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聚莱 
 

「……来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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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我的门徒」 
 
 
 
 
 

「耶稣……要求光荣的十字架及圣殿 

在圣年终结前竖起。」 

(第十七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五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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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达纳勒．奥蒙(Madeleine Aumont) 

女裁缝 

生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七日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结婚 

育有五名子女 

 

 

 

「没有圣神，人甚么都不是，甚么也不能做。我们要「以爱」祈祷，因为没有天主圣神，我们甚

么都不是。祂常常不断地守护着我们。你要将此告诉所有人。」 

玛达纳勒．奥蒙，一九七零年 

 

 

「不要害怕。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噢，玛达纳勒，快乐的命运与你结合！祂把你从黑暗中召唤到祂非凡的光辉之中，向世人宣布

祂的奥妙。」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七次显现 

耶稣第一次显现 

 

 

「玛达纳勒，这是我第三次要求你完成我要你做的事情，藉此成为我的门徒。不要害怕，你会因

为我而被憎恨，但此后，光之子会在这城市出现。」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第四十九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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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达纳勒．奥蒙从前的居所，在多聚莱经过了高坵，穆塞桥街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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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诺曼弟多聚莱的玛达纳勒．奥蒙的 

显现和讯息一览表 

 

前言 

「自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二日，我感觉到我的心灵再生。」  

            

第一次显现，一九七二年三月廿八日，高坵 

「你会使这十字架广为人知，而你将要背负它。」 

 

第二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高坵 

「现在是救赎所有不爱耶稣的罪人的时候。」 

 

第三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高坵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一光荣的十字架，在其下建造圣殿。」 

 

第四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高坵 

「你会再看到三次这十字架。」 

 

第五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高坵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光荣的十字架，要与耶路撒冷的媲美。」 

 

第六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高坵 

「为在多聚莱近郊处建造光荣十字架，找三个人一起诵念玫瑰经。」 

 

第七次显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在圣堂附近她为婚礼布置的地方 

「不要害怕。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第八次显现，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圣若瑟小堂 

「建造光荣的十字架及修和圣殿。」 

 

第九次显现，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圣若瑟小堂 

「天主的仆人将会说一种她不懂的外语。」 

 

第十次显现，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圣若瑟小堂 

「喜乐！在天主内永不息止地喜乐。喜乐，天主的仆人，因置身于光辉之中而喜悦满盈。」 

 

第十一次显现，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圣若瑟小堂 

「怜悯，我主。」「光荣十字架的高度(七百三十八米)必须比得上耶稣撒冷城的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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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须很光亮。」 

 

第十二次显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圣若瑟小堂 

「多聚莱从今以后是一个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城市。」 

 

第十三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圣若瑟小堂 

「你为甚么害怕？你为甚么怀疑？我在这里！」 

 

第十四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圣若瑟小堂 

「喜悦，因为人子光荣地再来的日子已临近。」 

 

第十五次显现，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圣若瑟小堂 

「光荣十字架将赦去所有罪恶。」 

 

第十六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圣若瑟小堂 

「赶快把光荣十字架在它的位置竖起」 

              --------- 

第十七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五月卅一日，圣若瑟小堂 

「我是弥额尔，总领天使。」「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叫人要来一支蜡烛，

点上它，然后放好。愿所有进来的人也同样做。」 

 

第十八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 

「耶稣出现，但没有说一句话。」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 

「盆地发现有水。」 

 

第十九次显现，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高坵「十字架的地点」 

「所有列队前来的人，不要害怕清洗。这水不是泉水。这是从地表渗出来的水。」 

 

第二十次显现，一九七四年九月六日，圣若瑟小堂 

「不要哀痛。」 

 

第二十一次显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圣若瑟小堂 

「经过这些日子的考验，接着人子自己会在天上现身。」 

       -------- 

第二十二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四日，圣若瑟小堂 

「天主显现给我…他没有对我说任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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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二月廿一日，圣若瑟小堂 

「告诉神父，你是以天主之名和借着祂而预言。」 

 

第廿四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二月廿八日 

「这一世代是 虚伪和 邪恶的。」 
 

第廿五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圣若瑟小堂； 
「这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市镇将受到保护…」 

「要谦逊但不要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帮助」 

 

第廿六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 

「玛达纳勒，坚持祈祷、守斋和禁欲」 
 

第廿七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三月廿一日 
「明天 始九日敬礼。」 

 

第廿八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三月廿八日，在多聚莱的堂区圣堂；  

「借着光荣十字架，人子的标记，世界将会得救。」 

 

第廿九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一日，圣若瑟小堂； 

「告诉神父：『我要所有人知道这信息。』」 

 

第三十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五月二日，圣若瑟小堂； 
「无休止的更新」 

 

第三十一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五月卅日，圣若瑟小堂； 
「那些前来光荣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人，我会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们。」 

 

第三十二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六月廿七日，圣若瑟小堂； 

「告诉修女，请她星期五来这里。」 
 

第三十三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圣若瑟小堂； 

「这信是写给教会的首领。『你们，教会的领袖，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各国会因这个在世上竖起

的十字架而得救。』」 

 

第三十四次显现，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圣若瑟小堂； 
「你们受托于这信息的神父和修会会士，不要让人类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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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圣若瑟小堂； 

「…在此生，撒旦将无法在他们身上施法」 

 

第三十六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圣诞日，圣若瑟小堂； 

「九日敬礼：第一天」 

「人类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实践它之前，是不会找到平安的」 
 

第三十七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圣若瑟小堂； 

「第二天」 

「我会加倍恩赐神父和修会会士的灵魂，因为我的信息是借着他们传达。」 

 

第三十八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七日，圣若瑟小堂； 

「第三天」 

「我会把诚恳和有信德的灵魂惦记于心，他们在我往髑髅地的路上安慰了我。」 

 

第三十九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圣若瑟小堂； 

「第四天」 

「我会向异教徒及那些未认识我的人，在他们知知道我的信息的一刻，倾出我恩典的光线」 

 

第四十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圣若瑟小堂； 
「第五天」 

「我会把异端及裂教者的灵魂带回合一教会之内。」 

 

第四十一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日，圣若瑟小堂； 

「第六天」 
「我会迎接小孩和谦逊的灵魂到我的心灵居所，好使他们对天上我父保持特别的敬爱」 

 

第四十二次显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圣若瑟小堂； 
「第七天」 

「前去告诉这市镇的行政长官，天主托付他把必须成为教会的土地捐给教会」 

 

第四十三次显现，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圣若瑟小堂； 
「第八天」 

「我会解救炼狱中的灵魂，我的血会舒缓他们的烫伤。」 
 

第四十四次显现，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圣若瑟小堂； 
「第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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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温暖心肠 硬的人，冰一般的灵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人。」 

 

第四十四（甲）次显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圣若瑟小堂； 

「我不觉得我被带进了天堂，像耶稣对我显现时那样。」（参看第四十七次显现） 

-------- 

第四十五次显现，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圣若瑟小堂； 
「祂将祂的慈恩赐给所有听从祂的人，并祝福那些宣扬祂的信息及付诸实行者。」1 

 

第四十六次显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圣若瑟小堂；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给由人指派的神父吗」 

 

第四十七次显现，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圣若瑟小堂； 

「撒旦在引诱你。」「你，玛达纳勒，是我的信息唯一可见的标记，不会再犯错。」 
 

第四十八次显现，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圣若瑟小堂； 

「所有事物在这被祂拣选、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山上，得到更新。」 
 

第四十九次显现，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圣若瑟小堂； 

「第三次了，玛达纳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门徒，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务。不要害怕。你将会因我而

被憎恨，但这以后，光明之子会在这城市里受称赞。」 
 

第五十次显现，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总领天使，圣弥额尔：『…因为神父们不服从命令，耶稣把祂的恩典赐予所有宣扬祂的信息

的人。』」2 
 

声明： 
 
一、玛达勒纳．奥蒙女士传达的信息并无预先对我们的母亲─圣教会─的 终办

认结果自作决定。只有她，以配偶的身分，能办认她的配偶─耶稣─的话，也是

她要负上责任的话。 
 
二、至于工程可行性的技术处理，它不预测或自作结论是否竖起十字架和建兴这

圣所。这是由民政和宗教当局对此作出必须和充份的决定。 

                                                 
1 圣教法典第７５９条： 
 
2 第一位获准传教的神父是四世纪在阿尔及利亚 Hippo (现 Bone)的圣奥斯定。 
第一位获准传教的执事是十二世纪的圣五伤方济。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直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件，准许教友…（教宗保禄六世及主教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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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二日，我感觉到我的心灵再生。」  

             奥蒙女士 

 

 

一九七零年三月廿九日，在九十四岁母亲的催促，以及皮特欧日堂区经过四年没有堂区司铎的情

况下，玛达纳勒完成了她应做的事，在复活主日办了告解和领了圣体。 

 

