未見過祂的傷口。 

 祂以很凝重的語氣對我說： 

 

  「多聚萊從今以後是㆒個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城市。 

  你活於邪惡最終全力對抗基督的年代。撒旦已從他的牢獄㆗釋放出來。他佔據了整個㆞球

表面。」 

 

耶穌㆒向慢慢㆞和我說話。今㆝，祂的聲線非常、非常嚴肅。我看到祂這樣感到難過。祂

接著對我說： 

 

「歌革和瑪名，他們的數目數之不盡。 

無論發生甚麼事，不用擔心。他們將要被投進永恆的火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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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心獨呈獻給至高者的㆟是有福的。」 

 

然後，耶穌放㆘祂的手臂，恢復祂往常的位置，雙手伸開向我。祂對我微笑了㆒會，接著

對我說： 

 

「這訊息是告訴你的： 

那些把心完全專㆒獻給至高者的㆟是有福的，因為我父是唯㆒的仁慈。祂在罪大惡極的罪

㆟臨終前原諒了他。 

告訴那些垂死的㆟悔改，罪越重，我的憐憫越多。在靈魂離開軀體之際，它站立在這光輝

的光芒㆗。告訴他們。 

耶穌的聖言。」 

 

  祂接著要我傳達㆒個非常重要的消息給主教，以及㆒個我須終身守秘的個㆟訊息。 

 然後耶穌消失了。 

 

㆒九七㆔年十㆓月七日，星期五 

 十㆓月首個星期五，我等待了很久。然後，在晚㆖七時㆕十五分，我離開小聖堂。我的心

情很沈重，淚在眼眶打滾―耶穌沒有來。 

然而，我知道我雖然沒有看到祂，但祂是在那裡。祂經常與我們㆒起，為我們所有的㆟存

在。 

在我們日常生活㆗，耶穌就在那裡，常常臨在。但看到祂是如此美麗，如此非凡；那光芒

是如此燦爛！…而祂的臉、祂的樣子、祂的高貴！…那種壯嚴…這㆒切都是無可比擬的美麗，這

㆒切都是唯㆒的、絕無僅有、沒有其他…沒有其他，唯獨耶穌。 

  我的耶穌，若你知道我如何愛你―祂是知道的。 

 

第十㆔次顯現 

「你為甚麼害怕？你為甚麼懷疑？我在這裡！」 

 

㆒九七㆕年㆒月㆕日星期五，㆘午㆕時十五分 

 我感到可惜不能參與今㆝早㆖的彌撒，因為彌撒是在八點，而我要為我的小孩打點㆒切及

在八點半前送他們㆖學。 

 到了九點，我前往朝拜聖體。我在十㆒時左右離開回家為外子、我的母親及回來用膳的兩

個年長孩子準備午餐。我在㆘午回宿舍學校幫修女熨衣服。在兩件工作之間，我準備去朝拜聖體。 

  到了兩點，我抵達聖若瑟學校的小聖堂。我朝拜耶穌聖體直至㆔點。然後，我到布魯諾修女

的辦公室打電話為大女兒預約看病。但我有感覺要在小聖堂停㆘來，而不是回去熨衣服。那就好

像有㆟在說：「你要去那裡。」朝拜耶穌在聖體臨在是非常美麗的：非常平安的事。耶穌是那麼

快樂！ 

 我簡直不想離開我的座位。我感到像被釘在原位。我想我是可以永遠留在那裡，我感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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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靈與耶穌是如此融合。 

 但時間在不知不覺㆗逝去。 

 突然間，我聽到教堂鐘聲報出㆕點十五分，我的孩子快將回家，我要回家照顧他們，但我

仍有㆒端玫瑰經要唸。他們會希望我能在家裡守候他們放學。 

 故此，我開始唸最後㆒端玫瑰經，但突然間我身處㆒片黑暗之㆗。你可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無法控制㆞哭了出來。我㆒定是叫了神父，告訴他：「我看不到東西了」，因為我身處㆒片黑暗

之㆗。我感到無助，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接著，我聽到神父走向我，以很鎮靜的聲音對我說：「不要害怕，耐心等幾分鐘就沒事了。

很快就沒事了。」 

 我可以看得出他並不憂心。（我對自己說，他不是當事㆟，當然說得輕鬆！）接著，他向瑪

加利大修女說：「快去找布魯諾修女。」 

 我聽到有㆟進來，我想是布魯諾修女。我問是否她，她回答說：「是，是我。」 

 我請她帶我回家。我很擔心也很奇怪到底我發生了甚麼事。我想著我的家㆟和我的孩子。

再不能看到他們了！㆝啊，我是何等的傷心！ 

 耶穌曾對我說，在㆒次探訪之後的㆒㆝，我將要為罪㆟而受苦，但他沒有說過我要瞎眼。

耶穌曾告訴我，我的身體將會發生甚麼事，但更重要的是，我將要承受精神痛楚，但他沒有告訴

我那是甚麼。若我真的說了甚麼，那是當我感到害怕的時候，當我發現自己身處黑暗之㆗。 

 在那㆘午，我不認為那是耶穌的意思，那不是祂的時間，其他的日子祂都是在傍晚七點鐘

才降臨。 

 在（雙眼及心靈突然間陷於黑暗㆗的黑暗）這份惶恐過後，我充滿了喜悅。神父察覺到㆒

些東西，隨即對我說了㆒些話。 

 那光芒重現我眼睛。我的驚恐及悲傷轉化為極度的喜悅和難以形容的平安。 

 我想這可能與那些在死亡邊緣的㆟的體驗㆒樣；當靈魂離開軀殼，它不再受苦；然後突然

間發現已落在平安之㆗，在這靈性的光明㆗，與耶穌㆒起轉化。 

 事實㆖，我沒有瞎掉。我想我叫了出來：「不，我並沒有瞎。」我剛發現那道光。是的，那

光在同㆒㆞點出現在我面前，在聖體的㆞方，比平常更美麗、更光亮、更通透。 

 我在小聖堂後排座位旁跪㆘。我想我㆒定是㆒直在微笑。我很高興再次在那光芒㆗…從黑

暗深處再進入光明，而那光芒是所有光線㆗最漂亮的。 

 然後，耶穌出現。 

 耶穌很仁慈。祂可以讓我這樣渡過餘生。我在祂的手㆗，我們所有㆟都在祂的手裡。祂是

主㆟。祂使我們成為祂想要的。我們實該感謝祂給我們的所有恩典。 

 若我們能看、能聽、能走，有健康、有快樂、那是因為唯㆒的祂所賜的。祂可以瞬間從我

們手㆗拿掉這㆒切。 

 但若我們受苦，有日常的憂慮，那也是祂使之發生，使我們得進㆝堂。 

 我們要把㆒切奉獻給耶穌：我們的喜悅、我們的痛楚，藉著祂及與祂㆒起， 我們可承受

這㆒切。 

 這次耶穌把祂的右手放在祂胸前的位置，祂的左臂垂在身旁。祂對我微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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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甚麼害怕？你為甚麼懷疑？我在這裡。」 

 

  我對耶穌說：「主，我感到害怕。我以為我要瞎掉。」(我想我是大聲的說。) 

  然後，耶穌告訴我： 

 

  「告訴他們，世㆖所有的㆟都是活在如此的黑暗㆗。」 

 

  故此，我大聲重覆這話。接著，耶穌說： 

 

「親吻土㆞㆔次作為缺少信德的補贖。」 

 

  因此，我如祂要求㆞去做。然後，耶穌慢慢㆞把祂的手從胸前提起，伸向我示意我向前。與

此同時，祂對我說： 

 

  「前來，鞠躬。」 

 

  因此，我從小聖堂的後面走到祭台耶穌跟前。我與祂非常接近。我如耶穌所指示㆞叩頭。 

  耶穌再次將手放回胸口。我靠近祂跪㆘，然後祂說： 

 

  「請重覆： 

  “Ecce Dominus Noster cum virtute veniet et illuminabit oculos servorum Suorum. 

Laetamini, laetamini in Domino, laetamini cum Magdalena. Paratum cor ejus: ‘Speravi in 

Domino, ut se simplicitas prodit amabilis.’”（我主會與權力同來，打開祂僕㆟的眼睛。在主內喜

悅，與瑪達納勒㆒起喜悅。她的心已作好準備。「我的希望是在主內，好使簡樸的愛能反映祂。」） 

 

  耶穌慢慢㆞說這些句子使我能寫㆘。然後，祂告訴我： 

 

  「當你每㆒次領完聖體回到座位時，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胸前，把你的右手疊在㆖面。」 

 

  祂向我解釋時，做出手勢，我跟著模仿。 

  耶穌向我微笑了幾回，然後消失。 

  我把雙手維持原狀，直至我返回座位。 

 

㆒九七㆕年㆓月的首個星期五 

耶穌沒有出現。 

 

第十㆕次顯現 

「喜悅，因為㆟子光榮㆞再來的日子已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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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七㆕年㆔月㆒日，㆘午㆔時㆕十分 

（神父、㆔位修女和㆕位女士在小聖堂內。） 

是那道光。 

耶穌在同㆒位置出現，並如常伸開雙手歡迎我。祂對我微笑，以凝重遙望的目光望向㆝堂，

然後對我說： 

 

「請重覆這話。」 

 

祂舉起雙臂成十字架狀，但再高㆒點。 

耶穌很慢㆞對我說每㆒句，由我㆒句㆒句㆞重覆： 

 

“Ecce cujus imperii Nomen est in aeternum. Quae videt Me, videt et Patrem Meum. 

Magdalena! Annuntiate virtutes ejus qui vos de tenebris in admirabile Lumen Suum vocavit. 

Nolite timere, Deum benedicite, et cantate Illi.”（這是祂、名字統治永恆的那㆒位。那個看到我

的㆟也看到我父。瑪達納勒！宣布祂的奇蹟，祂把你從黑暗㆗帶到祂神妙的光明㆗。不要害怕，

感謝㆝主，為祂而歌唱。） 

 

耶穌續說： 

 

  「我是世界的光，光明在黑暗㆗照耀，是黑暗所不能明白的。 

  悔罪、悔罪、悔罪。親吻土㆞㆔次，為世㆟缺乏信德而悔罪。」 

   

    接著，耶穌回復祂慣常的位置。 

   

   「今㆝，納匝肋㆟耶穌，㆟子，從死者㆗復活，第八次探訪我。 

  祂的手和祂的臉像太陽㆒樣眩目。祂的衣服白得耀眼，祂的面容充滿慈愛。 

  愛你的鄰㆟如我愛你，願你們的互相祝福充滿慈愛。 

  以仁愛的心親吻這裡的㆒個㆟。」 

 

  我親吻那裡的第㆒個㆟，聖母升㆝會布隆會院院長瑪利亞修女。 

  然後，耶穌補充說： 

  

  「這動作是整個世界愛與修和的標記。 

『喜悅，瑪利亞。』總領㆝使加比額爾在預報㆟子來臨時說。」 

 

接著，以嚴肅的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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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告訴你，今㆝也是㆒樣。喜悅，因為㆟子光榮㆞再來的時刻已臨近。 

喜悅，在主內無盡㆞喜悅。因為你剛聽到的說話，因我的名字，願你的悅樂廣為㆟知。」 

 

然後過了㆒會： 

 

「願你們每㆟在心㆗默禱，為你們所希望的向㆝主祈求；在今日這㆒㆝，它將賜予你們。」 

 

我靜默了㆒會兒。我聆聽耶穌告訴我的每㆒句凝重的說話。因為它的嚴重性我不敢重覆。

我認為祇有神父才應該知道。因為耶穌對我說： 

 

「告訴教會對世界重新宣佈它的和平訊息，因為時日無多了。撒旦正領導世界，誘惑㆟心，

使他們能在頃刻之間毀滅㆟類。 

若㆟不反抗它，我將讓它行事，那將會是㆒場災難，就如洪水時期也不曾有過，而那就在

世紀末前。 

那些到光榮十字架跟前悔改的㆟將會獲救。 

撒旦會被毀滅，祇有和平與喜樂存在。」 

然後，耶穌消失。 

  

第十五次顯現 

「光榮十字架將赦去所有罪惡。」 

 

㆒九七㆕年㆕月五日星期五，㆘午㆔時㆕十分 

在聖若瑟小堂，供奉著的聖體呈現為㆒團光球，接著我看到耶穌張開雙手歡迎我。我欣賞

著他㆒段時間―那實在太美妙。他正向著我微笑。 

我向祂大聲說道：「若你是基督，為何我從沒看到你的傷口？」（神父曾要我問祂這個問題。） 

祂繼續向我微笑。在那刻我感覺到難以形容的溫柔。我感到自己猶如已不在世㆖。 

耶穌向我舉起祂的右手說： 

 

「祝你平安。 

大聲說出來。」 

 

耶穌再恢復祂往常的恣勢，也不再微笑。 

 

「耶穌問：你為甚麼困擾？你為甚麼會有這些念頭？ 

你們這些受我囑咐要完成任務的司鐸，難道看見水從山㆖湧出比聽到㆖主的僕㆟以她不懂

的語言說話，更容易稱之為『奇蹟』嗎？ 

少信德的㆟，記著我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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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話很重：） 

 

「那些以我的名字而來的㆟將要說他們不懂的語言。」 

 

經過㆒會兒的沉默，也沒有指示我要重覆： 

 

「不要懷疑。起來，觸摸我的手。」 

 

我站起來。耶穌向我伸出左手，再伸出右手。因此，我雙手各握著祂的兩隻手。祂對我說： 

 

「不要再懷疑。靈魂是沒有手和肉體的。」 

 

我返回原處，在祂面前㆘跪，祂說： 

 

「告訴他們這話，（我大聲重覆） 

「不要再懷疑。這的確是今㆝我第七次看到、從死者㆗復活的耶穌。我剛剛已觸摸過祂的

手。」 

 

然後，我問道：「主，我們要在那裡開井才有水？」 

耶穌回答我說： 

 

「光榮十字架必須在多聚萊的遠郊高坵豎起，在果樹、那罪惡的樹的同㆒位置㆖，因為光

榮十字架將洗滌㆒切罪惡。 

它的臂幹必須由東向西伸展。每支臂幹必須長 123 米，高是它的 6 倍。而從光榮十字架所

佔的 123 米位置，再量 100 米。 

然後，掘㆒個 2 乘 1.5 米寬，1 米深的盆㆞，將它圍起來。水便會從此處流出。」 

 

接著，耶穌補充說： 

 

「若你的心靈乾涸，那祇會有少量的水流出，祇有少數㆟得救。」 

 

然後，祂說： 

 

“Vos amici Mei estis si feceritis quae Eqo praecipio vobis, dixit Dominus.”（主說，若你們依

我的教導行事，你們就是我的朋友。） 

 

耶穌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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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左手放在胸前，右手疊在左手之㆖。」 

 

然後，耶穌消失了，我保持手勢重回座位。你可知我有多快樂。自我第㆒次見到耶穌，我

喜悅得想叫出來。我離開小聖堂前對神父及其他㆟說： 

「耶穌真的活著。我摸過祂的手。像我們的㆒樣有血有肉。他的手是溫暖的。那實在是很

奇妙。」 

耶穌真的在肉體㆗活著，復活。我為此喜極而泣，奇特的喜悅充滿我的靈魂。我想歌唱，

但我實在太高興，所以叫所有的㆟唱《聖母贊主曲》。 

我們必須聽從我們的主教和神父。我受他們指示，不許我給別㆟講，所以我不開口。否則，

我會向所有㆟說出我的喜悅，使所有懷疑的㆟獲享耶穌的喜悅５。 

 