复活期首主日，玛达纳勒领圣体后返回座位跪下，「我体内发生一些变化；我无法解释的变化……

我差不多昏倒过去……感觉好象喝醉了，沉醉在喜悦和快乐之中……我感觉自己好象刚刚发现了

另一个世界。」那种感觉一直维持，直到她返回家里。这一天是四月五日。 

  

下一个主日，四月十二日，「一种内心的喜悦充满着我；但这一次我感到一种临在，一种不属于

这世界的临在……耶稣的临在……圣神的临在。我感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一种温柔的临

在……世界不再存在，我的身体亦然。祇有主在我内，我在主内。」 

 

复活期第三主日，四月十九日，「那种非凡的喜悦再次出现。」她决定告诉神父，因为「这不再是

我的存在，而是耶稣活在我内。」神父让她在周内领受圣体，「从一个主日等待到另一个主日实在

太漫长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代替弥撒。耶稣圣体从困惑中及从每一台弥撒中拯救我，我从神父

重复 后晚餐的过程中，真正看到耶稣，我看到天主圣神来到祭坛上，将自己奉献给我们所有人。」 

 

若我们每天早上，因为出自对赐予生命者天主的『那份爱』，而奉献我们的一切给祂，一切皆不

再一样。基督已复活，真正活着：每天，我活出这复活……不能一天不祈祷或不思想耶稣和那些

受苦或痛哭的人……祈祷把我们与耶稣结合，带给我们的心灵喜悦，没有物质能代替……科学、

人类的智能或别人美丽的话语不能打 非信徒信主的心。皈依不是人的事，而是天主透过圣神所

作的化工。没有圣神，人甚么都不是，甚么都不能做。我们必须「以爱」来祈祷，因为没有天主

圣神，我们甚么都不是。他恒常地看顾我们，因此你告诉每个人：天主每一秒钟都在看顾着我们，

若我们知道这事，并已经明白，那我们可感谢天主。只有天主能以这种方法改变人心，但要接受

天主的恩宠，我们需怀着信心和信仰经常祈祷。 
 

「在我的心灵，万物都在歌唱赞美天主：花儿、它的香气，树木、露水。所有存在着、所有活着

的，都是天主的呼吸，因为在这世上，万物都歌唱赞美天主……」 以前，我怀疑主的存在，我

的生命无趣乏味，要抚养五名小孩，钱又不够用……但自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二日，我感到我的精

神和心灵再生，物质的生命忧虑全消，内心的平安超越这世上的所有事物……天堂在我现世生命

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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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显现 

 「你会使这十字架广为人知，而你将要背负它。」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七日，星期二，早上四时三十五分 

 今天是一九七二年圣周的星期二。 

 外子在早上四时卅分离家上班。 

 正如昨天和以往的日子，我起床下楼为他关门，再上楼打 窗户。 

 大块的云彩盖着天空，从西北往东南方快速移动。有一阵强风，没有下雨。天气颇为明朗。

月亮大概还挂着。我看着天空和云层移动。 

 我正准备向天主圣三祈祷。我还未 始第一个字。 

 突然间，我注意到在远方水平线上，靠近我的右边，有一道眩目的光芒。它燃亮着整条水

平线，像暴风中的闪电，祇是这道光是停留着而闪电是瞬间即逝。 

 我感到害怕。 

 我关上窗，回到床上。我拉上被子不要再看。 

 大约八、九分钟后，我坐在床上。窗外再没有光线了。因为原先见到的那光线是十分耀眼

的，是不用下床也能看到的。 

 所以我起来，走到窗前，外面完全没有甚么。 

 过了一会，我看到刚才在天空出现耀眼光芒的同一位置有些东西正在变幻组合成一个形象。 

 顷刻之间这形象成功了，过程如下： 

 先见到根基部分，接着是左右两翼和上边，轻飘飘地和中心的一个十字连结起成了一个

十字架。 

 这十字架形成后，看起来巨大非凡，比日光更灿烂。当我细看，它比多聚莱的耶稣苦架为

大，线条很简单挺直。 

 它令人印象深刻，出奇的漂亮，令人看得舒适，却又很光亮耀目。 

 噢，它在三月廿八日星期二早上四时半到四时五十分之间，在屋前的小山丘上是何等的美

丽呀。 

 祇有十字架，耶稣不在上面。 

 而在小山丘上，出现整个耶稣苦架的景象。 

 几秒钟后，我听到这三个字： 

 

 “Ecce Crucem Domini” 「看，主的十字架。」 

  

 这三个字如在圣堂内的回声。它们铿锵有力地响起。对我而言，它好象是在对全世界讲话，

而我们的行星在这庄严的声音也为之震动。 

 那巨大的十字架和黑夜中的声音令人注意。 

 接着，我划上十字圣号。 

 那非凡的十字架仍呈现在我面前，巨大而美丽。噢，它在自己的光芒中是何等的美丽啊。

我从未看过这样美丽和光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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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听到有人在我身边说话。那声音是那么温柔，世上从没有人这样温柔缓慢地对我

讲话。 

 我想那是耶稣。 

 我听到：  

 

 「你将要使这十字架广为人知，而你将要背负它。」 

 

 几秒钟后，一切突然消失。 

 当它出现，它慢慢地成形，但它顷刻又消失无踪，我再也看不到甚么了。 

 到了圣周四办告解时，我将这事告诉了神父。 

 他要我再讲多一点，因为三天前，我曾问他三个字的意思： 

 

 “Ecce Crucem Domini”  

 

 若非他那样坚持，我想我是不会那么早告诉他的。但他是应该知道的。毫无疑问，这些话

是要他知道的，而我也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我信任他的决定。神父是要保守秘密的。 

 然而，我相信这事应让所有人知道。 

 天主不会祇为了一个人而出现，聆听他的话。 

 在一时冲动下，我要求一九七二年时的主任司铎活尔斯特(L’Horset)神父，不要向任何人透

露此事。但一会儿后，我对他说：「我让你决定你认为有需要告诉谁，但不要透露我的名字。-」 

 我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并非出于羞耻、原则问题，或是为了体面。不。 

 那是因为这完全是那大能者耶稣给我的。 

 我一无所有，没有能力，权力，且藉藉无名。 

 我不是人们了解这整件事情，所需要知道的人物。 

 一切是全能的主耶稣和圣神的作为。 

 我害怕人们在街上见到我时，把我当成怪物、奇人，被他们指着说：「她就是那个看到耶

稣的十字架和听到祂的圣言的人。」 

 我不懂处理这种情况。 

 我祇是一个简单的创造物，藉藉无名。就是这原因我不想这件事张扬。 

 

 「你要宣扬这十字架。」 

 

 毫无疑问，以我的说话提醒我遇到的人耶稣为救我们而受苦，要提醒他们： 

 -─祂的十字架是胜利。 

 ─祂的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祂的十字架必须常临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的心里。 

 ─祂的十字架常存在宇宙之上。 

 噢！为救所有人而沾染圣血，可亲可爱的耶稣十字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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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我是从心底和信仰讲述耶稣和祂的十字架。 

 以及： 

 

 「你将要背负它。」 

 

 这十字架有时候难以背负。 

  那是指接受所有苦恼、悲伤、忧虑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是的，那是很困难的事。 

 但当一个人肯定耶稣存在，是活着的，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当我们真正感受到

祂的临在，便能消减所有苦恼、忧虑和痛苦。耶稣祂不也为我们所有人受苦吗？ 

 祂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啊！祂被鞭打和讽刺。人们拍打祂的脸，给醋祂喝，

而在这可怜的境况，祂说： 

「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 

我们当中谁会有勇气在此一刻原谅我们的行刑者？ 

祇有耶稣可以为了人类接受这么多的痛苦。 

想到此处，我们真应伤心流泪。 

然而，有多少人是不认识耶稣，甚或忘记耶稣。 

  无人想起这个统治世界的耶稣十字架。这巨大的十字架，在水平线上出现，散发非凡的光

芒。 

象征权力的十字架已统治我们的行星。 

这行星相对于天主的大能，一定是很渺小。 

在此一情景下，我们应感到颤动。 

  所有存在物，无一及得上我于三月廿八日早上四时卅五分所见的情景。 

 

第二次显现 

「现在是时候要救赎所有不爱耶稣的罪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三早上四时卅五分： 

十一月六日星期一的那个星期，外子早上四时半上班。 

  在那段时间，我不忘站在窗前以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面对我曾看到的那非凡的十

字架的方向，感谢天主。 

我以为我永不会再次见到它。 

  十一月八日星期三，我站在窗前，双手形成十字架。几分钟后，当我仍在此一位置，那非

凡的十字架像上次一样，又再出现在我面前。十字架的四端向十字架的中央移近。 

一会儿后，我听到： 

 

「悔罪，悔罪。」 

 

再过几秒钟， 

 13



 

「现在是时候，救赎那些不爱耶稣的罪人。」 

 

(当我目瞪口呆之际，我获得一个有关人类将要面对危险的秘密。) 

  这把声音很温柔地向我说话，似乎很悲伤。 

 这十字架美丽非凡，散发一股纯洁的光芒，是阳光、 美丽的电灯，或世界上任何一种光

线也难以比拟。 

这天堂的光没有伤害我的眼睛，它祇会照亮人心。 

当它消失，我感到伤心。此后，即使是晴天，我也感到像是在黑暗中。 

我情愿在天主的光里死去，使我能永远默想它。 

噢，你们诵读这几句： 

悔罪， 

洁净你自己， 

现在是时候救赎你的灵魂， 

现在是时候皈依耶稣， 

我求你，耶稣正在召叫你。 

不要说：「现在已为时太晚。」 

不要说：「我太老了，我已虚渡了我的生命。」 

不要说：「算了吧……我们以后再考虑。」 

回归耶稣，永远不会太晚。 

耶稣是仁慈的。他会原谅你，即使在你生命的 后一刻。 

但不要等待。 

今天，现在。天主正召唤你采取行动。 

这几乎是天主的紧急呼叫，因为他说： 

「现在是时候救赎所有不爱耶稣的罪人。」 

  当神父１你读到这几页，从现在 始要向所有前来找你的人宣讲悔改，并告诉所有信徒作补

赎，使得所有不爱耶稣的罪人获救。这些人从不关注耶稣，或祇看到生命中的肤浅之物，诸如金

钱、奢侈品和幸福。 

告诉他们作补赎，使得所有没有心、没有爱的人获救。 

  一旦当人真正有信仰时，所有事物会很不一样。 

 我以往过的单调生活，以及所有担忧已顷刻改变。 

我在每一事一物中看到耶稣。 

因为这世上即使 细微的东西都是耶稣给我们的。 

  所有有生命的、会呼吸的，都是天主的气息，没有祂的气息，世上的一切甚么都不是。 

所有人都忘记了这点。 

谁会想起基督的十字架？ 

                                                 
１吉尔(Gires)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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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不断前进中变得乱七八糟，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创造者：天主。 

然而，我们藉依赖耶稣的十字架将我们从罪恶中释放。 

不久，耶稣就会以我亲眼目睹的十字架来救赎世界。这个光荣的十字架将所有悲伤，所有

苦痛和所有苦恼结束。 

那时候，它将会终结，带来和平及无限的快乐。 

我们将会在天堂之光中发现，天主的这些奇迹永不息止。 

但为了获得天主向我们宣告的这些所有奇迹，我们必须皈依。现在是时候，悔改，悔改。 

  我不知到底如何告诉神父所有的事情。 

 他怎会相信我呢？因为这一次我没有给他的讯息？ 

 但我可以肯定那是天主的眷顾，由于天主已告诉我这事，那洛尔斯特神父当然要知道。 

 星期三早上，我如常参与弥撒。当天学校放假。当我步出圣若瑟寄宿学校的小圣堂，神父

也跟着出来。他从不会在弥撒后这样做。 

 他问我：「你为甚么这样伤心？」 

 我疑惑他怎会猜到我伤心。 

 那十字架是那样辉煌、非凡，令人印象深刻，自此以后，我无法不哭且无法入睡。 

 神父从我的面容看得出来。但我没有实时告诉他，我赶着回家喂养我的孩子和卧病在床的

母亲。然后在九时半回来上慕道班。 

 我第二天去找他，向他告知一切。 

 我知道神父相信我的话。 

 若我没有见过这非凡的十字架，我会怀疑自己那是否一场恶梦、幻觉或一场梦。但不，我

清楚知道那十字架是存在的，因为这些话很清晰柔和地说出来，不会有错： 

 这是耶稣的圣言，天主圣言。 

 

第三次显现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光荣的十字架，在其下建造圣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四，早上四时卅五分 

 我看到那非凡的十字架再次在天空中升起，与前两次一样，在同一时间，完全相同的地点。

当那非凡的十字架形成后，我听到： 

 “Audivi vocem de caelo dicentem mihi...” 

 （我听到来自天堂的一把声音对我说）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光荣的十字架，在其下建造圣殿。 

 所有人会来这里悔罪，寻求和平与喜悦。」 

  

第四次显现 

 「你会再看到三次这十字架。」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二，早上四时卅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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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非凡的十字架再次在我面前出现，而我听到： 

  

 「你会再见到三次这十字架。」 

  

第五次显现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光荣的十字架，要与耶路撒冷的媲美。」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星期三，早上四时卅五分 

 像前天一样，如同前几次的情景，在同时同地，我看到了十字架，而我再次听到： 

 

 「告诉神父在此处竖立光荣的十字架，要与耶路撒冷的媲美。」 

 

第六次显现 

「为在多聚莱近郊这处建造光荣十字架， 

找三个人一起诵念玫瑰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星期四，早上四时卅五分 

 那十字架在同一时地以同一方式连续三天在我面前出现。如同前几次的情景，在我站着双

手形成一个十字架时，我听到一把温柔的声音像在我身旁说： 

 

 「你可否告诉主教府，神父在委托的任务完成以前，他不可以离 堂区。」 「为在多聚

莱近郊这处建造光荣十字架，找三个人一起诵念玫瑰经。」２ 

 

 这次，非凡的十字架在我面前出现的时间比平常长约十五至十八分钟。 

 这世上的光不能与此天堂之光相比。这非凡的光芒不伤害眼睛，但却比太阳更耀目。它不

会令人目眩，祇会耀醒心神。看过它的人都愿意在这非凡的天堂之光中死去，而能永远活在它内。 

 

第七次显现 

「不要害怕。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三３，黄昏七点 

圣若望宗徒瞻礼 

 我仍有一次机会看到这十字架，我实在急不及待一月一日的来临，到时候外子会在早上四

时半离 ，使我能再次伸 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等待可能是这一周 后一次的显现。 

 我在星期三黄昏往见神父。圣若瑟寄宿学校主任 B 修女叫我为星期六在圣堂举行的婚礼作

                                                 
２神父、B 修女和 M 修女每天诵念玫瑰经，但是在锁上的小圣堂内。 
 
３一六七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二百九十九年前，耶稣在帕赖勒莫尼．亚勒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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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所以我在廿七日星期三的黄昏与神父来到圣物房。当时是七点正，我在圣物房门口等他锁

上门。 

 在那时候，十字架在我面前，与往常一样在天空出现，但位置较高、形状较小且在不同位

置。不多久，在十字架的底部，一股椭圆形的云彩形成一个底座。十字架消失。一个人型取代了

它，他的双脚落在那云彩上。 

    我从没看过这样美丽的事物。他的头抬起，他的双手向我伸 像欢迎我。 

 我听到一把很温柔的声音对我说： 

 

 「不要害怕。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数秒钟后，这相同的声音对我说： 

 

 「请重复这句话： “O Sorte Nupta Prospera Magdalena! Annuntiate virtutes ejus qui vos 

de tenebris in admirabile Lumen Suum vocavit.” (噢，玛达纳勒，快乐的命运与你结合！向世人

宣布祂的奇迹，祂把你由黑暗里召唤到祂非凡的光辉之中。)」 

 

 我继续欣赏这奇迹，接着所有景像便告消失。 

 我好象重返黑暗。 

 你可知我的心如何充满对耶稣的爱，祂纾尊就卑来看我这个无用的人。直到我离 人世的

一天，我仍会赞叹耶稣在十二月廿七日黄昏出现的非凡景像。 

 我祇有一种渴望：再看到祂，再次看到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在看到祂的

一刻死去，一定会很甜美。祂张 双手，犹如欢迎我，但那祇维持很短的时间。 

 我希望所有事物停顿下来，时间停顿，不再有时间，好使所有人、所有世人都能见到祂，

如我所见。 

 我希望能在祂的光芒中永远默想祂，默想这非凡的光芒，这个温柔良善、散发灿烂光芒的

爱的耶稣。 

  每一事物是如此美妙，如此宏伟，我无法表达躯体、甚至心灵深处的感受，我整个人能感

受到耶稣，充满爱、温柔与光芒。 

  我双眼在十二月廿七日黄昏所看到的是何等非凡美丽、纯洁光芒、珍贵壮观。当我们都能

默想「永恒耶稣」，那是何等的喜悦和珍贵。 

  若世界能知道，若世界已看到，若世界能看到，世界在不久将来有天将会看到。而到那天，

整个地球的表面将会惊叹不已于看到「纳匝肋人耶稣，人子」散发光芒，像我亲眼目睹的一样，

在祂的光芒中驾云而来。是的，每个人将会看到，为此你现在是时候昄依了 

现在是时候，抬起你的头。你仍然可以获得救赎。 

耶稣是爱，耶稣是仁慈，祂原谅人。 

念一段小祷文，真心悔过，耶稣就会高兴。 

看着祂，你会感到很快乐。你的心灵会充满喜悦，一种你无法形容的喜悦，因为心灵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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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任何物质喜悦更美丽。 