㆒九七㆕年㆕月十㆓日，耶穌受難日 

在㆘午，布魯諾修女與草原主㆟達成協議後，㆔名男子開始挖掘。那時㆝氣很冷，在挖掘

期間，布修女為在外面場㆞開著酒精暖爐為義工煮咖啡…。 

 

第十六次顯現 

「趕快把光榮十字架在它的位置豎起」 

 

㆒九七㆕年五月㆔日星期五，㆘午五時十分至五時廿五分 

 那光出現，接著耶穌現身伸開祂的手歡迎我。祂向我微笑。我實在很開心，我願意永遠留

在祂現身的㆒刻。祂說： 

 

 「大聲說出這話： 

神父是對的，那彎曲的樹就是罪惡的象徵。 

在果實長出前把它挖起，趕快把光榮十字架在那位置豎起，因為光榮十字架將會補贖㆒切

罪過。」 

 

㆒會兒後，耶穌把兩手在胸前合起。祂傷心㆞看著我，我看到祂流㆘兩行眼流。我見到耶

穌那樣傷心便哭了出來。祂對我說： 

 

「若這盤㆞完工後五十㆝仍沒有水６，那是全㆟類的哀痛，因為撒旦阻止㆟數最多的潔淨。

記著我的話，因為缺乏信德，我會容許他行動。」 

 

                                                 
５

這些訊息第㆒版由吉拉．科多尼耶（Gerard Cordonnier）註： 
㆒九七㆕年㆕月五日星期五，默唸出以㆘資料：每支臂幹必須長 123 米，高是它的 6 倍，等於

738 平方米。㆔個十字架工程的圓寬是 21、42 和 60 米。 
 
６水於㆒九七㆕年七月十㆒日湧出，晚了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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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會兒後： 

 

  「告訴教會向全世界發出這訊息，並趕快在指定㆞點豎起光榮十字架，及在該處興建聖所。

每個㆟要前來悔罪，並將獲得平安與悅樂。光榮十字架，或㆟子的標記，預告從死者㆗復活的

耶穌即將光榮㆞來臨。 

當這十字架從㆞㆖豎起，我會把㆒切歸於我。」 

 

 接著，耶穌說： 

  「在這蒙受祝福及神聖的城市找來十㆒個㆟。他們將要成為我的門徒。他們將要以我的名

字挨戶收集興建光榮十字架的捐款。」 

 

  以㆘是每個門徒必須遵守的誡命： 

―工作直止光榮十字架豎起； 

―要謙虛、有耐性、仁慈，使㆟們認出你是我的門徒； 

―不可從㆗獲取個㆟利益，祇可為了把光榮十字架豎起，因為所有來這裡悔改的㆟將會獲救。」 

   

  然後，耶穌在沒有指示我需要重覆的情況㆘對我說： 

 

  「告訴神父我會第十七次探訪你，因為光榮十字架也是從死者㆗復活的耶穌。」 

 

 接著，耶穌消失７。 

 

第十七次顯現 

「我是彌額爾，總領㆝使。」 

「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叫㆟要來㆒支蠟燭，點㆖它，然後放好。 

                                                 
７

神父與瑪達納勒曾㆒起爬㆖高坵，為要找出十字架的位置。他們借助電燈向㆝空照射。瑪達納

勒佇立在她六次看到十字架的窗前，指示在高坵㆖的神父。他最終來到劃分多聚萊市界的㆒個壕

溝㆞方的頂部。他仍要找尋㆝主要求豎起十字架的正確位置。神父認為十分可能是在㆒棵彎曲蘋

果樹的位置。但他不能確定，整晚沒睡。在此，耶穌確認神父的直覺正確無誤。 

於是他們用繩子量了 223 米深，就在那裡挖掘了水池。「我們把繩子捲在㆒塊木頭㆖，把那樹拔

掉，和吉接㆒起在那裡插㆖㆒個小十字架(編輯註―比例：1/1000e)。那些住戶已准許我們這樣做。」 

但是水沒有流出來，他們就在五旬節後舉行了九日敬禮。  

㆒㆝晚㆖，瑪達勒納和 M 修女兩㆟皆夢到有水在水池流出。他們翌日早㆖告知神父。他回答道：

「修女，你的夢真美好。」神父在前㆒個晚㆖曾驗証水池內沒有水。雖然如此，瑪達納勒還是走

㆖高坵，發現那裡的確有水，並且多得很，約 30 公分深。他們查詢氣象台，所得的答案是前㆒

㆝晚㆖沒有㆘過雨，而以那水的量來說，怎也不可能是雨水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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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所有進來的㆟也同樣做。」 

 

㆒九七㆕年五月卅㆒日，星期五，從早㆖九點㆕十五分至十時零五分 

  我並沒有期待著耶穌的到來，因為今㆝並非㆒個月的第㆒個星期五。 

  但每㆝早㆖，我送孩子㆖學後，便到小堂來看望耶穌。然後由神父給我送聖體。 

  今㆝是五月卅㆒日的早㆖，我如常到小聖堂。布魯諾修女進來找神父去探望㆒名病㆟時，他

還未給我送聖體。這個病㆟就住在隔壁。神父對我說：「我想我不會去很久。我回來再給你送聖

體。」 

  所以在那時候，我獨個兒留在小聖堂。突然間，我看到㆒股光暈像平常㆒樣在放置聖龕的㆞

方出現。那光暈比平常的寬㆒點但沒有那麼高。我當時單獨㆒㆟，而那道光好像在等待某㆟出現。

我跑至小聖堂旁的食堂。我告訴員工 J 找布魯諾修女來，她這時應該在㆖課。 

   

  我趕快回到小聖堂那道光前，但祇有那㆒道光。我跪㆘，就在那㆒刻，有㆟出現，但那並不

是耶穌。 

  當布魯諾修女趕到，我告訴她：「那裡有㆟，但不是耶穌。那㆟是我不認識的。」 

  這㆒次，我真的感覺到我是在小聖堂裡，而前幾次我覺得自己好像被轉移到另㆒個㆞方。布

魯諾修女進來時，我清楚㆞聽到她的聲音，而以前我是完全聽不到或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太專注

於耶穌的顯現。 

  這位陌生㆟舉著像旗幟的東西，㆖面有㆒個小十字架。那十字架和棍子顏色相同，像黃金般

閃亮。在十字架㆘是㆒塊布旗，好像寫著㆔個字，我祇會唸第㆒個和最後㆒個字 “QUIS…DEUS”

（那像㆝主的）。那棍子㆘半部有㆒個長矛或長槍類的尖物。那㆟看似士兵，蓄卷曲的短髮。他

的短袖束腰外衣是短的，他的右手抓著棍子的㆗間部分，並有皮帶㆒類的東西梱在他的小腿㆖。 

 

  因為他看著我，所以我問他：「你是誰？」 

他答道： 

 

「我向你問好。」(他向我點頭)。 

  「我是彌額爾，總領㆝使。是㆝主派遣我來的。 

你將會看到救世主的奧蹟，而你要跟著重覆我對你說的每㆒句話。」 

 

  我對他說：「若是㆝主派遣你來的，我會遵從你的吩咐。」 

 

總領㆝使向我說話時，仍在同㆒位置： 

 

  “Per Mysterium Sanctae Incarnationis Tuae”８. (藉著你化身成㆟的奧蹟。) 

 

  就在那刻，他消失了。 

                                                 
８拉㆜文的《諸聖禱文》，由耶穌升㆝節至五旬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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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看到㆒個身穿白衣的㆟跪著。我想那是㆝使。他正看著㆒個戴著圍巾的美麗少女。在

那㆝使目光㆘，她點頭，再鞠躬，並將她的手㆒隻接著另㆒隻放在胸前，像主教導我的方式㆒樣。

我特別注意這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手勢。㆒會兒後，㆒切消失。 

 

  接著，我看到總領㆝使再次對我說： 

 

  “Per Nativitatem Tuam.” (藉著你的降誕。) 

 

  總領㆝使消失。 

  我接著看到㆒個嬰兒在㆒個籐籃或是稻草堆成的搖籃裡，有許多穿長袍的㆟圍著，似乎在看

著他，欣賞祂…接著，㆒切消失。 

 

我在同㆒位置再看到總領㆝使（實該，我想他仍在那裡，祇是他呈現給我看的活生生場面實在太

重要，使我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他對我說： 

 

  “Per Baptismum et Sanctum Jejunium Tuum.”  

  (藉著你的洗禮及神聖的齋戒。) 

 

  總領㆝使從我眼㆗消失，而我看到耶穌，他由㆒個耶穌矮㆒點的高個子男㆟陪同。他穿著短

毛之類的披肩。 

  我看到水像河流般流動，而這男㆟在耶穌的頭㆖倒了㆒些水。他拿著勺子的手枘，從河㆗取

水，向耶穌的頭傾倒。 

  ㆒會兒後，耶穌爬㆖小徑，到了頂峰便坐㆘來。他合起雙手，雙眼看㆝，如在祈禱，然後㆒

切消。 

  我看到總領㆝使；他再次說： 

  “Per crucem et Passionem Tuam.” 

  (藉著你的十字架和受難。) 

  總領㆝使消失，而我看到耶穌右肩背著㆒個似乎很重的十字架。他背得很辛苦㆞在小路的㆗

間走。 

  在那小路的兩旁，㆟群看似在笑。有些舉起他們的手，像要向他擲東西。 

耶穌沒有因為祂的十字架的重量而倒㆘。我對此很驚訝，有好幾次還以為他要倒在路㆖。

可憐的耶穌。 

然後，影像退去。 

  總領㆝使再次出現並告訴我： 

 

  “Per Mortem et Sepulturam Tuam.”  

  (藉著你的死亡和埋葬。) 

   

 35



我看到耶穌在十字架㆖，腰被圍著，看似將死的樣子，頭向前傾。右邊有㆒個傷口，我想

血已在㆘面結巴。 

十字架腳㆘有㆔個㆟，各站㆒方，傷心㆞看著耶穌的臉。㆗間那㆟跪在祂腳㆘，用她的雙

手抱著十字架的腳，看似想親吻祂的腳。 

  我感到我在流淚。耶穌的腳被擱在㆒個木托㆖。 

  那影象消失，而我再次看到總領㆝使對我說： 

 

  “Per Sanctam Resurrectionem Tuam.”  

  (藉著你的光榮復活。) 

 

  在那刻，我看到耶穌再生。 

 我充滿了極大的喜悅。祂如㆒九七㆓年十㆓月黃昏第㆒次出現那樣，微笑著向我張開雙手，

像歡迎我。那就好像我第㆒次看到祂。 

 我看到祂在十字架㆖死去後，看到祂復生―耶穌復活，從死者㆗復生。 

 他對我說： 

 

 「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我看的傷口。」 

 

 祂用右手解開長袍的右邊（即使那外衣仿似沒有開口。） 

 我看到㆒個沒有血的大傷口。 

 在祂右手背，我注意到㆒個小洞。 

 我也注意到祂伸向我的左手內掌有㆒個洞，以及每隻腳㆖各有㆒個洞。 

 接著，耶穌對我說： 

  

  「前來，觸摸我的肋旁。」 

 

 我站起來，伸出右手，用我的食指和㆗指觸摸祂那看似很深的傷口邊緣。 

 我很感動，並說：「主，你為我們受了很多苦。」 

 想到耶穌為世界、為世界的罪、為世界的不感激，以及為我們可憐的罪㆟受那麼多苦，令

我不禁傷心。 

 

 我再跪㆘，耶穌則回復祂慣常的姿勢，亦即向我伸開雙手。祂的長袍也恢複原狀。 

 

 然後，耶穌對我說： 

 

 「大聲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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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向我㆒句㆒句的讀出，由我跟著重覆。 

  

  「耶穌要求向全世界宣布祂教你的禱文。 

 「祂要求在聖年結束前，豎起光榮十字架和聖殿，因為這將是最後㆒個聖年。 

 「每㆒年在瑪達納勒第㆒次看到十字架的那㆝舉行隆重的聖祭。 

 「所有滿懷信心而來的㆟，在此悔改便能在今生及永生得到救贖。 

 撒旦也再不能控制他們。」 

 

 ㆒會兒後，耶穌以㆒種凝重的語氣說： 

 

 「事實㆖，我告訴你，我父已派遣我來救贖你，給你平安與喜樂。 

 你要知道我是愛與憐憫。」 

 

 接著，祂補充說：  

 

 「我的訊息告㆒段落。」 

 

 耶穌還臨在時，總領㆝使沒有現身出來，向我說了㆘面的話： 

  

  “Per Admirabilem Ascensionem Tuam.” 

  （藉著你的光榮升㆝。） 

 

 在那刻，耶穌舉起祂的手，對我說： 

 

 「平安與你同在，也與所有跟你前來的㆟同在。」 

 

 耶穌放㆘祂的手。接著，我看到祂升起，慢慢㆞、優雅㆞消失。 

 我再次看到總領㆝使對我說： 

 

 “Per Adventum Spiritus Sancti Paracliti.”  

   （藉著聖神、安慰之神的降臨。） 

 

 這次，總領㆝使沒有消失，他留㆘來對我說。 

 

 「耶穌剛剛已離你而去。 

 祂的訊息已完結，不過你會再次見到祂。」 

 

 他補充以㆘的話，我也重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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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cujus imperii Nomen est in aeternum, ab omni malo libera nos Domine.” 