  在这世上，我们永不能找到完全的快乐。在我们以为已得到它时，我们周遭的一切便告幻灭。 

 但当我们真正拥有在耶稣内的心灵喜悦时，那份喜悦是永无穷尽的。 

 噢，我的耶稣，你在这非凡的光辉中是何等的美丽。你是何等的仁慈。你是爱，你的话语

是多么的温柔。无人曾这样温柔地对我说话。 

 耶稣的光辉和说话是无可比拟的温柔和美丽。 

 在我一生中，我会宣扬这奇迹。我们必须日以继夜不停地活在它内。从我醒来一刻，耶稣

与我同在，在我之内。 

 我们必须活在耶稣内，像一种内心火焰永不熄灭。 

 噢，我的耶稣，永不息止地活在你内、与你同在是何等的甜美。 

 你赐给那些爱你的人是何等非凡的喜悦。 

 不可自视为天主钟爱的人之一。 

 主爱他所有的受造物。 

 是祂赐给我们生命。 

 没有天主的气息，我们甚么都不能做到，甚么都不是。甚么都不存在。 

 但圣神挑选我们，爱我们。主爱祂所有的受造物，无分彼此。 

 主呼召我们所有的人，但祇有少数人聆听祂的话。 

 想想看，摆脱自我一会儿。 

 再好好看一看大自然，花朵、香味、露水，然后告诉自己，这些东西都不是自我创造的。 

 所有会生长、成形、生存的，都是天主的气息。 

 大自然是我们造物主的永恒奇迹，但我们没有注意它，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它的存在。 

 祇有当我们独处，当我们腾出时间看一看大自然这奇特创造时，我们才发现耶稣的临在。 

 我们就是在这些受造物上，寻找到造物主、耶稣、圣神及基督的面貌。 

 当人灵看到天主的那道光辉，他会希望死去，好能永恒地看着它。 

 我继续欣赏这奇迹一会儿，接着一切便告消失。 

 

第八次显现 

「建造光荣的十字架及修和圣殿。」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早上七点在小圣堂 

  我与圣若瑟寄宿学校的修女和神父在小圣堂内。我们刚念完玫瑰经和晚课。突然间，我感到

一阵风轻拂我的脸。我以为门打 了，风与窗户形成对流，但却并非如此。由于我感到有点奇怪，

于是我问坐在我面前的神父是否感到有风吹拂。他回答没有。这时，突然间，圣爵出现一道光环。

随即，耶稣出现，像我第一次看到的情景，向我张 双手犹如欢迎我，那美丽非凡，那道光辉美

得耀目。 

 耶稣对我说： 

 「请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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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前走近。耶稣对我说： 

 

 「大声地把这话说出来： 

 「我是 先者、 后者和生命，以及所有赐给你的一切。 

 「我是爱、和平、喜悦、复活与生命。 

 「出于对邻人的爱和仁慈，亲吻这里的人。」 

  

 因此，我拥抱在场的人。 

  

 「请重复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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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在屋顶上宣扬你双耳听到的话。借着你，玛达纳勒，多聚莱山坵要因神圣十

架而生色。而它４将要在天主的山上建筑圣殿。这地方是何等可畏令人惊叹啊！) 

 「亲吻土地三次作为对罪孽的补赎。」 

 

 当我再次抬头，耶稣看来很伤心。祂看着在场的三人良久，然后对我说： 

 「向这些与你一起念玫瑰经的人大声宣讲这话： 

 「赶快向世人宣布你因我之名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向主教府传达命令宣布我的法律，使得在

玛达纳勒六次看到光荣十字架的同一地点，建造十字架及修和圣殿，而所有人要列队前来。」 

 

 接着，耶稣举起双臂，双手转向着我。祂说： 

 

 「当那十字架从地上竖起，我会把一切归于我。」 

 

 耶稣讲完那句话，便举目遥看远方，目光高得几乎向着天堂。 

 然后，他把双手和双臂放回原来像要欢迎我的姿势，对我说： 

  

 「请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前来这里，我会探访你，直至光荣十字架竖起。」 

 

 然后，祂便消失。 

 

第九次显现 

「天主的仆人将会说一种她不懂的外语。」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七点 

                                                 
４ 「它」指这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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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紧随一道光出现在我面前，祂像已往在圣体柜中出现一样，向我伸 祂的双手以示欢

迎我。祂的容貌出奇的仁慈，祂的笑容很温柔。这种种都难以形容，它非常美丽。 

 过了一会，耶稣举起祂的右手伸向我，把另一只手放在祂的胸腔上。祂说： 

 

 「请重复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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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xero vobis.” (天主伸出祂的手对我说：圣神会教导你我要告诉你的一切。) 

  

 然后，祂的手仍举起向着我，祂的右手在祂的胸前，祂告诉我： 

  

 「告诉主教府我向你说的每个字，上主的仆人将会说一种她不懂的外语。」 

  

 上主当初对我说的拉丁文，我已记不起一只字。我对祂说： 

 「但是，主，我已记不起。」祂对我说： 

 

 「记着我的话：你将要以我的名字作见证，你不需要练习你要说的话，因为我会与你同在。」 

 

 然后，耶稣消失了。 

 因此，我是必须要见主教，虽然耶稣已向我保证不需要惧怕甚么，我仍裹足不前。此外，

我该何时去呢？我没有半点头绪，我祇知道我必定要去。我不能单独前往，不管如何，就交由神

父来决定。我不应独自行事。 

 

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一个星期五 

 当我于本月首个星期五于六时扺达小圣堂，在供人朝拜的圣体前，我的心灵充满无比的平

静和喜悦。 

 我正不耐烦地等待着耶稣，这个爱的耶稣在星期五与我见面。我的双眼和心灵看到祂的临

在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美妙！这景象每次祇维持数分钟，但耶稣临在的数分钟是永恒的。噢，

在这「灿烂」的光芒中永恒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美妙。 

 但当七点来临，每一秒钟对我来说，仿似永无穷尽。我一直等到七点四十五分，才发现耶

稣是不会来的了。已太晚了。我很伤心，感到我的世界崩溃。 

 我离 小圣堂，哭得像小孩。 

 当我回到家，我的子女追问我发生了甚么事情。我没有回答祂们。幸好，外子并不在家。

这一周他下午值班，要晚上九点半后才回来。 

 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入睡。我一直在想我做了甚么使祂不来看我，因为祂曾对我说：「我

会在每个星期五来看你。」我猜想祂不来看我可能是因为那些早上，那个男士在圣体前大声地向

我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一些他不该说的话，因他讲的话不礼貌。我觉得受到伤害，因为圣体就

在我们前面──而我当时在想，在圣体前行为庄重，表现尊敬是何等的重要。 

 后来我又想到可能是因为天主上一次吩咐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办妥。耶稣对我说：「告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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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向你说的每一个字，」而那事并没有办到。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神父，并告诉他我想尽快告诉主教天主对我说的一切。这是我要完成

的任务，因为天主曾要求我完成。我希望能尽早前往。我要完成耶稣的旨意。 

 因此，如耶稣所要求，我与神父及布鲁诺修女往见主教的一名职员。 

 由于我仍记不起任何拉丁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犹豫不决，并在想我到底要对他讲甚么。

我再次求耶稣原谅我犹疑不决的态度，因为祂曾对我说：「我会与他同在。」 

    事实上，耶稣确实与我紧密地在一起。 

 突然间，我记得所有耶稣从 初对我说的所有的拉丁文。圣神引导我，是祂使我想起一切。 

 我对自己突然间能说那些不懂的字句，非常感动和惊讶。我从未学过拉丁文，对我而言，

它绝对是一种外语。 

我不清楚是否圣神要这事情发生，但当我进入车厢准备离 主教府，我对布鲁诺修女和神

父说出天主当初对我讲的所有外语。 

 圣神使我回想起这一切。 

 没有圣神，我是不能讲出一个字，而我知道在神父和布鲁诺修女听到我讲的话后，非常感

动。 

 从巴约回家途上，我感到极其平安。 

 我非常高兴完成了耶稣要求我做的事，而在回程途中，我感谢圣神帮忙我回想起一切。 

 没有你，圣神，无一事物存在、没有事是可能的，我们甚么都不是，祇是黑暗。但当人拥

有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喜悦的，一切是爱，一切变得可能。 

 

第十次显现 

「喜乐！在天主内永不息止地喜乐。 

喜乐，天主的仆人因置身于光辉之中而喜悦满盈。」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星期五，晚上七点零五分 

 小圣堂内祇有几个人在朝拜圣体。 

 当我注意到一道光芒自圣体所在之那处发出，我非常快乐，故禁不住大叫：「就在那里。」 

 我非常快乐。耶稣上个月没有来看我。 

 紧接那道光，耶稣如常出现。祂对我微笑，温柔地微笑。祂对我说： 

 

  「屈膝下跪及鞠躬。」 

 

 然后，耶稣对我说： 

 

 「大声地把这话说出来： 

 喜乐！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在我面前被光芒围绕。祂的手和祂的脸散发太

阳般的光芒。他的面容满是慈爱。在这位 先者、 后者和活着的在此向你们所有见证这事的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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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在天主内永不息止地喜乐。喜乐，天主的仆人因置身于光辉之中而喜悦满盈。」 

 

 

 隔了一会： 

 

 「要谦逊、忍耐和仁爱。」 

 

 耶稣看来更严重地说： 

 

 「亲吻土地三次作为对罪孽的补赎。」 

 

 我亲吻完地面往上看时，耶稣看起来很伤心。他看以遥望地看着小圣堂内的人，神色忧伤

像遥看着全世界。 

 

 我问祂何故这样伤心，耶稣回答说： 

 

 「我感到伤心是因为世界缺乏信仰，也因为那些不爱我父的人。」 

 

 接着，耶稣说： 

 

 「大声地把这话说出来： 

 你们所有的人，列队到天主的仆人所看到光荣十字架所在的同一位置，每天诵念此祷文，再

念一端玫瑰经。」 

 

 然后，耶稣告诉我： 

 

 「请和你一起祈祷的人，念整串玫瑰经。」 

 

 耶稣一句一句的向我念出祷文，整个过程祂都显得很伤心、表情十分遥远。 

 以下是耶稣向我慢慢读出的祷文： 

 

 「我主，怜悯那些污蔑你的人， 

 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作甚么。 

 我主，怜悯这世界上的丑恶， 

 求他们脱离撒旦的魔力。 

 我主，怜悯那些逃避你的人， 

 让他们懂得欣赏圣体。 

 我主，怜悯那些前来光荣的十字架脚下作补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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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在那里寻找到天主救世主的平安和喜悦。 

 我主，怜悯，好使你的国来临，但拯救灵魂，现在仍有时间。因为时间临近，看，我正来临。 

 亚孟，来吧，主耶稣。」 

 

 接着，我顺应天主的要求诵念玫瑰经。耶稣在我念玫瑰经的整个过程，伤心地看着我。当

我念完玫瑰经，祂对我说： 

 

 「主，向整个世界倾出你珍贵的无限怜悯。」 

 

 我在祈祷结束前重复了那句话。接着，耶稣对我说： 

 

 「请重复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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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们跟随我的教诲，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在你以我的名字作见证时，请重复这话。」 

 

 接着，耶稣带着伤心的脸容离我而去，消失无踪。 

 

第十一次显现 

「怜悯，我主。」「光荣十字架的高度 

(七百三十八米)必须比得上耶稣撒冷城的那一座。 

它必须很光亮。」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星期五，晚上七时 

 就如前一次一样，天主出现在圣体展示的地方。 

 耶稣取代了圣体的位置。我再看不到祭台或圣体。那光芒已取代了它的位置。  

    耶稣在很靠近我的地方出现，稍为离 地面。祂的脚落在一块平石上，旁边有些小碎石。祂

的右脚在前，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都没有给遮盖。祂的左脚藏在祂的袍子下，所以我祇能看到祂

的脚趾端。祂的耀眼白袍在腰间系上绳子，领口是圆的，松松地结上。袖子颇宽，像辅祭袍，是

套头穿的衣服。 

颇长的头发落在祂的肩膀上。祂的手和脸很光亮。就如天主所说：「祂的手和脸像太阳般

照耀」，正正是这样的形容。这一切都很奇妙。 

我强调祂的样子是慈爱的这一句，因为我从耶稣身上得到这感觉。祂亲自对我说。 

祂向我微笑，把手张 犹如欢迎我。我屈膝下跪，鞠躬，再跪下划十字圣号。我自动自觉

地做这些动作，这次不用耶稣提点，但不用置疑他是驱使我做这动作的人。而且毫无疑问，我是

要这样做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些事情本来就是难以解释。 

耶稣沉默地站立了一会，我祇继续欣赏这奇迹，等待着祂说话。一会儿后，耶稣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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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这里的人与你一起念我教你的经文，然后念一端玫瑰经。」 

 

我将讯息传达。像第一次一样，天主一直注视着我，慢慢地念出讯息。我重复祂的每句话。 

 「我主，怜悯那些污蔑你的人， 

 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作甚么。 

 我主，怜悯这世界上的丑恶， 

 救他们脱离撒旦的魔力。 

 我主，怜悯那些逃避你的人， 

 让他们懂得欣赏圣体。」 

 

耶稣停了一会，然后对我说： 

 

「跟随我父的旨意和吃这面饼的人，将永远活在这光芒中。」 

 

然后祂继续： 

   

  「我主，怜悯那些前来光荣的十字架脚下作补赎的人； 

 让他们在那里寻找到天主救世主的平安和喜悦。」 

 「我主，怜悯，好使你的国来临，但拯救灵魂，现在仍有时间。因为时间临近，看，我正来

临。 

亚孟，来吧，主耶稣。」 

 

耶稣接着与我一起念一端玫瑰经。我们一起慢慢地念，我期待每句「万福玛利亚」好能与

祂一起 始。与耶稣一起念玫瑰经实在太动人了。我一辈子也都不曾这样慢地念经。在这一端的

终结时，耶稣对我说： 

 

  「主，向整个世界倾出你珍贵的无限怜悯。」 

 

我实在太专注于耶稣临在的光彩了，我想我没有重复这一句。我可以无尽期地留下来欣赏

祂，不发一言，也不问祂一句。况且，我也没甚么要问。我好象被钉子钉牢在一处。任何事都可

以发生，甚至是打雷，我却可以听不到。祂临在的光彩使我不曾移动。 

 此外，当耶稣在时，我再不是在世上。我看不到也没去想身边的一切。这是人的双眼和心

灵无法解释的奇迹。你得亲身体验。即使 优美的语言也无法形容我的感受。 

 我所以向所有怀疑的人保证，在你看到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你看不到的世界是更非凡的世界，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祈祷完了，耶稣仍看着我，对我说： 

  

「请大声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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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此处，他看一看在场的人）在高坵高举的光荣十字架，它的高度必须比得上耶路撒

冷城的那一座。它的臂干必须从东伸延向西，它必须很光亮。」 

 

 耶稣以很凝重的语调对我说： 

 

 「这是人子的象征。」 

 

 一会儿后： 

 

 「到光荣十字架的位置，找人在十字架的右方掘一百米，水便会从那里流出来。你们将要到

那里清洗，作为洁净的标记。」 

 

 接着，耶稣靠向我慎重地说，但没有要求我大声说出来，所以我直至主日才告诉神父： 

 

 「经常喜乐，不要为这一代的大灾难而悲叹，因为这一切都必须发生。然后，人子的标记将

会在天空中出现。而外邦人的时代将要结束。所有人都会搥胸。只有在整个世界都已接受福传后，

我才会光荣地回临。」 

 耶稣继续看我几分钟。祂向我微笑，便告消失。 

 

第十二次显现 

「多聚莱从今以后是一个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城市。」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晚上七点，炼灵日 

 一道光在我面前亮起，接着耶稣像往常一样张 手到来。祂对我微笑。然后举起双臂像在

十字架上，头稍稍顷向右方，像快要被钉死的样子。但祂并没有伤口。我是未见过祂的伤口。 

 祂以很凝重的语气对我说： 

 

  「多聚莱从今以后是一个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城市。 

  你活于邪恶 终全力对抗基督的年代。撒旦已从他的牢狱中释放出来。他占据了整个地球表

面。」 

 

耶稣一向慢慢地和我说话。今天，祂的声线非常、非常严肃。我看到祂这样感到难过。祂

接着对我说： 

 

「歌革和玛名，他们的数目数之不尽。 

无论发生甚么事，不用担心。他们将要被投进永恒的火焰里。 

那些把心独呈献给至高者的人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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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放下祂的手臂，恢复祂往常的位置，双手伸 向我。祂对我微笑了一会，接着

对我说： 

 

「这讯息是告诉你的： 

那些把心完全专一献给至高者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父是唯一的仁慈。祂在罪大恶极的罪人

临终前原谅了他。 

告诉那些垂死的人悔改，罪越重，我的怜悯越多。在灵魂离 躯体之际，它站立在这光辉的

光芒中。告诉他们。 

耶稣的圣言。」 

 

  祂接着要我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给主教，以及一个我须终身守秘的个人讯息。 

 然后耶稣消失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五 

 十二月首个星期五，我等待了很久。然后，在晚上七时四十五分，我离 小圣堂。我的心

情很沉重，泪在眼眶打滚─耶稣没有来。 

然而，我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祂，但祂是在那里。祂经常与我们一起，为我们所有的人存