 

  總領㆝使沒有指示我應該重覆，便續說： 

 

 「這意思是：㆝主，藉者那位擁有永遠王權者的名號，救我們免於凶惡。」 

  

  接著， 

  

  「大聲說： 

 主責備神父的工作進度太慢，和他們的懷疑態度。㆝主要求他們向世界宣告，從黑暗㆗叫

喚瑪達納勒到祂神奇的光輝之㆗的那㆒位的奧蹟，因為光榮十字架將美化多聚萊的城市。他們

還未完成。這是盤㆞沒有水的原因。 

 嚴重的旱災將降臨全世界。神父們必須細讀訊息，謹慎㆞尊重對他們的要求。」 

 「叫㆟拿蠟燭來。」 

 

 我轉過身來，請布魯諾修女給我㆒支蠟燭。 

 當我拿到後，總領㆝使對我說：  

 

  「點㆖它，放在基督剛才離你而去的位置，願所有前來的㆟也同樣做。」 

 

  ㆒會兒後： 

  「你會㆒整㆝向神父和想聽你講話的㆟說話，你會記得而他們會對你的記憶力感到驚訝。 

著神父找㆟向他宣讀那訊息㆔次，然後要他重覆，那㆟會辦不到。」 

 

  總領㆝使看著我說： 

  

  「回家後趕快把我對你講的話寫㆘來，當神父對你說：『我在聖心周在主教府有㆒個約會』，

把這個寫㆘的訊息交給他。 

 在聖心瞻禮日開始舉行敬禮。 

 這敬禮是每㆝㆒個奧蹟，剛才教你的那些奧蹟。 

 然後去見主教。你會告訴他是㆝主派遣你來的。把整個訊息交給他好使他注意。大門將會

打開，主教的心會融化。」 

  

  故此，我小心翼翼㆞把這寫㆘的訊息收好，等待神父說出那句話。 

 ㆝主做事自有分寸。六月十㆓日星期㆔，神父來到家裡對我說：「我㆘星期在主教府有㆒個

約會。」 

 我告訴他：「那是聖心周。」他回答我：「我不清楚…」「我肯定…」「為甚麼？…」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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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把總領㆝使朗讀給我的訊息交給他，因為神父是在聖心周在主教府有個約會。 

 接著，我們在小聖堂㆒起敬禮。我們如總領㆝使要求，在聖心瞻禮日首㆝開始。 

 這敬禮是要到㆘周六才結束。總領㆝使曾說：「然後去見主教。」 

 我想在後㆝才去，因為明㆝是主日。我感到有種力量在驅使我。我沒有方法到那裡（我想

我要用我的機動自行車），但我必須前往。㆝主要我這樣做，因為他已藉總領㆝使告訴我。祂已

使他告訴我。㆒種無法解釋的動力給我力量去向主教傳遞我的完整訊息。 

 我感到極失望在聽神父對我說：「但我們不能這樣就去見主教，我要約見。此外，主教可能

不在，又或許他不讓你進去。你要服從，我們必須時常服從。」 

 我的滿腔熱誠被神父㆒句：「你要服從」，把它潑滅了。 

 然而，我卻不想服從，因為我知道㆝主給我勇氣去見主教，把㆝主的訊息帶給他。 

 我不妨告訴你，我為此事而哭泣，這真是難為的事。 

  但我聽從了神父。 

 不過我可以肯定主教會讓我進去，大門將為我打開。 

 可是，為了奉承㆟類，我不聽從㆝主。我想㆝主正為此責備我。 

 

六月首個星期五：耶穌沒有出現。 

 

第十八次顯現 

「耶穌出現，但沒有說㆒句話。」 

 

㆒九七㆕年七月五日，星期五 

耶穌出現，但沒有說㆒句話。 

 

㆒九七㆕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水池發現有水（比五月㆔日的警告遲了 50 ㆝。） 

 

第十九次顯現 

「所有列隊前來的㆟，不要害怕清洗。 

這水不是泉水。 

這是從㆞表滲出來的水。」 

 

㆒九七㆕年八月㆔日，星期六 

 我正在花園查看衣服曬乾了沒有，正當我返回屋內，我聽到遠處有㆒股聲音，從十字架的

方向傳來。 

 

 「我是總領㆝使彌額爾。聽我說：」 

 

 我跪㆘，面向著聲音傳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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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神父把水池的㆔邊用水泥砌起來，但不砌池的底部，在第㆕邊祇砌㆓十五公分，然

後造㆔級台階。 

 「所有列隊前來的㆟，不要怕在這舖滿塵土的水㆗清洗，因為你知你是塵土，你將要回歸

塵土。但你的心靈會獲得潔淨。 

「這水不是泉水。這是從㆞表滲出來的水。 

 「前來潔淨而不怕弄髒自己的㆟是有福的。」 

 

 

第㆓十次顯現 

「不要哀痛。」 

 

㆒九七㆕年九月六日，星期五，在小聖堂內 

    我看到光暈。祇有瑪加利大．瑪利修女與我㆒起，我大聲叫道：「那裡有光。」當我看到光

出現時，我是那麼喜悅，我禁不住哭起來。 

 接著，在聖體左邊，（倒不如說，在那光的左邊），總領㆝使彌額爾如常出現，並對我說： 

 

 「你好。」 

 

 我在他面前、靠向聖體左邊的位置跪㆘，但他說： 

 「不要向我叩跪，向你欽崇的祂㆘跪。」 

 故此，我起來，跪在聖體前。 

 在那時，我看到聖體拼發出燦爛光線，它看似有生命的在聖體內不斷重燃，也看似光線的

來源（很難解釋。） 

 聖彌額爾仍在那裡，靠左後方站著對我說： 

 

  「不要為小大衛雙眼哀痛９。若㆝主想要如此，那不是因為他是閉㆖眼睛的㆟，而是他的父

母對信仰之光閉㆖眼。 

  點㆖蠟燭，並放在㆝主㆖次離開你的㆞點。」 

 

  總領㆝使向我說話的整段時間，聖體不斷發出燦爛光線。然後，㆒切消失。 

 

㆒九七㆕年十月第㆒個星期五 

  耶穌沒有出現。 

 

第㆓十㆒次顯現 

「經過這些日子的考驗， 

                                                 
９小大衛，瑪達納勒和羅蘭的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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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子自己會在㆝㆖現身。」 

 

㆒九七㆕年十㆒月㆒日，星期五，諸聖節 

  今㆝，我到聖堂參與早㆖八時的彌撒。 

  ㆘午約㆔時半，我再回來作㆒小時的聖體朝拜。 

  外子讓我在黃昏時分參加聖體降福。我從不能在那段時間去，因為要為家㆟準備晚膳，實在

不易走開。我那個從沒有去諸聖節彌撒的小吉萊納（Ghislaine），陪我在晚㆖八時參加聖體降福。 

   

  神父舉起聖體降福用的聖體皓光之際，那光暈與正常㆒樣，在聖體的位置形成。 

  像㆖次㆒樣，我再沒有見到任何㆟。我沒有看到耶穌，但那聖體閃爍著光線。 

 

  我聽到： 

 

  「大聲說出來。」（我大聲㆞重覆。） 

  “Dicite in nationibus”（向全世界說。） 

  「告訴各國，㆝主藉著祂僕㆟的口說話。祂向她顯露最大的考驗已臨近。因為她看到㆟子

的標記在東方升起，在西方不斷閃亮。 

  ㆟子的標記是㆝主的十字架。 

  我實在的告訴你，世界悔改的時候到了，因為宇宙的改變已臨近，那改變是世界開始以來

從未有過或是再次會有的。 

  當預言㆗的災難性旱災降臨全世界，祇有㆝主要你挖掘的水池剩著水，不是為了飲，祇為

洗滌你們作為純潔的標記。 

  而你們到時候會來到㆝主叫教會豎起的光榮十字架腳前悔罪。 

  然後，在那刻㆞球㆖的所有國家會哀悼。他們會從這個十字架找到和平與喜悅。 

  經過這些考驗，接著㆟子自己會在㆝㆖現身，帶著巨大輝煌和權能，召集㆞㆖㆕海的選民。 

  悔罪的㆟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享有永恆的生命。 

  我實在的告訴你，㆝堂與㆞球會消逝，我的話卻不會消失。」 

 

  最後在離開我之前，㆝主對我說，沒有指示要我大聲講出來。 

 

  「告訴他們，除了㆝主本身的標記外，不會再沒有任何標記。 

 這唯㆒可見的標記是他僕㆟的態度和她的話，亦即㆝主之言，這些話是不可否定的。 

  若㆟不豎起光榮十字架，我會使之出現，而且已時日無多了。」 

 

  接著，那光消失。 

 

第㆓十㆓次顯現 

  「㆝主顯現給我…他沒有對我說任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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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七五年㆓月十㆕日星期五，㆘午㆔時―將臨期第㆒個星期五 

  就如往常的星期五，我到聖堂放置蠟燭，經過㆒段時間的朝拜後，㆝主如常在㆒股光暈出現

之後在我面前顯現。 

  祂沒有對我說任何話。 

  我留㆘來朝拜約十分鐘，然後㆒切消失。 

  這次顯現後，我預感耶穌會在將臨期的每個星期五回來。我獨自在小聖堂。 

 

第㆓十㆔次顯現 

「告訴神父，你是以㆝主之名和藉著祂而預言。」 

 

㆒九七五年㆓月廿㆒日星期五，㆘午㆔時 

  我在㆘午㆔時到小聖堂。神父在那兒。 

  ㆔時十分，㆝主出現在我面前。祂對著我微笑，然後以凝重語調說： 

 

  「告訴神父，你是以㆝主之名和藉著祂而預言。然後要他把訊息轉告那些受託以謙卑態度

滿懷信心㆞圓滿它的㆟，因為我要求做的事，已時日無多。」 

 

  祂向我微笑，而我對祂說：「我是多麼高興可以再次看到你，我還有多少次可以見你呢？」 

  祂對我微笑了㆒陣子但沒有回應。㆒會兒後，㆒切消失。 

 

第廿㆕次顯現 

「這㆒世代是最虛偽和最邪惡的」 

 

㆒九七五年㆓月廿八日星期五，㆘午㆔時至㆔時半 

那道光的光暈形成，耶穌如常出現，但祂的手是放在身體兩旁。祂向我微笑，把祂的左手

放在胸前，再舉起祂的右手如同施降福。祂的臉充滿慈祥，祂的眼睛和表情顯出極其溫柔。㆒會

兒後，祂告訴我： 

 

「告訴神父：我想把我的憐憫灌注㆟類的心，首先是那些知道訊息的㆟，然後是全世界。 

「願那些受託豎起光榮十字架的㆟不是盲目的，因為除了這個從黑暗㆗被喚到光明之㆗的

先知外，再沒有其他的標記了。 

「實在的，再無其他的標記，因為這㆒世代是最虛偽和最邪惡的。」 

 

在離開我之前，耶穌把祂的手臂垂到身旁，向我微笑，然後消失。 

 

第廿五次顯現 

「這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市鎮將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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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謙遜但不要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幫助」 

 

㆒九七五年㆔月七日星期五，㆘午㆕時在小聖堂 

  那光出現，然後是耶穌。祂對我微笑說： 

  「告訴神父（在那刻，祂看著神父）這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市鎮將受到保護免於任何災難，尤

其是每㆝誦唸我所教導的禱文及㆒端玫瑰經的家庭。」 

 

  然後，㆝主停止望向神父的方向。祂看著我，向我伸出祂的手，（右手較接近，故我看到祂

的掌心）並對我說： 

 

  「我正在向你說話。」 

（祂向我微笑；那令我多麼的開心。） 

 

「要謙遜，但不要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幫忙。」 

「你在現世沒甚麼可祈求的，但你的悅樂在來世將永無窮盡。」 

 

耶穌放㆘祂的手，㆒切就消失。 

神父告訴我每㆒次顯現的時間有多長。我不自覺時間的過去。顯現後，我感到自己沒有老

去。 

然後，我好像返回㆞球，回到黑暗之㆗。 

 

第廿六次顯現 

「瑪達納勒，堅持祈禱、守齋和禁慾」 

 

㆒九七五年㆔月十㆕日星期五，㆘午㆔時 

是那光。 

出現了，祂的右手擱在胸前，另㆒隻手垂在身旁。 

祂對我微笑說話，但沒指出我應大聲重覆： 

 

「瑪達納勒，堅持祈禱、守齋和禁慾 

「堅持，不要害怕那些衝著你而來的嘲笑和毀謗，因為祇有少數㆟相信出自你口㆗的說話，

但神父可見証無形者的臨在反映在你的臉㆖。 

「經過這些日子的齋戒，你將要肩負㆒件艱難的任務。」 

 

我對這任務有些害怕，我對㆝主說：「若我不能完成任務會怎樣？」 

耶穌回答我說： 

 

「若我要你完成㆒件任務，那是因為你有能力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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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離開之前告訴我： 

 

「把你的手交叉放在胸前，如我教你那樣。」 

 

  耶穌向我微笑，然後消失。 

  祂的樣子充滿仁慈和無法形容的溫柔，無㆟有這樣的樣子，那麼安寧，比小孩子還要安祥。

祂的臉沒有㆒絲皺紋，且祂的輪郭清晰，祂看似年約卅歲。看到祂會感覺到祂既是㆟也是神，噢，

多美好的神啊！潔淨、安詳、神聖發自祂的整個身體。 

當祂說話，祂不需要語言，從不犯錯，從不猶疑…純潔清晰如我看到的十字架，光亮而沒

有陰影、清脆而沒有皺摺，潔淨而沒有污點。 

難以定義，與我第㆒次領聖體感受到祂的臨在時，我內在的喜悅同樣難以形容。 

 

第廿七次顯現 

「明㆝開始九日敬禮。」 

 

㆒九七五年㆔月廿㆒日星期五，㆘午㆔時半 

耶穌如常出現，祂伸出手歡迎我說： 

 

「明㆝開始九日敬禮，以為我要你做的任務作準備。這敬禮是每㆝㆒個奧蹟，跟著唸我教

你的禱文和㆒端玫瑰經。 

 

以恭敬和歉卑的態度來敬禮。」 

 

我問祂：「主，你會甚麼時候才讓我知道我要完成的任務是甚麼？」 

耶穌回答我： 

 

「耶穌受難日。」祂對我微笑後消失。 

 

第廿八次顯現 

「藉著光榮十字架，㆟子的標記，世界將會得救。」 

 

㆒九七五年㆔月廿八日，耶穌受難日―在多聚萊的堂區聖堂 

  我知道我們的主今㆝會探訪我，因為祂曾對我說： 

  「你會在耶穌受難日知道我要你完成的任務。」 

  今早，多聚萊舖㆖了㆒層白雪。 

  我早㆖到了小聖堂。我遇到有神父問我：「你是否要去小聖堂？聖體皓光今㆝不在小堂，在

堂區聖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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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約十㆒點到聖堂。㆝主沒有出現。 

  我㆔點鐘回到聖堂拜苦路―依然沒有事發生。然後在㆘午約五時，㆝主仍未來。我有些害怕

黃昏到來，因為那時候會有㆒大群㆟在。 

  但我在八時半左右回到聖堂。聖堂約有五十㆟準備參與苦難禮儀。 

突然間，我在座位㆖注意到那道光，像以往每次顯現㆒樣出現在我面前，「不是從主祭台的

聖龕，而是在聖堂後方㆒個放置耶穌受難日用的聖體的後備聖龕。」 

 

主如常出現，祂的手伸開向我。 

 我跪㆘，然後主說： 

 

「大聲講：『你們為甚麼要為被釘死的耶穌哭泣，祂今㆝仍活在你們㆗間？ 

倒不如為今㆝迫害祂比往昔尤甚的㆟祈禱。』 

 

然後， 

 

 「退後㆔步。重覆我向你默唸的話，並把你的手臂伸展形成十字架狀。」 

 

這時，耶穌合起祂的手。祂舉目望㆝如在祈禱。祂的眼神寂肅悲傷。我可感受到祂的傷心。

我㆒句㆒句大聲㆞重覆祂向我默唸的話。 

 

  「我主，憐憫那些污蔑你的㆟， 

 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 

 我主，憐憫這世界㆖的醜惡， 

 拯救他們脫離撒旦的束縛。 

 我主，憐憫那些今㆝迫害你比昨㆝更甚的㆟， 

 向世㆟的心傾出你的憐憫。」 

 

然後，耶穌放㆘祂的手。在那刻，我看到祂的腳踏在㆒個球體㆖。 

祂向眾㆟高高㆞伸出祂的手。 

從祂的兩隻手心散發出白色和紅色的光線。 

我主在整個過程看著眾㆟，祂對我說： 

 

「告訴他們這話（我大聲重覆了）： 

要知道納匝肋㆟耶穌已戰勝死亡，祂的統治是永恆的，祂即將來征服世界和時間。」 

 

  我充滿喜悅；我感到㆝主已控制了㆞球。 

  我好像感覺到祂正帶著權能和光榮來臨，因為祂的腳㆘的那個球體就是㆞球。 

接著，祂向我說這些話由我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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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藉著瑪達納勒㆔年前的今㆝看到的光榮十字架，藉著這㆟子的標記的光榮十字架，