在。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耶稣就在那里，常常临在。但看到祂是如此美丽，如此非凡；那光芒

是如此灿烂！…而祂的脸、祂的样子、祂的高贵！…那种壮严…这一切都是无可比拟的美丽，这

一切都是唯一的、绝无仅有、没有其它…没有其它，唯独耶稣。 

  我的耶稣，若你知道我如何爱你─祂是知道的。 

 

第十三次显现 

「你为甚么害怕？你为甚么怀疑？我在这里！」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十五分 

 我感到可惜不能参与今天早上的弥撒，因为弥撒是在八点，而我要为我的小孩打点一切及

在八点半前送他们上学。 

 到了九点，我前往朝拜圣体。我在十一时左右离 回家为外子、我的母亲及回来用膳的两

个年长孩子准备午餐。我在下午回宿舍学校帮修女熨衣服。在两件工作之间，我准备去朝拜圣体。 

  到了两点，我抵达圣若瑟学校的小圣堂。我朝拜耶稣圣体直至三点。然后，我到布鲁诺修女

的办公室打电话为大女儿预约看病。但我有感觉要在小圣堂停下来，而不是回去熨衣服。那就好

象有人在说：「你要去那里。」朝拜耶稣在圣体临在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平安的事。耶稣是那么

快乐！ 

 我简直不想离 我的座位。我感到像被钉在原位。我想我是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我感到我

的心灵与耶稣是如此融合。 

 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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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我听到教堂钟声报出四点十五分，我的孩子快将回家，我要回家照顾他们，但我

仍有一端玫瑰经要念。他们会希望我能在家里守候他们放学。 

 故此，我 始念 后一端玫瑰经，但突然间我身处一片黑暗之中。你可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无法控制地哭了出来。我一定是叫了神父，告诉他：「我看不到东西了」，因为我身处一片黑

暗之中。我感到无助，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接着，我听到神父走向我，以很镇静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害怕，耐心等几分钟就没事了。

很快就没事了。」 

 我可以看得出他并不忧心。（我对自己说，他不是当事人，当然说得轻松！）接着，他向玛

加利大修女说：「快去找布鲁诺修女。」 

 我听到有人进来，我想是布鲁诺修女。我问是否她，她回答说：「是，是我。」 

 我请她带我回家。我很担心也很奇怪到底我发生了甚么事。我想着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

再不能看到他们了！天啊，我是何等的伤心！ 

 耶稣曾对我说，在一次探访之后的一天，我将要为罪人而受苦，但他没有说过我要瞎眼。

耶稣曾告诉我，我的身体将会发生甚么事，但更重要的是，我将要承受精神痛楚，但他没有告诉

我那是甚么。若我真的说了甚么，那是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当我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 

 在那下午，我不认为那是耶稣的意思，那不是祂的时间，其它的日子祂都是在傍晚七点钟

才降临。 

 在（双眼及心灵突然间陷于黑暗中的黑暗）这份惶恐过后，我充满了喜悦。神父察觉到一

些东西，随即对我说了一些话。 

 那光芒重现我眼睛。我的惊恐及悲伤转化为极度的喜悦和难以形容的平安。 

 我想这可能与那些在死亡边缘的人的体验一样；当灵魂离 躯壳，它不再受苦；然后突然

间发现已落在平安之中，在这灵性的光明中，与耶稣一起转化。 

 事实上，我没有瞎掉。我想我叫了出来：「不，我并没有瞎。」我刚发现那道光。是的，那

光在同一地点出现在我面前，在圣体的地方，比平常更美丽、更光亮、更通透。 

 我在小圣堂后排座位旁跪下。我想我一定是一直在微笑。我很高兴再次在那光芒中…从黑

暗深处再进入光明，而那光芒是所有光线中 漂亮的。 

 然后，耶稣出现。 

 耶稣很仁慈。祂可以让我这样渡过余生。我在祂的手中，我们所有人都在祂的手里。祂是

主人。祂使我们成为祂想要的。我们实该感谢祂给我们的所有恩典。 

 若我们能看、能听、能走，有健康、有快乐、那是因为唯一的祂所赐的。祂可以瞬间从我

们手中拿掉这一切。 

 但若我们受苦，有日常的忧虑，那也是祂使之发生，使我们得进天堂。 

 我们要把一切奉献给耶稣：我们的喜悦、我们的痛楚，借着祂及与祂一起， 我们可承受

这一切。 

 这次耶稣把祂的右手放在祂胸前的位置，祂的左臂垂在身旁。祂对我微笑说： 

 

  「你为甚么害怕？你为甚么怀疑？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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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耶稣说：「主，我感到害怕。我以为我要瞎掉。」(我想我是大声的说。) 

  然后，耶稣告诉我： 

 

  「告诉他们，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活在如此的黑暗中。」 

 

  故此，我大声重复这话。接着，耶稣说： 

 

「亲吻土地三次作为缺少信德的补赎。」 

 

  因此，我如祂要求地去做。然后，耶稣慢慢地把祂的手从胸前提起，伸向我示意我向前。与

此同时，祂对我说： 

 

  「前来，鞠躬。」 

 

  因此，我从小圣堂的后面走到祭台耶稣跟前。我与祂非常接近。我如耶稣所指示地叩头。 

  耶稣再次将手放回胸口。我靠近祂跪下，然后祂说： 

 

  「请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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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会与权力同来，打 祂仆人的眼睛。在主内喜悦，与玛达纳

勒一起喜悦。她的心已作好准备。「我的希望是在主内，好使简朴的爱能反映祂。」） 

 

  耶稣慢慢地说这些句子使我能写下。然后，祂告诉我： 

 

  「当你每一次领完圣体回到座位时，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胸前，把你的右手叠在上面。」 

 

  祂向我解释时，做出手势，我跟着模仿。 

  耶稣向我微笑了几回，然后消失。 

  我把双手维持原状，直至我返回座位。 

 

一九七四年二月的首个星期五 

耶稣没有出现。 

 

第十四次显现 

「喜悦，因为人子光荣地再来的日子已临近。」 

 

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三时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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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三位修女和四位女士在小圣堂内。） 

是那道光。 

耶稣在同一位置出现，并如常伸 双手欢迎我。祂对我微笑，以凝重遥望的目光望向天堂，

然后对我说： 

 

「请重复这话。」 

 

祂举起双臂成十字架状，但再高一点。 

耶稣很慢地对我说每一句，由我一句一句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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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祂、名字统治永恒的那一位。那个看到我

的人也看到我父。玛达纳勒！宣布祂的奇迹，祂把你从黑暗中带到祂神妙的光明中。不要害怕，

感谢天主，为祂而歌唱。） 

 

耶稣续说： 

 

  「我是世界的光，光明在黑暗中照耀，是黑暗所不能明白的。 

  悔罪、悔罪、悔罪。亲吻土地三次，为世人缺乏信德而悔罪。」 

   

    接着，耶稣回复祂惯常的位置。 

   

   「今天，纳匝肋人耶稣，人子，从死者中复活，第八次探访我。 

  祂的手和祂的脸像太阳一样眩目。祂的衣服白得耀眼，祂的面容充满慈爱。 

  爱你的邻人如我爱你，愿你们的互相祝福充满慈爱。 

  以仁爱的心亲吻这里的一个人。」 

 

  我亲吻那里的第一个人，圣母升天会布隆会院院长玛利亚修女。 

  然后，耶稣补充说： 

  

  「这动作是整个世界爱与修和的标记。 

『喜悦，玛利亚。』总领天使加比额尔在预报人子来临时说。」 

 

接着，以严肃的语调： 

 

  「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也是一样。喜悦，因为人子光荣地再来的时刻已临近。 

喜悦，在主内无尽地喜悦。因为你刚听到的说话，因我的名字，愿你的悦乐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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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过了一会： 

 

「愿你们每人在心中默祷，为你们所希望的向天主祈求；在今日这一天，它将赐予你们。」 

 

我静默了一会儿。我聆听耶稣告诉我的每一句凝重的说话。因为它的严重性我不敢重复。

我认为祇有神父才应该知道。因为耶稣对我说： 

 

「告诉教会对世界重新宣布它的和平讯息，因为时日无多了。撒旦正领导世界，诱惑人心，

使他们能在顷刻之间毁灭人类。 

若人不反抗它，我将让它行事，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就如洪水时期也不曾有过，而那就在世

纪末前。 

那些到光荣十字架跟前悔改的人将会获救。 

撒旦会被毁灭，祇有和平与喜乐存在。」 

然后，耶稣消失。 

  

第十五次显现 

「光荣十字架将赦去所有罪恶。」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四十分 

在圣若瑟小堂，供奉着的圣体呈现为一团光球，接着我看到耶稣张 双手欢迎我。我欣赏

着他一段时间─那实在太美妙。他正向着我微笑。 

我向祂大声说道：「若你是基督，为何我从没看到你的伤口？」（神父曾要我问祂这个问

题。） 

祂继续向我微笑。在那刻我感觉到难以形容的温柔。我感到自己犹如已不在世上。 

耶稣向我举起祂的右手说： 

 

「祝你平安。 

大声说出来。」 

 

耶稣再恢复祂往常的恣势，也不再微笑。 

 

「耶稣问：你为甚么困扰？你为甚么会有这些念头？ 

你们这些受我嘱咐要完成任务的司铎，难道看见水从山上涌出比听到上主的仆人以她不懂的

语言说话，更容易称之为『奇迹』吗？ 

少信德的人，记着我的说话。」 

 

（耶稣的话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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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我的名字而来的人将要说他们不懂的语言。」 

 

经过一会儿的沉默，也没有指示我要重复： 

 

「不要怀疑。起来，触摸我的手。」 

 

我站起来。耶稣向我伸出左手，再伸出右手。因此，我双手各握着祂的两只手。祂对我说： 

 

「不要再怀疑。灵魂是没有手和肉体的。」 

 

我返回原处，在祂面前下跪，祂说： 

 

「告诉他们这话，（我大声重复） 

「不要再怀疑。这的确是今天我第七次看到、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我刚刚已触摸过祂的手。」 

 

然后，我问道：「主，我们要在那里 井才有水？」 

耶稣回答我说： 

 

「光荣十字架必须在多聚莱的远郊高坵竖起，在果树、那罪恶的树的同一位置上，因为光荣

十字架将洗涤一切罪恶。 

它的臂干必须由东向西伸展。每支臂干必须长 123 米，高是它的 6 倍。而从光荣十字架所占

的 123 米位置，再量 100 米。 

然后，掘一个 2 乘 1.5 米宽，1 米深的盆地，将它围起来。水便会从此处流出。」 

 

接着，耶稣补充说： 

 

「若你的心灵干涸，那祇会有少量的水流出，祇有少数人得救。」 

 

然后，祂说： 

 

“Vos amici Mei estis si feceritis quae Eqo praecipio vobis, dixit Dominus.”（主说，若你们依

我的教导行事，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耶稣续说： 

 

「把你的左手放在胸前，右手叠在左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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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消失了，我保持手势重回座位。你可知我有多快乐。自我第一次见到耶稣，我

喜悦得想叫出来。我离 小圣堂前对神父及其它人说： 

「耶稣真的活着。我摸过祂的手。像我们的一样有血有肉。他的手是温暖的。那实在是很

奇妙。」 

耶稣真的在肉体中活着，复活。我为此喜极而泣，奇特的喜悦充满我的灵魂。我想歌唱，

但我实在太高兴，所以叫所有的人唱《圣母赞主曲》。 

我们必须听从我们的主教和神父。我受他们指示，不许我给别人讲，所以我不 口。否则，

我会向所有人说出我的喜悦，使所有怀疑的人获享耶稣的喜悦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耶稣受难日 

在下午，布鲁诺修女与草原主人达成协议后，三名男子 始挖掘。那时天气很冷，在挖掘

期间，布修女为在外面场地 着酒精暖炉为义工煮咖啡…。 

 

第十六次显现 

「赶快把光荣十字架在它的位置竖起」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五时十分至五时廿五分 

 那光出现，接着耶稣现身伸 祂的手欢迎我。祂向我微笑。我实在很 心，我愿意永远留

在祂现身的一刻。祂说： 

 

 「大声说出这话： 

神父是对的，那弯曲的树就是罪恶的象征。 

在果实长出前把它挖起，赶快把光荣十字架在那位置竖起，因为光荣十字架将会补赎一切罪

过。」 

 

一会儿后，耶稣把两手在胸前合起。祂伤心地看着我，我看到祂流下两行眼流。我见到耶

稣那样伤心便哭了出来。祂对我说： 

 

「若这盘地完工后五十天仍没有水６，那是全人类的哀痛，因为撒旦阻止人数 多的洁净。

记着我的话，因为缺乏信德，我会容许他行动。」 

 

一会儿后： 

 

                                                 
５
这些讯息第一版由吉拉．科多尼耶（Gerard Cordonnier）注：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星期五，默念出以下资料：每支臂干必须长 123 米，高是它的 6 倍，等于

738 平方米。三个十字架工程的圆宽是 21、42 和 60 米。 
 
６水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涌出，晚了七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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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教会向全世界发出这讯息，并赶快在指定地点竖起光荣十字架，及在该处兴建圣所。

每个人要前来悔罪，并将获得平安与悦乐。光荣十字架，或人子的标记，预告从死者中复活的耶

稣即将光荣地来临。 

当这十字架从地上竖起，我会把一切归于我。」 

 

 接着，耶稣说： 

  「在这蒙受祝福及神圣的城市找来十一个人。他们将要成为我的门徒。他们将要以我的名字

挨户收集兴建光荣十字架的捐款。」 

 

  以下是每个门徒必须遵守的诫命： 

─工作直止光荣十字架竖起； 

─要谦虚、有耐性、仁慈，使人们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不可从中获取个人利益，祇可为了把光荣十字架竖起，因为所有来这里悔改的人将会获救。」 

   

  然后，耶稣在没有指示我需要重复的情况下对我说： 

 

  「告诉神父我会第十七次探访你，因为光荣十字架也是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 

 

 接着，耶稣消失７。 

 

第十七次显现 

「我是弥额尔，总领天使。」 

「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叫人要来一支蜡烛，点上它，然后放好。 

愿所有进来的人也同样做。」 

 

                                                 
７
神父与玛达纳勒曾一起爬上高坵，为要找出十字架的位置。他们借助电灯向天空照射。玛达纳

勒伫立在她六次看到十字架的窗前，指示在高坵上的神父。他 终来到划分多聚莱市界的一个壕

沟地方的顶部。他仍要找寻天主要求竖起十字架的正确位置。神父认为十分可能是在一棵弯曲苹

果树的位置。但他不能确定，整晚没睡。在此，耶稣确认神父的直觉正确无误。 

于是他们用绳子量了 223 米深，就在那里挖掘了水池。「我们把绳子卷在一块木头上，把那树拔

掉，和吉接一起在那里插上一个小十字架(编辑注─比例：1/1000e)。那些住户已准许我们这样做。」 

但是水没有流出来，他们就在五旬节后举行了九日敬礼。  

一天晚上，玛达勒纳和 M 修女两人皆梦到有水在水池流出。他们翌日早上告知神父。他回答道：

「修女，你的梦真美好。」神父在前一个晚上曾验证水池内没有水。虽然如此，玛达纳勒还是走

上高坵，发现那里的确有水，并且多得很，约 30 公分深。他们查询气象台，所得的答案是前一

天晚上没有下过雨，而以那水的量来说，怎也不可能是雨水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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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五月卅一日，星期五，从早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时零五分 

  我并没有期待着耶稣的到来，因为今天并非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但每天早上，我送孩子上学后，便到小堂来看望耶稣。然后由神父给我送圣体。 

  今天是五月卅一日的早上，我如常到小圣堂。布鲁诺修女进来找神父去探望一名病人时，他

还未给我送圣体。这个病人就住在隔壁。神父对我说：「我想我不会去很久。我回来再给你送圣

体。」 

  所以在那时候，我独个儿留在小圣堂。突然间，我看到一股光晕像平常一样在放置圣龛的地

方出现。那光晕比平常的宽一点但没有那么高。我当时单独一人，而那道光好象在等待某人出现。

我跑至小圣堂旁的食堂。我告诉员工 J 找布鲁诺修女来，她这时应该在上课。 

   

  我赶快回到小圣堂那道光前，但祇有那一道光。我跪下，就在那一刻，有人出现，但那并不

是耶稣。 

  当布鲁诺修女赶到，我告诉她：「那里有人，但不是耶稣。那人是我不认识的。」 

  这一次，我真的感觉到我是在小圣堂里，而前几次我觉得自己好象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布

鲁诺修女进来时，我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而以前我是完全听不到或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太专注

于耶稣的显现。 

  这位陌生人举着像旗帜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小十字架。那十字架和棍子颜色相同，像黄金般

闪亮。在十字架下是一块布旗，好象写着三个字，我祇会念第一个和 后一个字 “QUIS…DEUS”

（那像天主的）。那棍子下半部有一个长矛或长枪类的尖物。那人看似士兵，蓄卷曲的短发。他

的短袖束腰外衣是短的，他的右手抓着棍子的中间部分，并有皮带一类的东西捆在他的小腿上。 

 

  因为他看着我，所以我问他：「你是谁？」 

他答道： 

 

「我向你问好。」(他向我点头)。 

  「我是弥额尔，总领天使。是天主派遣我来的。 

你将会看到救世主的奥迹，而你要跟着重复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对他说：「若是天主派遣你来的，我会遵从你的吩咐。」 

 

总领天使向我说话时，仍在同一位置： 

 

  “Per Mysterium Sanctae Incarnationis Tuae”８. (借着你化身成人的奥迹。) 

 

  就在那刻，他消失了。 

  然后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跪着。我想那是天使。他正看着一个戴着围巾的美丽少女。在

那天使目光下，她点头，再鞠躬，并将她的手一只接着另一只放在胸前，像主教导我的方式一样。

                                                 
８拉丁文的《诸圣祷文》，由耶稣升天节至五旬节主日。 

 34



我特别注意这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手势。一会儿后，一切消失。 

 

  接着，我看到总领天使再次对我说： 

 

  “Per Nativitatem Tuam.” (借着你的降诞。) 

 

  总领天使消失。 

  我接着看到一个婴儿在一个藤篮或是稻草堆成的摇篮里，有许多穿长袍的人围着，似乎在看

着他，欣赏祂…接着，一切消失。 

 

我在同一位置再看到总领天使（实该，我想他仍在那里，祇是他呈现给我看的活生生场面实在太

重要，使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对我说： 

 

  “Per Baptismum et Sanctum Jejunium Tuum.”  