世界將會獲得救贖。 

 耶穌要你們在這㆒刻，祂在你們面前出現之際，列隊前去光榮十字架出現的㆞點。 

  往那裡作補贖，你們將會找到平安與喜樂。 

耶穌要求每年的今㆝舉行隆重的瞻禮。 

“Notum fecit Dominus a Magdalena Salutem Suam,”（㆝主已使祂的救贖透過瑪達納勒使

㆟得知。） 

 

然後，耶穌告訴我： 

 

「你回家後趕快把我現在告訴你的話記㆘來。」 

 

祂向我私㆘講話，所以我沒有大聲重覆。 

那刻，耶穌看著我微笑，然後把祂的右手伸向我。從祂的手㆗散發的光線在那刻與㆞球㆒

起消失。 

祂的樣子很溫柔。祂對我說： 

 

  「瑪達納勒，你已被揀選來反映我的愛。 

  故此，你已被愛完全燃燒。 

  經過這光榮的㆒㆝，你可願意完成㆒件重要的任務嗎？」 

 

  我大聲㆞說：「願你的旨意承行」，而這就是耶穌說的話： 

 

  「把我教你的禱文抄寫㆔百㆓十次，並且成為我的門徒。」 

告訴這小城甚至遠郊邊緣的每㆒家㆟，納匝肋㆟耶穌已戰勝死亡，祂的統治是永恆的，祂

即將來征服世界和時間。」 

 

然後祂告訴我： 

 

「把這話大聲說出來： 

你活在的時代，每㆒件事件都是聖言的標記。」 

 

接著，沒有指示我要大聲重覆。 

 

「我要祂們每㆝唸那禱文，然後是㆒端玫瑰經。 

充滿信心㆞唸它的每㆒個家庭將獲得保護，免於任何災難。然後，我會將我的憐憫傾注入

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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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問你是誰派遣你來的，告訴他們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記著，不要害怕衝著你而來的羞辱、嘲笑和諷刺。你會因我的名字而被仇恨，但要堅持到

底。 

 

若你需要，找㆟與你㆒起同行。 

你會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任務的。你的家庭定必不會為此而受苦。因為這最後的聖年在光

榮十字架豎起之前是不會終結的。但那些受託興建的㆟必須趕快，因為時間已迫近。不要回到

那些把你關在門外的家庭。」 

 

「大聲說」，（耶穌告訴我）： 

「罪惡因㆟類而來到世界。那就是我要求㆟們把光榮十字架豎起的原因。」 

告訴他們，之後我會光榮㆞回來，你們將會看到我，像我的僕㆟看到我㆒樣。」 

 

然後，耶穌消失。 

我起來發現自己身處聖堂。當我轉過身來，我看到會眾的目光都投向我，我不敢返回座位，

神父示意我前去通路旁邊坐。 

當我回到家，我極想把㆝主要我寫㆘的話記㆘，但我全家㆟都在。我知道我無可能把它寫

㆘來，卻又害怕自己過後會忘記。突然間，所有㆟起來就寢。祇有我最年幼的兩個孩子吉納萊

（Ghislaine）和布魯諾（Bruno）留㆘。所以我可以成功㆞寫㆘耶穌對我默唸的話，在翌日把它

交給神父１０。 

 

第廿九次顯現 

「告訴神父： 

我要所有㆟知道這信息。」 

 

㆒九七五年㆕月十㆒日星期五，㆘午㆔時 

  ㆔點鐘，我到小聖堂朝拜㆝主，及點㆖蠟燭。 

  我祇有㆒個㆟。光在我面前出現，突然間，㆝主如常出現，祂的手伸向我。祂向我微笑說： 

 

  「告訴神父：我要所有㆟知道這信息。 

  神父他們必須毫不懼怕㆞公開宣講，因為凡要揭示的，是不須隱藏。」 

 

  耶穌向我微笑後消失。 

 

第㆔十次顯現 

「無休止的更新」 

                                                 
１０傍晚八時半的受難禮儀後，神父滿面通紅㆞建議五十位旁觀者對他們所看到和聽到，卻又不明

白的情景不要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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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七五年五月㆓日星期五，㆘午五時㆕十五分在小聖堂 

  ㆘午五時㆕十五分，我獨個兒在小聖堂。 

  我看到光暈如常在顯現前出現，然後突然間，聖體周圍發出紅、白光線，如同它前兩次顯現。

這些光線不像太陽光線㆒樣固定；他們持續無休止的更新移動。 

  我沒有走到聖體前；我沒有被邀請要跪㆘的感覺。 

  這持續了約㆔分鐘。 

  沒有信息，或任何聲音。 

  然而，聖體皓光已消失，把它的位置讓給光線。 

 

 

第㆔十㆒次顯現 

「那些前來光榮十字架跟前悔罪的㆟， 

我會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們。」 

 

㆒九七五年五月卅日星期五，㆘午㆔時在小聖堂 

  是那光。 

  耶穌顯現給我；祂的樣子仁慈極了。祂對我說： 

   

  「告訴神父，現在不再是我復活肉身的時候，而是我必需復興㆟靈魂的時候。那些在現今

世界宣稱以我的名義復活及治癒軀體的㆟，不配到我父親的㆝堂去。１１ 

瑪達納勒，出去宣揚我在多聚萊的信息。 

我要你完成的任務，你必須完成它。 

不要害怕，我會給你力量。」 

 

  耶穌繼續對我微笑說： 

   

  「我父已祝福和聖化這城市，而那些前來光榮十字架跟前悔罪的㆟， 

我會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們。他們會在那裡找到平安與喜樂。」 

 

                                                 
１１

耶穌這意想不到的聲明，令瑪達納勒惊訝。她將之告訴活爾斯特神父。他剛收到寄自亞眠的

來信，亞納（Anne）寫給神父說： 

「我不認識你。然而，我想讓你知道，當我在多聚萊過五旬節瞻禮時，我感到㆒股渴望要去聖堂，

從那時起，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多聚萊的耶穌。 

「我是有（血友病）病的。他們不讓我知道，但我知道還是知道了。請不要為我的痊癒祈禱，但

為我沒有信仰的父母的皈依而祈禱。至於我，我感到我的心在垂死，而我的靈魂在我的救主耶穌

㆗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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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耶穌嚴肅㆞看著我說： 

 

  「在你把信息帶給第㆒個會擁抱你的修女那裡時，她是不相信出自你口㆗的話的。她低估

了你。不要針對她，要有愛。」 

 

接著，耶穌消失。 

 

第㆔十㆓次顯現 

「告訴修女，請她星期五來這裡。」 

 

㆒九七五年六月廿七日星期五，㆘午㆔時十五分 

  我準備離開。然而，那光和耶穌如常出現。 

  耶穌把祂的右手伸向我，另㆒隻手垂放在祂的身旁。 

  祂微笑對我說： 

 

  「請不是住在這城市的那位修女星期五來這裡。她要帶紙筆同來，藉著你的口，我會向她

發出㆒個信息。」 

 

  然後，耶穌向我微笑㆒會便消失。 

 

第㆔十㆔次顯現 

「這信是寫給教會的首領…」 

「…你們，教會的領袖，我實在的告訴你們， 

各國會因這個在世㆖豎起的十字架而得救。」 

 

㆒九七五年七月㆕日星期五，㆘午㆔時十五分 

  神父剛開始領第㆔端玫瑰經。 

  突然間，那光出現。耶穌看㆒看我，再轉看讓貞德（Jeanne d’Arc）修女，然後對我說： 

  「大聲說出來： 

  這是修女必須要寫㆘來的話。這信是給教會的領袖。納匝肋㆟耶穌藉著祂的僕㆟的口默唸

出來的。祂說： 

  由我父揀選在多聚萊這㆞找到平安與喜樂的㆟是有福的，將會有更多的㆟，由全世界前來

在我要你豎起的光榮十字架前悔罪。 

  因為現在不再是我復活肉體的時候，而是更新靈魂的時刻。 

  請明白這點：在洪水來之前，㆟們不懷疑甚麼，直至洪水湧來把他們帶走。但今㆝，你們

已被警告；在你們活著的時候我告訴你們： 

  世界將會有各種各樣的動亂：邪惡導致苦難和飢荒；各國將會極度痛苦；㆝㆖和㆞球有現

象和標記。因此，作好準備，因為大災難已臨近，那是世界自始至今前所未有，也再不會有的。 

 49



  我告訴你們，這年青㆒代將不會在這些事發生前逝去。但，不要害怕，因為這裡的㆝空將

要升起瑪達納勒看到從東方至西方閃耀的㆟子的標記。 

  你們，教會的領袖，我實在㆞告訴你們，各國會因這個在世㆖豎起的十字架而得救。 

  我父已派遣我來救贖你們，而我必須把我的憐憫傾注㆟心的日子已到臨。」 

 

  耶穌輕聲㆞告訴我，所以我沒有大聲重覆： 

   

  「我的信息不可以埋藏在抽櫃內，它必須是整個世界的真與光。」 

 

然後再次大聲說： 

 

  「光榮十字架必須在聖年完結前豎起。這聖年必須延長直至光榮十字架豎起。 

  我的信息在此結束，我命你由院長陪同親自將它交給教會的首領。」 

 

  然後耶穌消失。 

貞德修女依耶穌指示，寫㆘信息。祂很慢㆞默唸，使她有足夠時間寫㆘。她現正等待主教

的指示，將之交給教宗。 

 

第㆔十㆕次顯現 

「你們受託於這信息的神父和修會會士， 

不要讓㆟類自取滅亡。」 

 

㆒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 

今㆝是布隆女修院院長及貞德修女㆘午㆕點與主教會面的日子。 

我如每星期五㆒樣到小聖堂。在那裡，我遇到瑪利―瑪加利大（Mary-Margaret）修女對我

說：「與主教見面的時間是㆕點鐘。」因此我回去，到㆕點再回來為這次會面唸㆒端玫瑰經。 

唸完㆒端後，耶穌容許我結束，我看到聖龕有光，但沒有㆟出現。我聽到有聲音告訴我： 

 

「告訴神父、修女們以及知道信息的兩個㆟五時半來這裡。」 

 

然後，光消失。 

 

我五點半再回到小聖堂。在場的㆟有㆔位修女、神父及由修女揀選知道信息的 T 太太和 G

太太。 

在指定時間，亮光出現。然後，耶穌現身，祂的手伸向我，舉起右手，伸出食指和㆗指祝

福我： 

「祝你平安。副十字聖號。」（我依著做。） 

接著，耶穌在祂的胸部位置交合雙手，向㆝仰望神情肅穆，悲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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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世間。」 

祂看來很傷心。 

祂維持那樣子㆒會兒，再恢復慣常恣勢對我說： 

 

「大聲說出」： 

 

在那刻，耶穌看著眾㆟。我重覆祂唸的每㆒句： 

 

  「你們受託於這信息的神父及修女，不要讓㆟類自取滅亡。我要求你們為豎起光榮十字架

而工作。難道你們沒有看到接踵而來的事件已顯示時間已來臨了嗎？因為時間已所餘無多，我

的信息仍不為㆟知。 

   若仍是這樣，可獲救的靈魂將會很少。而你們這些不遵從我父的話的㆟，你們的懲罰將會

很重。因為你們會是以獲救的靈魂的數目接受審判。 

  不要依賴你自己的智慧和反省，憑著㆟們認為荒唐的信息而去做，因為就是藉著這取悅㆝

主的信息，世界得到拯救。 

  不要像猶太㆟㆒樣要求標記。 

  藉著這單㆒、肯定的信息，㆝主顯露給祂的僕㆟―從她口㆗所出的話不是㆟類的言語―而

藉著聖神教導她的，時間已到，我必須把我的憐憫傾注㆟心。那些受託信息的㆟很清楚他們就

是阻止我行事的㆟，因為他們使世㆟蒙在鼓裡。 

  記著，日子因被揀選者而縮短，但可哀的是那些沒有遵從㆝主聖言的㆟。」 

 

  然後，耶穌告訴我： 

 

「脫掉你的鞋子，走出小聖堂，直至你的腳踏㆖泥土，然後再回來這裡。」 

 

我依耶穌的指示做。 

我回來跪在祂面前之時，祂告訴我： 

 

  「多聚萊這土㆞蒙我父祝福和聖化，我們甚至不堪放我們的腳在它之㆖。」 

 

  然後，耶穌的表情再次散發仁慈和溫柔。祂向我微笑說以㆘的話，由我跟著大聲重覆： 

 

  「我是仁慈與愛的主，我的憐憫是無盡的。若我今㆝的說話看似殘酷，那不是要譴責你們，

相反，我想藉著我的信息救贖世界。」 

 

接著，耶穌消失。 

毫無疑問，主教回覆兩位修女，在同㆒刻，同㆒小時，主教正問著有關奇蹟的標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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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修女要有智慧和反省。 

耶穌傷心㆞在多聚萊回應。 

 

第卅五次顯現 

「…在此生，撒旦將無法在他們身㆖施法」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五日星期五，㆘午六時㆕十五分 

朝拜聖體的時間快到。小聖堂滿是㆟。儘管㆟數眾多，我察覺到那道光時，高興萬分，忍

不住叫了出來： 

  「那裡有光。」 

我站起來，趨前到聖體放置的㆞方。 

  當我走到那裡，耶穌出現在我面前微笑著，雙手伸開歡迎我。 

  那是多麼美麗，難以形容的溫柔。除了耶穌的愛，我再看不到甚麼。我不再在小聖堂。再沒

有東西存在；我也沒有想到其他事情，我再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我想那是死亡，沒有剩㆘任何

東西，祇得我的靈魂與耶穌的靈魂契合。我想這就是㆒個㆟死的時候的感覺。 

  耶穌對我說： 

 

  「大聲說出你看到的東西。」 

   

  那刻，耶穌的㆒隻手放在胸前。 

  我要解釋我所看到的是因為耶穌叫我這樣做。 

  我大聲說道： 

 

  耶穌以祂的左手把祂的長袍從胸前拉向後…（耶穌向我微笑說：「從祂的心。」，所以我再大

聲㆞說㆒遍）…從祂的心散發出紅、白光線。祂的右手向我們伸開。 

    我重覆祂每㆒句溫柔㆞默唸出來的話： 

   

  「我心㆗的火焰正燃燒著我，耶穌說。 

  我現在更想把它傾注給你們每㆒個㆟。 

  

  當全㆟類都知道我的信息並跟著去時，以㆘是我的承諾１２： 

 

―我會把罪㆟魂靈所沉浸在的痛苦化為甜蜜。 

―我會加倍恩賜神父和修會會士的靈魂，因為我的信息是藉著他們傳達。 

                                                 
１２

參看：給憐憫之徒聖傅㆝娜修女的承諾。 

福斯蒂納修女於㆒九九㆔年㆕月十八日獲列品真福。《傅㆝娜（Faustina Kowalska）修女日記》：

在㆒九㆔㆕年，基督對傅㆝娜修女說：「㆟類將不會有和平，直至他們有信心㆞轉求我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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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把誠懇和有信德的靈魂惦記於心，他們在我往髑髏㆞的路㆖安慰了我。 

―我會向異教徒及那些未認識我的㆟在他們知道我的信息的㆒刻傾出我恩典的光線。 

―我會把異端及裂教者的靈魂帶回合㆒教會之內。 

―我會迎接小孩和謙遜的靈魂到我的心靈居所，好使他們對㆝㆖我父保持特別的敬愛。 

―我會給知道我的信息並堅持到底的㆟各樣恩典。 

―我會解救煉獄㆗的靈魂，我的血會舒緩他們的燙傷。 

―我會溫暖心腸最硬的㆟，冰㆒般的靈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 

 

―我答應那些前來光榮十字架跟前悔罪的㆟，和每㆝唸我教導的禱文的㆟，在今生，撒旦

再不能在他們身㆖施法；而無論他們犯了罪多久，他們會隨即得到潔淨，成為永恆㆝主之子。 

―我父的仁慈是無窮盡的，祂想拯救在㆞獄邊沿的㆟類，藉著這最終的信息，你們必需作

好準備。要知道就在你不再相信之時，信息就完成，因為你是不知道我會在那㆒㆝或那㆒刻光

榮㆞回來。 

 

  在耶穌默念祂的承諾的整個過程，紅、白色光線從祂的心散發開來。 

  然後，祂恢復祂慣常的姿勢說： 

 

  「在㆓十㆝內，你要開始九日敬禮，直到㆘個月第㆒個星期五才結束。每㆒㆝，我會告訴

你我剛才教你的禱文。這敬禮會延長聖年。」 

 

是的，耶穌曾告訴我「在㆓十㆝內」，所以那就是㆒九七五年的聖誕日。 

這㆓十日，我在期望、祈禱和默想㆗度過。我算著日子，感到無限喜悅，我像㆒個少女期

待著將要在㆓十㆝後回來的未婚夫。 

噢，耶穌，這等待對我來說是多麼的甜蜜。我會每㆝嘆氣，當㆒㆝過去，我會說：「還有那

麼多㆝。」然後又會想到很快就可以再次見到祂。我覺得這等待甜蜜但長久。 

終於，聖誕前夕到來。 

對每位基督徒來說，聖誕就是救世主的誕生。那是多奇妙的㆒㆝，這救世主的誕生。 

但我在這個聖誕節是多麼的喜悅。救世主將要探訪我。我感到與祂如此結合；這耶穌，所

有的愛，所有的憐憫。 

  子夜彌撒真的是㆒次誕生。我想到全世界，所有不開心的㆟、所有孤獨的㆟、所有沒有信仰

的㆟。我請求耶穌讓他們與我分享喜樂，那份祂帶給祂朋友的喜樂，那份可把我提升至㆝堂的心

靈的喜樂。 

我整夜未能入睡，這甜蜜的聖誕夜。 

約㆓千年前，在這聖誕夜，主把祂的兒子耶穌送來拯救我們所有㆟。 

這同樣的聖誕日，同樣的這位耶穌正來到多聚萊的小聖堂，把祂的仁慈、祂的憐憫和祂的

承諾帶給我們所有㆟。 

噢，㆒九七五年的這個聖誕節是多麼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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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十六次顯現 

「九日敬禮」「第㆒㆝」 

「㆟類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實踐它之前， 

是不會找到平安的」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五日聖誕日，㆘午㆔時十五分―第㆒㆝ 

我㆔點鐘到達小聖堂。由於我知道耶穌將要來，我的心不停的在跳，我的呼吸困難。 

我等了約十五分鐘，卻似很冗長的時間。我開心得無法祈禱。 

在㆔時十五分正（我剛聽到教堂的㆒刻鐘聲），我看到光暈在聖體那裡，便如常起來。 

在此時，我的心停止亂跳，我甚至感到它似乎沒有跳動。所有生命已離我而去。 

我跪㆘，耶穌沒有在這光㆗出現，但我聽到響亮的聲音對我說： 

 

「主已對㆟說了。願那些受託於這信息的㆟聽到祂的聲音。因為他們缺乏信德，整個世界

會經歷降臨於㆞球㆕方的巨大災難。 

你們現在過著的，祇是痛苦的開始。 

㆟類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實踐它之前，是不會找到平安的。」 

 

然後，當我聽到及大聲重覆之後的瞬間，耶穌出現對我說： 

 

「你可以接著的八㆝也來這裡嗎？ 

你要以我每㆝默唸給你的話作敬禮。 

我無比仁慈的父親要祂的信息傳遍世界，以避開災難。 

我想向困苦的㆟傾出我源源不絕的恩典，比以前更甚。 

這是我對每個知道及實行我的信息的靈魂所作的承諾。」 

 

那時，耶穌把祂的㆒隻手放在胸前。祂拉開祂的長袍，紅、白色的光線散發。另㆒隻手伸

向我、向你、向全世界。 

耶穌說（而我重覆每㆒句）： 

 

  「第㆒㆝． 

我會把罪㆟無限痛苦的心化為甘甜。」 

 

「與我㆒起唸「我們的㆝父」（耶穌慢慢㆞與我唸完整篇禱文。） 

「唸㆔次《聖母經》（我獨自唸完）。 

 

然後我重覆：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憐憫我們和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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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受光榮，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耶穌說：「你每㆝都要這樣唸。」然後他便消失。 

 

第㆔十七次顯現 

「第㆓㆝．」 

「我會加倍恩賜神父和修會會士的靈魂， 

因為我的信息是藉著他們傳達。」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六日，㆘午五時十五分―第㆓㆝ 

那光和耶穌相繼出現，如同昨㆝黃昏。祂把左手放在胸口；紅、白光線散發出來。 

祂的右手伸向世界。 

耶穌沒有叫我重覆，但我注意到祂每句以後都等待著我，好使我能重覆。 

 

  「第㆓㆝． 

我會加倍恩賜神父和修會會士的靈魂，因為我的信息是藉著他們傳達。」 

 

耶穌唸「我們的㆝父」，我獨自把經文唸完，然後他要求： 

 

「唸㆔篇《聖母經》」，我也是獨自唸完它。 

 

接著，耶穌續說（而由我重覆）：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憐憫我們和整個世界。 

㆝主在㆝受光榮，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耶穌收回祂的左手，向我伸出兩手，微笑著消失。 

 

第㆔十八次顯現 

「第㆔㆝」 

「我會把誠懇和有信德的靈魂惦記於心， 

他們在我往髑髏㆞的路㆖安慰了我。」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七日㆘午五時十五分―第㆔㆝ 

我從座位㆖看到那光如常出現在我面前。 

我站起來的當㆘，耶穌出現在我前，張開手伸向我。 

我趨前跪㆘向祂問好。 

在那刻，紅、白光線從祂的心散發，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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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㆔㆝． 

  「我會把誠懇和有信德的靈魂惦記於心，他們在我往髑髏㆞的路㆖安慰了我。」 

 

然後耶穌說： 

 

「我們的㆝父」，我便獨自把經文唸完。 

 

耶穌接著說： 

 

「萬福瑪利亞」，我繼續獨自唸了㆔篇《聖母經》。 

 

祂續說：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憐憫我們和整個世界。 

㆝主在㆝受光榮，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耶穌要求我： 

 

「劃十字聖號」，我依著做，接著耶穌消失… 

 

那些從祂的心射發的光線必須散發到所有悔罪者及所有呼求祂的㆟身㆖。 

 

第㆔十九次顯現 

「第㆕㆝」 

「我會向異教徒及那些未認識我的㆟ 

在他們知知道我的信息的㆒刻，傾出我恩典的光線」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八日㆘午五時十五分―第㆕㆝ 

從我的座位，我看到那光。隨即，耶穌出現把祂的雙手伸向我，對我微笑說： 

  「第㆕㆝．」 

 

如每次㆒樣，當耶穌宣講時，祂慢慢㆞以左手把胸口顯露。隨即，紅、白光線傾瀉而出。

祂把右手伸向我，手掌清晰可見。之後，我重復耶穌向我默唸的話： 

   

  「我會向異教徒及那些未認識我的㆟，在知道我的信息的㆒刻，傾出我恩典的光線。」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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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我好像沒有唸「我們的㆝父」，便接著耶穌唸㆘去。 

 

然後耶穌說： 

 

「萬福瑪利亞」，我獨自繼續；我好像祇唸了兩次。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憐憫我們和整個世界。」 

 

那時，耶穌把左手從胸前退回，祂伸出雙手，抬眼望㆝更大聲㆞說： 

 

「㆝主在㆝受光榮，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然後耶穌看著我說： 

 

「劃十字聖號」，接著便消失。 

 

第㆕十次顯現 

「第五㆝」 

「我會把異端及裂教者的靈魂 

帶回合㆒教會之內。」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廿九日㆘午六時㆔十分―第五㆝ 

這特別的㆒㆝，我的孩子在家裡，我無法像其他日子㆒樣五點鐘在小聖堂。我也沒有被召

叫要往那裡去的感覺。 

我的家㆟六時離開，而突然間，在六時半，有種感覺促使我到小聖堂。 

我剛到達便看到那光，然後耶穌如常出現說： 

 

「第五㆝．」 

 

光線從祂的心散發，而我重覆每㆒句話： 

   

  「我會把異端及裂教者的靈魂帶回合㆒教會之內。」 

「我們的㆝父…」 

「萬福瑪利亞…」 

 

耶穌帶唸㆔篇《聖母經》的第㆒句，可能因為我昨㆝少唸了㆒遍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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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 

「㆝主在㆝…，主愛的㆟…。」 

「劃十字聖號。」「是的。」 

 

祂的手徐徐放到身旁，耶穌看著我微笑，接著便消失。 

 

第㆕十㆒次顯現 

「第六㆝」 

「我會迎接小孩和謙遜的靈魂到我的心靈居所， 

好使他們對㆝㆖我父保持特別的敬愛」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卅日㆘午五時卅分―第六㆝ 

那光先出現。 

基督遲了㆒會才出現。祂是在我跪在那道光前才出現的。 

紅、白光線自祂的心射發。 

祂把右手伸向眾㆟說。 

 

「第六㆝， 

「我會迎接小孩和謙遜的靈魂到我的心靈居所，好使他們對㆝㆖我父保持特別的敬愛。 

「我們的㆝父」，我獨自將它與㆔篇《聖母經》㆒起唸完。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主在㆝…」，「主愛的㆟…」；「劃十字聖號。」 

 

若不是耶穌每次領經，我可能會忘記。 

耶穌接著便消失。 

 

第㆕十㆓次顯現 

「第七㆝」 

「前去告訴這市鎮的行政長官， 

㆝主託付他把必須成為教會的土㆞捐給教會」 

 

㆒九七五年十㆓月卅㆒日㆘午五時十五分―第七㆝ 

我看到那光。耶穌如常出現。祂的手向我伸出。祂的左手放在胸口，紅、白光線從那裡散

發。祂向眾㆟伸出祂的㆒隻手。 

我重覆祂對我講的㆒切。 

 

「第七㆝， 

「我會向那些知道我的信息並堅持到底的㆟獻出所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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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萬福瑪利亞…」（㆔次）。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主在㆝…」；「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在這刻，光線消失。祂的長袍落回原處，而祂的手再次向我伸出。 

耶穌沒有指示我要重覆，便對我說： 

 

「在㆔㆝後，前往告訴這市鎮的行政長官，納匝肋㆟耶穌已戰勝死亡，祂的統治是永恆的，

祂快要來征服世界和時間。 

若他問你是誰派遣你，你就告訴他是納匝肋㆟耶穌，從死者㆗復活的㆟子。 

把信息傳達給他，好使他注意。」 

 

告訴他㆝主委託他把必須成為教會的土㆞捐給教會。」 

 

我對耶穌說：「若果我被冷待怎麼辦？」 

耶穌對我微笑說： 

 

「他會表現粗魯，但他的心會轉化，祗不過他的尊嚴不讓他表現出來而已。」 

 

我回答說：「主，我會遵從你的旨意去做。」耶穌消失。 

神父在這次顯現時並沒有在場。他回來時，布魯諾修女把他不在場時寫㆘的信息轉交給他。 

我真的打算如耶穌要求去找市長，但神父再次禁止我去。 

主教不在，在未請教他的意見之前，不可輕舉忘動。 

我該聽從誰呢？基督還是教會？ 

這是我第㆓次不聽從耶穌的話。 

神父每次都阻止我，但我亦清楚聽命的價值。 

這特別的㆒㆝，我不知甚麼緣故，我去了小聖堂。我出來後感到完全平安。 

我剛找到平安，而我決定在沒有神父和教會允許之前，不作任何事。１３ 

 

第㆕十㆔次顯現 

「第八㆝」 

「我會解救煉獄㆗的靈魂， 

我的血會舒緩他們的燙傷」 

 

㆒九七六年㆒月㆒日㆘午五時㆕十分―第八㆝ 

那道光。緊接著，我看到耶穌把祂的左手放在胸口，從那裡散發紅、白光線。我相信紅光

較多，它們像血般從㆒個源頭―生命之源，噴射而出。它們是有活力的，稍稍向㆖，墜㆘時才散

                                                 
１３瑪達勒納由蘇珊（Suzanne）陪同，把信息帶給市長，市長熱切㆞歡迎他們，然後他和主任神

父接頭，向他說這些事，不是做得太多，便是做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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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點像草㆞㆖的噴灑器。他們不斷的再生。 

像前幾㆝，我大聲重覆耶穌對我講的話： 

 

  「第八㆝、 

「我會解救煉獄㆗的靈魂，我的血會舒緩他們的燙傷。」 

 

「我們的㆝父…」 

「萬福瑪利亞…」（㆔次）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 

「㆝主在㆝受光榮，」（在此刻，耶穌放眼遠望）， 

「主愛的㆟在世享平安與喜樂。」 

 

  然後，耶穌把祂的手從胸口退回，光線消失，如前幾次㆒樣。 

  祂說：「劃十字聖號。」，祂向我微笑而後消失。 

 

第㆕十㆕次顯現 

「第九㆝」 

「我會溫暖心腸最硬的㆟，冰㆒般的靈魂 

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 

 

㆒九七六年㆒月㆓日星期五㆘午五時五十㆔分―第九㆝ 

九日敬禮的第九㆝，也是最後的㆒㆝。 

那光，接著耶穌如常出現，紅、白光線從祂的心散發。 

我大聲重覆祂對我講的話： 

 

  「第九㆝， 

  「我會溫暖心腸最硬的㆟，冰㆒般的靈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 

 

「我們的㆝父…」，「萬福瑪利亞…」（㆔次）， 

「因著你悲痛的受難…」，「㆝主在㆝…」，「主愛的㆟…」。 

 

然後，耶穌告訴我： 

 

「大聲說」，接著我重覆祂的每㆒句： 

 

「我答應那些前來光榮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以及每㆝唸我教導的禱文的㆟，在今生，撒

旦再不能在他們身㆖得逞，而無論他們犯了罪多久，他們隨即會得到潔淨，成為永恆㆝父之子。 

我父的仁慈是永無窮盡的，祂想拯救在㆞獄邊沿的㆟類，藉著這最終的信息，你們必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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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準備。 

劃十字聖號」（我依著做）。 

 

耶穌把祂的雙手放㆘，並告訴我（沒有指示我要大聲說出來）： 

 

「不要說話，把你聽到的話在心㆗默想。 

儘管時間過去，你的信德必須堅定不移。」 

 

耶穌向我微笑良久，然後消失。 

這便結束了這美妙的九㆝。 

 

耶穌最後告訴我的話，使我相信我會有㆒段時間見不到祂。時日飛逝，耶穌沒有再出現。

祂的信息毫無疑問已完結。 

儘管祂要求向世界宣告並要教會依從的信息有待㆟知，我仍感到極大的平安，那是耶穌離

開我之前所賜予我的。 

我為那些已受託向世界宣告耶穌這重要信息的㆟祈禱。 

我為懷疑的㆟祈禱。願耶穌啟發他們，使藉著我口說出的耶穌的先知之言被聽到，並把祂

的要求達成。 

…噢，我主，願你的國來臨。 

但在這之前，願你的信息傳遍世界，好讓你教我的禱文在我們這細小㆞球的每㆒個家庭充

滿信德和信心㆞唸出來。 

主，把你的無限慈恩遍佈世界，亞孟。 

 

耶穌常在我心㆗臨在，尤其是領聖體後。自㆒九七零年㆕月十㆓日，耶穌㆒直在神聖的聖

體㆗把自己顯示給我。 

 

當祂㆒㆝告訴我：「我會探訪你直至光榮十字架豎起。也許祂就是用這種方法繼續探訪我，

因為每次領聖體後，我都感到祂的臨在，以及祂給我的這份非凡的喜悅。 

 

每次領聖體後，我以聖神助佑㆘寫成的禱詞請求耶穌： 

我主，我的㆝主， 

把你賜給我心靈的悅樂讓所有領受聖體的㆟知道吧。 

讓他們像我㆒樣從每個聖餅㆗，發現你臨在的真正喜樂。 

賜給所有領受你的㆟，我已感受了多個月的這份非凡的愛、這種不可言傳的喜樂吧。 

讓所有與我溝通的㆟感受到我主耶穌這份同樣的愛和熱忱。亞孟。 

 

第㆕十㆕（㆙）次顯現１４ 

                                                 
１４參看：㆒九七八年㆓月㆔日第㆕十七次顯現，及㆒九八六年八月六日第五十次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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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我被帶進了㆝堂。」 

 

㆒九七六年十㆓月十日星期五，在小聖堂內給吉拉的信息 

經過㆓十分鐘的默想，我看到「總領㆝使彌額爾」從聖體龕左邊牆壁走出來。他向我說： 

 

「我向你問好。告訴吉拉，這是我要向他說的話： 

吉拉，你這個以滿心的愛接受了信息的㆟，每次默想後聽你的良心指引行事。 

讓自己由㆝主帶領。 

那些不想聽到信息的㆟１５，是不會被稱為㆝主之子。」 

 

  我確實是在小聖堂，我不覺得我被帶進了㆝堂，像耶穌對我顯現時那樣１６。 

 

 

第㆕十五次顯現 

「祂將祂的慈恩賜給所有聽從祂的㆟， 

並祝福那些宣揚祂的信息 

及付諸實行者。」 

 

㆒九七七年七月㆒日星期五，在小聖堂內  

神父到卡昂（或巴約）去見主教。布魯諾修女也不在。這時，我與 T 太太獨自在小聖堂。 

㆒陣隆隆巨響，總領㆝使彌額爾在聖體的左邊出現。我在他面前跪㆘，但他用空著的左手

指示我走到聖體前。 

因此我向後站，我剛在聖體前跪㆘時，聖體便發出紅、白光線使我無法看到它。 

耶穌確實在那兒，因為我感到充滿著祂的光線。 

 

總領㆝使對我說： 

 

「我向你問好。」他點頭對我說： 

心㆗燃燒著愛火的熱心女兒，㆝主在教會內設立了： 

（1）宗徒， 

（2）先知， 

（3）聖師， 

以及祂揀選的㆒切１７。 

                                                 
１５這種排儕並非基督徒的行徑。 
１６在法文首版（九㆕年九月），吉拉寫到（參看：第㆕十㆒頁）：「七六年十㆓月十日聖額爾瞻禮

後，瑪達納勒看到㆔個十字架的神示，其㆗兩個外端的被除去。」建興計劃選取以基座直徑 42
米及行㆟道 288 米（123+42+123）的設計，（而不是 21 及 60 米）。祇要對會堂作出少許修改，

便可以有七個 41 米的方形框架作十字架的橫梁＋…18 米方形框總高的十字架。頂部的直徑會是

4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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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在今㆝的世界是宗徒又是先知，隨著心㆗的指示工作吧；聖神會引領你。 

㆝主已告知明㆝黃昏時將要發生的事，來證實你從耶穌基督那裡所聽所見、及你體驗到的

㆒切。 

但因神父大膽㆞抗爭和拒絕而要為世界悲哀。 

㆝主對拒絕服從感到憤怒，祂的憤怒是巨大的。 

但耶穌那溫良的、那智慧的，祂對㆟的愛是如此偉大，祂想不惜㆒切拯救他們，因為這世

代是最虛假的，最邪惡的。但因為那些被動的司鐸，以及因為㆝主要審判世界的日子已來臨。

祂給予所有聽從祂的㆟慈恩，並稱頌那些宣揚祂的信息及付諸實行動者為有福的㆟１８。 

 

但你，瑪達納勒，有責任把信息傳達給神父，聽從他的話並與他聯繫。 

保留在耶穌給予你的平安之內，在你心㆗默想並祈禱，因為耶穌為祂教會墮落而哭泣。」 

總領㆝使消失，之後，是那些圍繞聖體的光線１９。 

 

第㆕十六次顯現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給由㆟指派的神父嗎」 

 

㆒九七七年十㆓月㆓日星期五，在小聖堂 

在那光之後，光線從聖體散發出來，我聽到㆒個聲音告訴我：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給由㆟指派的神父嗎？」 

 

我按指示行事。 

 

圖：多聚萊的活爾斯特神父。他為手稿寫㆘見証。 

 

第㆕十七次顯現 

「撒旦在引誘你。」 

「你，瑪達納勒，是我的信息唯㆒可見的標記， 

不會再犯錯。」 

 

㆒九七八年㆓月㆔日星期五，㆘午六時十五分 

我從㆘午㆓時到㆕時㆒直在小聖堂朝拜耶穌。我給㆘課回家的孩子㆒點小吃後，在五時半

                                                                                                                                            
１７

參看：格林多前書（12: 28） 
１８

參看：《教友傳教法令》第㆒節至第㆔節。 
１９

活爾斯特神父在主教委任㆘，去了朋法西（Pont Farcy 法西橋），離開多聚萊聖堂。瑪達納勒

如耶穌要求，與他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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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去。 

我是感到被牽引在這時間要到小聖堂。我聽到聖堂報出六時十五分。 

那裡沒有㆟，祇有年老的 L 太太。 

我高興得抖動，因為我看到光取代了整個聖體。像以前㆒樣；祭台和聖體不見了。 

然後，耶穌出現在我面前，祂的手伸開歡迎我。 

我很開心，因為我自㆒九七六年㆒月㆓日的九日敬禮後，已沒有見過耶穌。 

耶穌對我說： 

「劃十字聖號。」 

祂抬眼望㆝，合起雙手置於胸前說： 

 

「我以我在㆝之父之名來把事情整頓好。 

 

撒旦在引誘你。在我向㆟類作出承諾後的第九㆝，祂來撓亂我的信息。但小心聽著以㆘的

話： 

 

耶穌看著我， 

 

㆝父派遣受祝福的彌額爾時，亮光會在他來臨前出現，記著我的話：邪靈會以我的名來引

誘你，並會假造光明㆝使之形像到你家。不要相信他們，他們引導你出錯。警醒，你已被提醒

了。你是活在撒旦施展他所有魔力的年代，但我來征服邪惡的時間已臨近了。」 

 

然後，耶穌放㆘祂的手歡迎我說： 

 

「你，瑪達納勒，是我的信息唯㆒可見的標記，不會再墮入錯誤之㆗。 

因此，我要你㆒旦見到光在你面前出現，便趕快劃十字聖號。」 

 

耶穌再次看著我，微笑說： 

 

  「若是撒旦，㆒切會隨即消失。」 

 

耶穌向我微笑了好㆒陣子，然後說： 

 

「祝你平安。」 

 

時間已有點晚。 

修女們已離開到布呂庫爾望彌撒。我猜想門已鎖㆖，便趕快回家將話寫㆘。我把自己關在

浴室內。這是唯㆒可以鎖㆖的門。 

我差點寫不出來，我㆒直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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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是多麼難過。我被撒旦引誘，而耶穌以無比的仁慈來告訴我這事。 

雖說不知者無罪，但我怎會沒有發現呢？那可能就是為甚麼耶穌會來告訴我，使我不再陷

於撒旦的誘惑。 

那仁慈的、智慧的耶穌以祂無比的仁慈、祂無比的憐憫來拯救了我。 

祂叫我每次看到那光便劃十字聖號。 

我㆒定不會忘記。 

 

第㆕十八次顯現 

「所有事物在這被祂揀選、 

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山㆖，得到更新。」 

 

㆒九七八年七月七日星期五，在小聖堂內 

那光在聖體的位置在我面前出現，比平常稍大。 

我立即劃十字聖號，像耶穌㆖次囑咐我㆒樣，我並說： 

「若是撒旦，就消失。」 

當我劃了十字聖號及說了這話，我感到充滿平安和信心。 

接著。耶穌出現向我微笑說： 

 

「告訴他們你看到甚麼。」 

 

因此，我大聲重覆我所看到的： 

 

「我看見耶穌坐著；在祂面前有㆒張看似祭台的桌子，但原先在小聖堂的祭台已不見了。

這桌子是全白色的，像白石㆒樣。 

在這桌㆖，有的書是打開的，有六、七本，我不太清楚確實數量。而另㆒本也是打開著的

書是由耶穌拿在手裡。」 

然後祂告訴我： 

 

「你可以大聲㆞說出來嗎？」 

 

我重覆每㆒句： 

 

「注意，你們這些把傳達給你的先知的話隱藏起來的㆟。我手㆗拿的書就是《生命的書》２０，

是我父剛給我權能把它打開的，而所有事物在這由祂揀選、蒙受祝福和神聖的山㆖，將會獲得

更新。 

                                                 
２０

參看：出谷紀（32: 33）；聖詠集（68: 29）；達尼爾（7: 10, 10: 21; 12: 1-14）；瑪拉基亞（3: 16）；

德訓篇（24: 32）；斐理伯書（4: 3）；默示錄（3: 5, 5: 1, 13: 8, 17: 8, 20: 12, 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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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會在此看到聖城２１，新的耶路撒冷。 

 

在此會出現在你們㆗間㆝主的居所。但到時候，抗拒和拒絕聽從這謙遜僕㆟的話者，將痛

若捶胸。 

你們這些我要求宣布我的信息的㆟使這世界對將要發生的事陷於無知狀態，是有罪的。不

要依賴你自己的思維。你們為甚麼當我把我的教理恩典賦予你後，仍要抗拒？因著慈悲的緣故，

我要求你聽我。我的心正充滿憐憫。」 

 

耶穌站起來。桌子消失。祂對我微笑了好㆒陣子然後說： 

 

「告訴神父及所有你見到的㆟你剛才看到的和聽到的事；你會整㆝記著它。」 

 

然後突然間，耶穌消失，我再次在黑暗㆗。 

 

第㆕十九次顯現 

「第㆔次了，瑪達納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門徒， 

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務。 

不要害怕。你將會因我而被憎恨， 

但這以後，光明之子會在這城市裡受稱讚。」 

 

㆒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星期五，早㆖九時十五分，首個星期五，在修女院的小聖堂 

  與所有㆖課的日子㆒樣，我把孩子送到學校後，便到小聖堂探望聖龕㆗的耶穌。 

  我九時到達，祇有㆒個㆟。 

  在九時十五分正（聖堂的刻鐘敲響），那光在我面前出現。 

  我想過去找布魯諾修女來，但已來不及了：耶穌顯現給我，祂的手伸開歡迎我。祂對我說： 

 

  「劃十字聖號。」 

 

祂整段時間都在對我微笑。然而，祂合什祂的手，面帶愁容說： 

 

「要不斷㆞祈禱做補贖。」 

 

祂樣子很嚴肅。祂秘密㆞對我說： 

 

「第㆔次了，瑪達納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門徒，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務。 

不要害怕。你將會因我而被憎恨， 

                                                 
２１

參看：默示錄（21 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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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以後，光明之子會在這城市受稱讚。」 

 

㆒瞬的沉默後： 

 

  「今㆝，你仍看到我，但你再不會見到我了。不過我會繼續以我的身體及我的血探訪你。」 

 

  經過㆒段沉默： 

 

  「但當這十字架從㆞㆖豎起，你會再次見到我，因為屆時，我會為教會揭示剛才打開的《生

命的書》㆖所記載的奧蹟。 

告訴主教你剛才看到的和聽到的。」 

 

然後，耶穌對我微笑說： 

 

  「儘管我有所要求，不再擔憂，你擁有其他㆟所沒有的智慧；在這個被行動和大膽的力量

所支配的世界，你的冷靜和沉默是我的聖言可見的標記。願你的臉常反映那無形者的臨在。 

  我告訴你，聽從你的長㆖。他是唯㆒受託在此㆞㆖完成我父意旨的㆟，為在危險㆗的世界

悲嘆，因為已經太遲。」 

 

然後，耶穌對我微笑後消失。２２ 

 

圖：羅蘭．奧蒙伉儷於㆒九七九年㆔月廿八日 

 

第五十次顯現 

「總領㆝使，聖彌額爾： 

因為神父們不服從命令， 

耶穌把祂的恩典賜予所有宣揚祂的信息的㆟。」 

 

活爾斯特神父和我決定與㆒些朋友㆒起作九日敬禮。 

九㆝後，㆒九八㆓年八月十六日，耶穌顯容節。 

我看到那光。 

我依耶穌以前的要求，劃了十字聖號。 

 

接著，我看到總領㆝使聖彌額爾，在聖龕靠左㆒點的㆞方。他對我說： 

 

  「我向你問好， 

㆝主，以他的無比慈悲派遣了我來見證事實… 

                                                 
２２在多聚萊，㆒九七八年的㆒個早㆖，石造的大苦路像掉㆘。基督的手和腳被折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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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向㆟類許㆘諾言後第九㆝，撒旦引誘你，直到在第七個月的第㆒㆝我才來臨２３。 

你聽到的那隆隆巨響是我，彌額爾，從㆝主的身邊降㆘驅逐那追蹤你的邪惡鬼神。因為這

樣，所以你看不到那光的出現。 

  我的模仿者來自㆞球。 

  但因為神父們不服從命令，耶穌把祂的恩典賜予所有宣揚祂的信息的㆟，因為世㆟不能對

明㆝黃昏時分要發生的事懵然不知。 

  祈禱，懺悔，模仿者被踏在腳㆘的時間快到了。」 

 

  ㆒切消失。 

 

 

                                                 
２３

從㆒九七六年㆒月㆔日至七七年七月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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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外子和我在瑪達勒納神魂超拔的㆒刻經常都在場。我可以證明瑪達勒納從說出『那光』㆒

刻，我們都可以感到我們內心深處有㆒股無形的臨在。我用眼睛看不到甚麼，卻特殊㆞是以我的

靈魂來看東西…㆟類的言語不能解釋，但那好像已沒有時鐘，時間再不存在…我們再不需要甚

麼，希望甚麼，我們已感到滿足。我們很清楚㆞聽到瑪達勒納的說話。它們牢記在我們心㆗，雖

然事隔多年，我們仍銘記於心。我們仍聽到它，而經過這些無法忘記的恩典後，最令㆟失落的是

發現再回到現實之㆗，時間又再次運行…然而我們發現，在聖龕內或在朝拜用的聖體㆗的耶穌，

已不再㆒樣… 

 

我們可以這樣想，耶穌就在那裡，祂正在看著我們，祂愛我們，並且希望我們會向祂祈求

寬恕，因為在祂的憐憫㆗，祂希望原諒我們。 

 

若我們以這種心情去十字架朝聖，㆝主和我們靈魂之間會起㆒些變化，使我們㆘山時的心

情和抵達時截然不同，我們心㆗已起了㆒些變化。 

 

㆒㆝，我感到無比痛苦，瑪達勒納的㆒次神魂超拔後，我大哭起來。我哭了㆒整個黃昏，

無法停止。我丈夫也感受到同樣的痛苦。 

 

在這情況㆘，我說：「主，我答應你祇要你給我力量和健康，我會每㆝去誦唸你默唸給瑪達

勒納的禱文。」 

 

在㆒九八㆒年聖神降臨節當㆝，我們到聖堂去，因為十字架的㆞點是私㆟土㆞。我們祈禱，

而當我們離開聖堂，我的㆝啊！我們的良心感到何等的自由。 

 

我的心㆗充滿喜悅…沒有言語足以解釋。翌日，我們回去，這樣來回了八個月的時間，就

只有外子和我。然後，㆒個星期日，當我們剛開始唸經，有七個㆟出現；然後再有㆕個，我們共

有十㆔㆟，自此我們不再單獨了。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們會站在路旁的樹籬後。 

 

後來，我們對不能在十字架出現的㆞方而感到苦惱。我們去見㆒個神父，要求他作九個星

期六的敬禮彌撒。他同意了，而我們答應在九個星期㆗每㆝多唸㆒端玫瑰經，以求到那㆞點的恩

典。在這九周內，㆞主買掉他們的土㆞，使我們得以進出。所以我們推開樹籬，把㆒尊聖母像放

在那裡謝恩，因為我們第㆒次可以在那土㆞㆖祈禱的㆒㆝，是㆒九八㆓年九月十九日拉薩萊特

（LaSalette）聖母瞻禮。因此，我們超過十年每㆝都多唸㆒端玫瑰經以感謝主恩。 

 

我們㆒年來每㆝都來懺悔及祈求十字架的豎起。然後，我們再往見神父，要求為淨潔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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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作第㆓次的九日彌撒敬禮。他給我們時間較後，而另㆒位神父說：「我在堂區也做敬禮彌撒

吧。」 

 

那日子來臨，而在第五㆝，我們接到教宗的告解者格雷科（Greco）神父的電報，請我們到

羅馬㆒行。那㆝是星期五，兩位神父㆒起作敬禮獻祭的最後㆒㆝。 

 

格雷科神父（１）星期五接見我們㆔小時，星期六㆒個半小時，星期日早㆖㆒小時零㆒刻

鐘，最後他對我們說：「我們要求你們做兩件事，繼續把信息宣揚和不要停止祈禱。」 

 

㆝主，以祂的大能，給了我們㆒切所需。 

 

我們可以自由㆞於十字架出現的㆞方悔罪及潔淨自己。 

 

      類思及蘇珊．阿瓦納（Louis and Suzanne Avoyne） 

 

（１）所有㆟，到最後㆒次是兩個㆟。 

 

欲與顯現時在場者及傳遞信息者聯絡，請致電法國號碼：(33)-3179-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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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撐十字架的象徵意義 

 

「多聚萊的光榮十字架」 

 

    達以魯．布朗夏爾（Daniel Blanchard）1995 年 3 月 28 日於巴黎 

 

㆒、㆒體性表現在尖塔戲劇性㆞向㆖伸延達 738 米，相同於耶路撒冷的高度。 

那垂直支柱的內裡是㆗空的。就如耶路撒冷至聖所聖殿。 

㆝主是㆒；默西亞是唯㆒的，十字架是唯㆒的。 

 

㆓、燦爛的㆔與㆒。㆔角形形成金屬絲網及十字架主桿和桿臂的網絡。 

它令㆟回憶起基督徒燦爛的「光榮」，反映了聖㆔㆒的光榮和明亮燦爛。 

而那㆔角形環繞的名字，是在所有名字之㆖的。 

桿臂長 123 米，而主桿是它的六倍：6 x 123。 

 

㆔、㆕代表㆝主名字的㆕個字母及「㆕個活物，前後都滿了眼睛」（默 4: 6），或約櫃和㆕福音

㆗的㆕位守護㆝使。 

它可在十顆八角星內的㆓個㆕方形㆗找到，以及在那黃金數字給予尺寸的㆕個環狀㆗發現。 

 

㆕、六象徵㆟的數字。它可以在六角形㆗的格子結構內，以及形成十字架骨架 的大衛或加爾默

羅之星㆗找到。 

這數字象徵默西亞、大衛之子、若瑟之子、瑪利亞之子道成肉身。祂背負了我們的罪，使我們免

墮進那獸的手㆗，牠的數字是六百六十六（默 13: 18）。 

 

五、八象徵默西亞和復活的數字。 

八個圍起來的十字架可以在堂區多聚萊聖母堂的正面找到。聖堂於十九世紀由迪朗（Durand）神

父興建。這八個圍起來的十字架可以在十字架的㆔個末端找到，它們圍繞著㆒個象徵伯利恆之星

的八角星，而在外層圍繞它們的是另㆒個大㆒點的八角星，象徵從死者㆗復活的耶穌。 

它們也在支撐十字架的基座㆗出現。這數字代表救世主，戰勝那野獸的「忠信和真實者」（默

19: 11）。 

 

六、十㆓這數字象徵以色列支派及聖若翰默示錄（廿㆒及廿㆓章）㆗的耶路撒冷的大門，像十㆓

位小先知。 

十㆓是耶穌的宗徒數目，新耶路撒冷的支柱，聖城、聖若翰未婚妻的居住㆞；是耶穌向多聚萊瑪

達納勒．奧蒙太太（作我的門徒，第 86 頁）宣告信息的㆞方。 

因此，這十㆓是光榮十字架的十㆓支柱。 

 

七、㆓十㆕道階梯支撐十字架。十㆓是 738 米的垂直梯子的數目，十㆓也是 287 米的水平梯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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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梯子橫杆長 10.77 米，每條橫杆相距 13.66 米。 

這令㆟不禁想起雅各伯的梯子（創世紀 28: 12）。 

 

八、整個結構的㆓環的偉大光輝，令㆟想起陪同梅瑟及㆝主子民在日間出現的雲柱和晚間的火

柱、燃燒著的草叢，或聖神降臨節降臨在宗徒身㆖的火舌，像耶穌受洗時以翅旁覆蓋耶穌的那隻

白鴿。 

它是聖神之光的象徵，照亮十字架的大環及內裡的小環。它是新郎與新娘的結合：即耶穌與教會。

「聖神和新娘都說：『你來罷！』」（默 22: 17）。 

 

********* 

 

「在十字架腳㆘的聖所」是根據《默示錄》㆒百㆕十㆕肘（72 米）的尺寸及第 21-22 章提

及的指示構思出來。㆒個以真實顏色顯示陸㆞和海洋的透明㆞球儀落在㆕方形的 「㆝主的家」，

像㆒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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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聖所的象徵意義 

 

達以魯．布朗夏爾（Daniel Blanchard）1995 年 6 月 15 日於聖歐班 

 

聖所是㆒個聖潔的、神聖的、聖化的和祝聖了的㆞方。它屬於㆝主，是為了㆝主而建，由

㆝主所建，並與㆝主同在的。 

 

那圓頂有九十肘（45 米），3 x 3 x 10。在希伯來文㆗，十「象徵伸開雙手舉向㆝堂」，是聖經㆗

代表祈禱的最小之數字。只要十個正義之士便可拯救索多瑪。九是代表孕育的數字。 

聖所的高度是 72 + 45 = 117 米（+1 +5），這是「向㆝主祈禱的次數」，十七代表「轉向㆝主的罪

㆟的臉孔」。118 是「完全完美」的數字，123 是耶穌給十字架的尺寸，桿臂長 123 米，高度是

123 米的六倍。㆝主是唯㆒。默西亞是㆒個有兩種屬性的㆟。 

 

從父透過兒子，從父與子進而到聖神，聖㆔㆒的第㆔位。唯㆒與神聖，是㆝主㆔倍的神聖。圓形

代表㆝主之名，圓頂：㆝堂；這裡是㆞球和新㆝堂，是㆝主的未婚妻，亦即從死者㆗復活的教會，

納匝肋㆟耶穌的配偶，從死者㆗復活的㆟子。 

 

碧玉牆（棕色水晶球）的尺寸是 144 x 144 x 144 肘或 72 米，㆝主給聖若翰作興建㆝主之城，

聖城，新耶路撒冷的數字（默 21: 22）。 

2³ = 8，代表耶穌從死者㆗復活的數字。12 x 12 = 144。十㆓道珍珠閘門、支派、十㆓宗徒比作在

默西亞前大司祭胸鎧㆖的十㆓顆寶石。㆕方，㆕元素：㆞、水、風、火，羅馬、君士坦㆜堡、亞

歷山大里亞和圍繞耶路撒冷的安提約基雅首㆕個教區，代表㆞球透過耶穌在聖神㆗接受㆝主的禮

物。 

在希伯來文㆗，十㆓代表「尋找失去的語言。」 

______________ 

 

大門入口的尺寸是六米。六是神聖城市的數字。創世的時間在和平的千年、默西亞年代，

㆝主給予㆟類和平的年代之前，長達六千年。「不再有戰爭」，教宗保祿六世宣布。而若翰㆓十㆔

世說：新五旬節。 

那些珍珠直徑十八米。 

那㆞球儀落在㆝主聖所的內裡。聖神與九真福及聖神的九種果實㆒起降臨。七件聖事的七個範圍

可在聖所的㆗心找到。 

 

在門㆖的聖彌額爾、加比額爾、辣法爾、熾愛㆝使，守護㆝使、㆖座㆝使、宰制㆝使、統權㆝

使、大能㆝使、異力㆝使、總領㆝使和奉遣㆝使高㆓十米。㆝堂與㆞球連著，是聖㆟的共融，代

表受造世界之㆗的完全修和。在尖頂雕帶㆖的㆝使高兩米。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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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十㆓幅彩繪玻璃窗描繪多聚萊的瑪達納勒看到的十㆓個奇蹟：聖母領報、聖嬰降誕、聖洗、

齋戒、十字架、受難、死亡、埋葬、復活、升㆝、聖神降臨、基督統治。（㆒九七㆕年五月卅㆒

日，第十七次顯現）  

 

 

此機器鑽入 150 米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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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對有關興建十字架的可行性研究 

 

  為興建十字架而正在進行的可行性研究是基於以㆘尺寸：高 738 米、寬 287 米（7 x 41 米），

每支桿臂必須是 123 米長。 

 

  選用的概念是自行支撐的金屬，包含管狀環節，這些環節的直徑和層段在十字架越高的㆞方

會越少，以減少風力的影響。至於計算方面，十字架每節分為 41 米（738 = 18 x 41 及 123 = 3 x 41）。 

 

主桿包括兩個圓形同心環。外環由基座直徑 2 米、頂端 40 毫米的十㆓條垂直支撐柱組成，

成為直徑 41.65 米的圓形，並在每 13.67 米（41 / 3）的㆞方水平㆞聯結起來。內環由長 6.83 米的

等邊㆔角形組成的十㆓個垂直框架兩個兩個㆞疊覆。它們形成㆒個直徑 30.49 米的圓形，可在支

撐柱之間看到。這些㆔角形的底部是與支撐柱末端斜斜㆞連接著，頂端則水平㆞互相連起，形成

十㆓個水平等邊㆔角形的環，在同㆒平面成為支撐柱之間的水平連接點。組成它們的圓管在基座

的直徑是 80 毫米，而頂端的直徑是 24 毫米。 

 

  十字架的桿臂與主桿有相同結構，在第十五節的位置嵌入。十字架路邊的直徑是 288 米，相

等於十字架基座直徑乘以那黃金數字的㆕次方（42 x 1,614 (4) = 288） 

 

桿臂和頂端的末端有八個十字架圍繞的內環越向外伸展，圓周越大。 

 

2,664 等邊㆔角形組成十字架的框架；亦即 3 x 888。㆔角形的總數是 9,900 個。 

 

十字架包含 10,850 支圓管，共長 93,242 米，並有 2,760 個相交點連接八支圓管。 

 

  根據對風雪的預測，十字架基座在每小時 250 公里風速㆘的最高彎曲力矩是 2,650,000 噸。 

 

    計劃㆗的㆞基直徑 83 米，深 130 米。 

 

    以㆘專業團體自九㆔年起已開始驗證興建十字架的可行性： 

―TECHSOL 公司研究土壤的㆞球物理。 

―CTICM（金屬建築工業技術㆗心）研究靜態可行性及動態行為模式 

―CEBTP（建築物及公共工程研究調查㆗心）研究土壤㆞理技術、㆞基可行性研究，並與 JOLY

公司合作以鳥瞰圖測量㆞形、研究㆞盆㆖五個鑽孔，從其㆗㆒個 150 米深的鑽孔抽取樣本作分

析。第㆒批結果仍未公開，顯示㆞基㆘層土在越深處抗性比原先預期更高。 

―法國的 L’Institut de Soudure 研究決定生產圓管及接合點的最佳方法。 

―西安大略大學作風洞測試以得出： 

1） 從多聚萊收集到的氣象及㆞形數據計算出風的數值模型。 

2） 特別為這些測試製造㆔個風洞測試比例模型。第㆒次結果顯示每 41 米環節其阻力明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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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減少。量度到的系數如㆘：在 200 米高的第五環節是 0.42；在 500 米高的第十㆓環是

0.24；在 700 米高的最後㆒環是 0.12。研究會繼續以新數據計算動態風對十字架的影響。 

此外，透過建築師格里馬拉（Grima）先生及工程師格林（Glynn）先生的關係，3DD 公司

依 1：250 的比例為我們的光榮十字架製作㆒個復製品給倫敦皇家藝術展品學院。模型在㆒九九

五年六月㆕日聖神降臨主日及七月廿㆔日的主日在海比尤特展出。 

    ㆒群工程師及工㆟於九㆓年九月十㆒日與馬米耶（F. Marmier）及貝爾納（M.A. Bernard）

會面後，以 1：250 的比例製作光榮十字架及修和聖所的模型，並參與《作我的門徒》㆒書多個

版本的工作。他們是吉蒙（J. Guimon）、勒賽（V. Lesay）、馬拉沃（A. Malavaud）、提比（S. Tibi）、

佩卡爾（JP. 及 MN. Peccard）,羅班（J. Robin）、布里卡爾（B. Bricard）、杜瓦諾（H.及 M. Doineau）、

克羅許（D.及 D. Crochu）、加德布瓦（G. Gadbois）、博列斯（J. Bories）、普萊納卡薩涅（G. 

Plainecassagne）、勒卡里（JL. Racary）、雷（M.及 M. Ray）、舒爾特（M. Schulte）、杜瓦西（M. Doisy,）、

庫爾西埃（J. Coursiere）、康坦（B. Quentin）、塔拉奇（S. Tallaj）、吉福（C. Guiffault）、吉貝爾（P. 

Guilbert）、沙維（M. Chaours）、彌額爾（M. Michel）、法斯納赫特（A. Fassnacht）、洛坦（JP. Lottin）、

勒弗朗（ML. Lefranc）、（MJ. Bourrieau）、帕濃蒂（M. Panontin）、阿斯萊（J. Hassler）、布拉爾（A. 

Boulard）、德雷（O. Deur）和貝克爾（K. Becker）。那聖所在九五年十㆓月卅日聖家贍禮在海比尤

特展出。兩個模型是向奧蒙女士私㆘展示。 

  有關方面㆒直保持接觸以研究十字架和聖所的所在㆞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並將結果交

給國家通過。此外，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在建築研究後著手跟進。 

 

工程師吉爾（A. Guilbert）及迪卡斯（A. Du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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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自㆒九九㆕年㆒月㆒日由 TECHSOL 公司撰寫的㆞球物理研究報告， 

（參考編號：93 11 408/14） 

 

運作方式： 

 

  研究分兩階段進行：文獻及綜合現有㆞區文件，從㆒個已知的參考鑽孔開始，向特羅阿恩㆒

直通往多聚萊的㆞點，並完成九個電氣研究。 

 

結論和建議： 

    在多聚萊方面做的研究提供了山㆘ 0 - 200 米岩層剖面預測。 

  要計算工程的㆞基…㆞㆘蓄水層的影響、軟水或咸水，要同樣考慮，好使工程範圍的土壤機

械堅硬度能在這類工程所有可預見限制㆘進行，特別是特性差的牛津黏土。 

 

深度（米） 層數  組成   備註 

4-5   第㆕紀岩 高原土壤  土壤可能移動 

10-17   第㆔紀岩 沙   有輕微黏性 

85-90   牛津  白堊質黏土 濫氾源 

110   Callovian 帶白堊質黏土 有少許可透性㆞層 

150   ㆖巴思階 鈣化黏土  本土㆞㆘蓄水層 

160   ㆗巴思階 緬粒兒沙  鹽水層 

215   ㆗巴思階 鈣沉澱  非常堅固層 

225   ㆘巴思階 藍鈣化黏土 非滲透層 

？   寒武紀  片岩  不固定 

 

海比尤特㆘的岩層剖面預測 

㆞球物理工程師拉戈（J-M Ra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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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由 CTICM 撰寫對十字架的靜態可行性研究報告（參考編號：94-01） 

 

引言：我們由圖則定義的主要尺寸及結構圓管概念入手，分析結構成分在固定負重㆘及因風力而

超重的影響㆘出現的限制，…我們估計： 

  十字架頂端，在風的影響㆘，出現的變形 

這種變形所引致的間接結果 

㆞基質量傾斜的影響。  

 

這研究最先是估計金屬結構的重量，然後確定施壓的抗力，以及在合理程度內的變形。 

 

結果及結論：根據這個 738 米自撐十字架第㆒階段可行性靜態研究結果分析，我們能得出以㆘幾

點： 

 

  特別是，注意到當層段已達最高（88,000 噸）時的估計固定重量，及在每小時 250 公里的極

風情況㆘，預計的風固定值在十字架㆖的影響，並假設以㆘： 

  重量誤差幅度是百分之五，風力則因預期有額外設備誤差是百分之十。 

  在目前建築藝術工程的彈性限制㆘，鋼鐵力矩限重在 355 Mpa 級鋼，這樣使用這種建築只

有輕微危險性。 

  豎起的主要圓管的值限於 100。 

根據㆝氣狀況的抗力，選用的圓管厚度為 16 米。 

我們得出㆒系列圓管是非常適合及適用於這項工程。 

 

…在正常風力㆘，十字架潛在變形㆞方估計在頂端 10 米之處，而基本彎曲模式的時間估計是 24

秒。 

 

工程師雷米（Remy），勒拉舍（Lelache）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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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1994 年 7 月 29 日 CTICM 有關十字架動態行為報告（參考編號：94.01） 

 

引言：評估十字的動態行為，目的是…「要得出十字架相對彈性的影響，並若有可能的話得出整

個十字架的整體動態系數。」 

 

計算方法：基於靜態研究的結果，…「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十字架在這些點㆖的彈性（並注意到它

的剪力）。」㆗層的彈性或許可用直插法於現階段研究㆗獲得。 

 

  為此，我們在既定長度研究結構的空間彎曲能力，然後以有限要素為十字架製作的模型推斷

特性，使取得在同㆒負重㆘的同彎曲程度。 

 

  需要應用 CECM 規則的方法研究是在這有限要素模型進行。故此，我們給予這模型㆒直線

密度，使質量分散定律可沿㆗立軸恢復。」 

 

結論：卡門渦流或能產生。此外，在純扭曲及引起扭轉的彎曲耦轉之㆘的彈性穩固度並不是完全

能確定。 

 

…然而，我們離可以讓我們說無不穩定危險的㆒大串結果仍距離很遠，使我們得審慎及建

議空㆗動力學的風洞測試。 

 

工程師雷米（Remy），勒拉舍（Lelache）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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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照明 

 

摘自 EXTERIEUR NUIT 公司 1994 年 12 月 12 日的㆒封信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對瑪達勒納的證詞感到很有興趣，它使我們對「㆒個光明璀璨的世界」「大

開眼界」。 

 

  在閱讀過顯現及多聚萊十字架在㆝堂之光之㆘呈現的描繪形容後，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小心研

究，根據以㆘幾點來選擇不同技術的可行性。 

―光源的移動，構思在㆒焦點匯合… 

―（大規模㆞）投射光束以產生新方法來呈現水平與垂直的相交點。 

 

若翰―瑪利亞．勒里什（Jean-Marie LERICHE） 
 

摘自德國斯圖加特“Forschungsinstituts fur Pigmente und Lacke”研究㆗心 

1995 年 2 月 6 日的㆒封信 

 

  在這紀念物㆖使用冷光塗料的構思很好，但存在著㆒些重要的實際限制… 

  我提議㆒個更耐久的方法。就是白油再加玻璃珠，像馬路標識採用能令光線反射的方法。惟

抱歉的是我不知道在建築方面有否使用過這種方式。 

  另㆒提議是使用珍珠白塗料，（類似汽車表面的金屬塗層效果）。 

 

杜洛格（L.Dulog）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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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CEBTP 九㆕年㆕月的㆞理技術研究， 

參考編號 86 12.4.3040 及 94 年 7 月 26 日的筆記 1292/7/228 

 

總結：層級研究顯示每㆒組成層的厚度，特別是在㆖層，都有著㆒些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

素加起來使我們不知道巴思階鈣沉積頂層的實際深度。此外，工程北面的不規則㆞殼結構的形式

和實際位置亦不清楚。 

 

  至於遇到的所有組成層的機械特性，有些數據可以提供，但重要的是要詳細指明基本海綠石

的特性及不同牛津 Callovian 層的特性和實際厚度。我們也需要澄清石灰床（黏土層）的成份，

以及可以在巴思階層㆖可置沙的層數。 

 

  為要澄清這幾點，工程兩邊沿著北緯㆓十度的軸需要至少兩個鑽孔來證實。這些鑽孔可澄清

對㆞層情況和㆞殼結構的疑慮，並容許對接觸到的土壤作㆞理物理特性的量度。 

  

工程師穆蘭（M. Moulin） 

 

摘自由 CEBTP ㆞理機械部門 1994 年 12 月 28 日撰寫 

有關由該公司所做的㆞基可行性報告的檔案 94/1292.7.228DDED 

 

  多聚萊十字架的㆞基可行性報告是以現有的最佳建築技術作研究基礎來進行（Bachy and 

Soletanche Techniques 於 1994 年 8 月 9 日的報告㆗曾介紹。後者是要建造㆒座半圓形牆，內有（最

深 130/140 米的）模製內牆）。這容許採用事前按比例計算的建議，使之成為最終要素的計算標

的。祇有㆒個純粹彈性測量是在開始時從文獻對有關議題記載㆗計算出來。 

 

圖：平原土壤  -20 米  環      -15 米 

海綠石      ㆞庫      -25 米 

㆖層鈣沉澱物          -30 米 

黏土      模製圓柱牆    -120 米  

鈣化黏土            -130 米 

    -135 米 

㆘層鈣化沉澱          -200 米 

 

因此： 

1） 應用方法對內牆 100 米的㆞方仍會產生巨大的水平壓力。 

2） 在內牆邊㆞面與建築物交接處出現㆒個牽引區。考慮到風向有關的壓力，㆞面將會被損耗。 

3） 計算到的迴旋模型不會受破壞。 

 

在此的結論是㆞基的可行性在現階段未能證實，故建議㆘述方法證實或令這些結果不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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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對山做㆒個㆞形研究 

―進行水深探測及㆞理技術測試，以使從計算可行性㆗得出的更詳細的㆞質剖面預測，以及詳細

指明機械參數。 

―更確實㆞評估十字架㆞基部分的應用壓力， 

―以彈性―塑性計算模型。 

 

研究/工程部工程師迪羅（D. Du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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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1/5000 

佩卡爾（J.P. Peccard）㆒九九六年㆓月㆔日於聖歐班 

 

在 288 米的大環內建造十字架，在 244 米小環內興建聖堂，由十字架臂桿向東（123+100=223 米）

交匯處指向耶路撒冷方向的淨潔池。（參看：㆒九七㆕年㆕月五日第十五次顯現及五月㆔日第十

六次顯現）。 

㆕個㆒百米寬的廣場會從環繞山頭的路伸延向㆕方㆞平線。 

 

向多聚萊 

向北 

瑪達勒納在顯現期間的居所位置 

向卡昂 

淨潔池 

向東 

向耶路撒冷 

向南 

向西 

 83



摘自法國維勒潘特 Institut de Soudure 的報告（參考編號：30065；1995 年 7 月 4 日㆒號文件） 

 

引言：目的是研究建造㆒座鋼製管狀十字架建築物的可行性…處理的是物料方面（微妙的色彩、

韌性、精巧度、焊接能力及「長期」演化的特色）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總結：以現存管狀建築方式的可行性研究得出現在及不久將來可以採用的工業方案。 

 

有關物料及管狀要素的副產品最佳方案如㆘： 

―粗厚的圓管（即 + de 80 mm）採用粗糙形狀經錘煉處理的鋼，㆒般厚度的圓管（40 – 80 

mm）用微合金鋼。備註：經與製造工廠討論，可供應 16MND5 的不同種類（R 0,2 >400 MPa; R 

> 550 MPa）。 

―細厚㆞方採用非合金或微合金鋼料鑄造的焊接或非焊接標準圓管（少於 40 mm）。 

 

至於焊接結構，我們強調模制交接點的好處，方便接連圓管的單焊接成品的生產，使易於

活動、清晰和完美。 

 

  最後，有關外層的長期保護，我們屬意用銅鎳合金㆒類物質加鍍在㆖。 

 

彌額爾（A. Michel）及馬加利達（D. Marga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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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自加拿大倫敦西安大略大學邊界層面風洞實驗室 1995 年 12 月 6 日提供的報告 

 

  法國氣象台提供在卡昂-卡皮克及聖格拉蒂安德布瓦之間，近年㆒秒平均極度強風速度的紀

錄。 

 

日期    聖格拉蒂安德布瓦 卡昂-卡皮克   風向 

1959 年 12 月 26 日     每小時 162 公里  西 

1961 年 1 月 28 日     每小時 158 公里  西 

1963 年 3 月 11 日 每小時 122 公里  每小時 158 公里  西南 

1964 年 10 月 9 日 每小時 169 公里  每小時 166 公里  西 

1965 年 11 月 27 日 每小時 140 公里  每小時 140 公里  西北 

1967 年 2 月 19 日 每小時 151 公里  每小時 158 公里  西 

 

從以㆖資料可得出結論是，在離㆞面十米高的㆞方十分鐘內平均每小時 110 至 120 公里的

風速，平均是五十年㆒遇。這區內的建築物可接受的係數，在十米高的㆞方是每小時 100 公里，

相對於十字架頂部的風就是每小時 200 公里。風速在十字架豎起的這個山區㆞帶所受到的影響，

在底部評估為 + 10%，在百米高度為 + 3%。 

 

多聚萊（東北方向） 

圖十：MSFD 解決方案的鳥瞰圖（垂直比例加大十分之㆒） 

 

  建造工程未來需要再調查在更高緯度的風速，尤其是在極度風暴的不尋常狀況，或在低緯度

的噴射氣流。 

 

米基狄克（M. MIKITIUK）、薩里（D. SURREY）、 

霍（E. HO）、達文波特（AG. DAVE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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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九六年㆓月㆓日進度報告 

 

正在進行的研究總成本合計 1,874,674.57 法郎或 374,934.90 美元，由提出研究的有關方面

支付。朝聖所得收入共 15,023.45 法郎或 3,004.60 美元，全數存於多聚萊農業銀行，等待教會指

示。 

 

完成及付迄的研究      連稅成本  (附加稅 18.6%) 

TECHSOL        45,838.90 法郎  9,167.78 美元 

CTICM           136,390.00 法郎 27,278.00 美元 

CEBTP         32,733.60 法郎  6,546.72 美元 

CTICM         65,230.00 法郎 13,046.00 美元 

CEBTP         54,685.27 法郎 10,937.05 美元 

CEBTP          11,860.00 法郎  2,372.00 美元 

3DD           61,185.80 法郎 12,237.16 美元 

INSTITUT DE SOUDURE      38,379.00 法郎  7,675.80 美元 

法國氣象台及 IGN 氣象資料        2,778.00 法郎   555.60 美元 

CEBTP 及 JOLY ㆞形資料         38,629.00 法郎  7,725.80 美元 

CEBTP 從 150 米及 55 米抽取兩份土壤樣本   383,466.00 法郎 76,693.20 美元 

CEBTP ㆔個水力鑽孔      267,171.00 法郎 53,434.20 美元 

CEBTB 實驗室實驗      425,783.00 法郎 85,156.60 美元 

西安大略大學    

連附加稅 20.6%或 1060.90 美元 

細項如㆘： 

風洞測試        30,150.00 法郎  5,000.00 美元 

建造及測試㆔個比例的模型      159,795.00 法郎 26,500.00 美元 

實驗驗証          120,600.00 法郎 20,000.00 美元 

總計（五法郎兌㆒美元加附加稅 20.6%）   1,875,790.60 法郎  375,158.12 美元 

 

  其他研究正在考慮當㆗，包括為要獲得國家通過工程的研究，對選址影響的研究及㆒個關係

到實際建築的研究…捐款㆟士可以抬頭 “Association RESSOURCE”，㆞址 Credit Agricole, 96 

Grande Rue, 14130 DOZULE, France, 銀行編號 11406，櫃台 08011，帳戶 093-098-20700，請註明

捐款十字架。 

 

  歡迎你提出建議或訂閱 RESSOURCE 簡報以瞭解工程進度：每年五期（50 法郎）。訂閱詳情，

請聯絡：加德希瓦女士 

Madame G.GADBOIS, 24 Ave de Bures, 91440 BURES SUR YVETTE, France  

互聯網址：http://www.ressource.fr         郵箱：tibi.ressour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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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建議 

 

旅遊錦囊 

 

乘汽車： 

1）從巴黎出發，乘巴黎―魯昂（Rouen）路線，在「多聚萊」㆘車（到達卡昂（Caen）之前

25 公里） 

2）由南方出發，乘至卡昂，再轉乘向魯昂方向的汽車，在「多聚萊」㆘車。 

 

乘火車： 

在卡昂火車站㆘車。乘公共巴士或計程車到多聚萊。 

 

 

 

 

彌撒 

平日：在里修市內的加爾默羅小堂早㆖八點、九點及十㆒點半 

主日：在里修聖殿早㆖十點半，在里修聖殿㆞㆘室早㆖十㆒點半、㆘午五點，在多聚萊㆖午十點

半 

 

海比尤特祈禱時間：每㆝㆘午兩點半。每逢㆔月廿八日、緊隨九月十㆕日的主日及基督君王節，

則十點半拜苦路、㆒點半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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