  (借着你的洗礼及神圣的斋戒。) 

 

  总领天使从我眼中消失，而我看到耶稣，他由一个耶稣矮一点的高个子男人陪同。他穿著短

毛之类的披肩。 

  我看到水像河流般流动，而这男人在耶稣的头上倒了一些水。他拿着勺子的手枘，从河中取

水，向耶稣的头倾倒。 

  一会儿后，耶稣爬上小径，到了顶峰便坐下来。他合起双手，双眼看天，如在祈祷，然后一

切消。 

  我看到总领天使；他再次说： 

  “Per crucem et Passionem Tuam.” 

  (借着你的十字架和受难。) 

  总领天使消失，而我看到耶稣右肩背着一个似乎很重的十字架。他背得很辛苦地在小路的中

间走。 

  在那小路的两旁，人群看似在笑。有些举起他们的手，像要向他掷东西。 

耶稣没有因为祂的十字架的重量而倒下。我对此很惊讶，有好几次还以为他要倒在路上。

可怜的耶稣。 

然后，影像退去。 

  总领天使再次出现并告诉我： 

 

  “Per Mortem et Sepulturam Tuam.”  

  (借着你的死亡和埋葬。) 

   

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腰被围着，看似将死的样子，头向前倾。右边有一个伤口，我想

血已在下面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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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脚下有三个人，各站一方，伤心地看着耶稣的脸。中间那人跪在祂脚下，用她的双

手抱着十字架的脚，看似想亲吻祂的脚。 

  我感到我在流泪。耶稣的脚被搁在一个木托上。 

  那影象消失，而我再次看到总领天使对我说： 

 

  “Per Sanctam Resurrectionem Tuam.”  

  (借着你的光荣复活。) 

 

  在那刻，我看到耶稣再生。 

 我充满了极大的喜悦。祂如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黄昏第一次出现那样，微笑着向我张 双手，

像欢迎我。那就好象我第一次看到祂。 

 我看到祂在十字架上死去后，看到祂复生─耶稣复活，从死者中复生。 

 他对我说： 

 

 「我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我看的伤口。」 

 

 祂用右手解 长袍的右边（即使那外衣仿似没有 口。） 

 我看到一个没有血的大伤口。 

 在祂右手背，我注意到一个小洞。 

 我也注意到祂伸向我的左手内掌有一个洞，以及每只脚上各有一个洞。 

 接着，耶稣对我说： 

  

  「前来，触摸我的肋旁。」 

 

 我站起来，伸出右手，用我的食指和中指触摸祂那看似很深的伤口边缘。 

 我很感动，并说：「主，你为我们受了很多苦。」 

 想到耶稣为世界、为世界的罪、为世界的不感激，以及为我们可怜的罪人受那么多苦，令

我不禁伤心。 

 

 我再跪下，耶稣则回复祂惯常的姿势，亦即向我伸 双手。祂的长袍也恢复原状。 

 

 然后，耶稣对我说： 

 

 「大声说出来：」 

 

 耶稣向我一句一句的读出，由我跟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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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要求向全世界宣布祂教你的祷文。 

 「祂要求在圣年结束前，竖起光荣十字架和圣殿，因为这将是 后一个圣年。 

 「每一年在玛达纳勒第一次看到十字架的那天举行隆重的圣祭。 

 「所有满怀信心而来的人，在此悔改便能在今生及永生得到救赎。 

 撒旦也再不能控制他们。」 

 

 一会儿后，耶稣以一种凝重的语气说： 

 

 「事实上，我告诉你，我父已派遣我来救赎你，给你平安与喜乐。 

 你要知道我是爱与怜悯。」 

 

 接着，祂补充说：  

 

 「我的讯息告一段落。」 

 

 耶稣还临在时，总领天使没有现身出来，向我说了下面的话： 

  

  “Per Admirabilem Ascensionem Tuam.” 

  （借着你的光荣升天。） 

 

 在那刻，耶稣举起祂的手，对我说： 

 

 「平安与你同在，也与所有跟你前来的人同在。」 

 

 耶稣放下祂的手。接着，我看到祂升起，慢慢地、优雅地消失。 

 我再次看到总领天使对我说： 

 

 “Per Adventum Spiritus Sancti Paracliti.”  

   （借着圣神、安慰之神的降临。） 

 

 这次，总领天使没有消失，他留下来对我说。 

 

 「耶稣刚刚已离你而去。 

 祂的讯息已完结，不过你会再次见到祂。」 

 

 他补充以下的话，我也重复了： 

 

  “Per cujus imperii Nomen est in aeternum, ab omni malo libera nos D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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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领天使没有指示我应该重复，便续说： 

 

 「这意思是：天主，藉者那位拥有永远王权者的名号，救我们免于凶恶。」 

  

  接着， 

  

  「大声说： 

 主责备神父的工作进度太慢，和他们的怀疑态度。天主要求他们向世界宣告，从黑暗中叫唤

玛达纳勒到祂神奇的光辉之中的那一位的奥迹，因为光荣十字架将美化多聚莱的城市。他们还未

完成。这是盘地没有水的原因。 

 严重的旱灾将降临全世界。神父们必须细读讯息，谨慎地尊重对他们的要求。」 

 「叫人拿蜡烛来。」 

 

 我转过身来，请布鲁诺修女给我一支蜡烛。 

 当我拿到后，总领天使对我说：  

 

  「点上它，放在基督刚才离你而去的位置，愿所有前来的人也同样做。」 

 

  一会儿后： 

  「你会一整天向神父和想听你讲话的人说话，你会记得而他们会对你的记忆力感到惊讶。 

着神父找人向他宣读那讯息三次，然后要他重复，那人会办不到。」 

 

  总领天使看着我说： 

  

  「回家后赶快把我对你讲的话写下来，当神父对你说：『我在圣心周在主教府有一个约会』，

把这个写下的讯息交给他。 

 在圣心瞻礼日 始举行敬礼。 

 这敬礼是每天一个奥迹，刚才教你的那些奥迹。 

 然后去见主教。你会告诉他是天主派遣你来的。把整个讯息交给他好使他注意。大门将会打

，主教的心会融化。」 

  

  故此，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写下的讯息收好，等待神父说出那句话。 

 天主做事自有分寸。六月十二日星期三，神父来到家里对我说：「我下星期在主教府有一

个约会。」 

 我告诉他：「那是圣心周。」他回答我：「我不清楚…」「我肯定…」「为甚么？…」于是

我立刻把总领天使朗读给我的讯息交给他，因为神父是在圣心周在主教府有个约会。 

 接着，我们在小圣堂一起敬礼。我们如总领天使要求，在圣心瞻礼日首天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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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敬礼是要到下周六才结束。总领天使曾说：「然后去见主教。」 

 我想在后天才去，因为明天是主日。我感到有种力量在驱使我。我没有方法到那里（我想

我要用我的机动自行车），但我必须前往。天主要我这样做，因为他已藉总领天使告诉我。祂已

使他告诉我。一种无法解释的动力给我力量去向主教传递我的完整讯息。 

 我感到极失望在听神父对我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就去见主教，我要约见。此外，主教可

能不在，又或许他不让你进去。你要服从，我们必须时常服从。」 

 我的满腔热诚被神父一句：「你要服从」，把它泼灭了。 

 然而，我却不想服从，因为我知道天主给我勇气去见主教，把天主的讯息带给他。 

 我不妨告诉你，我为此事而哭泣，这真是难为的事。 

  但我听从了神父。 

 不过我可以肯定主教会让我进去，大门将为我打 。 

 可是，为了奉承人类，我不听从天主。我想天主正为此责备我。 

 

六月首个星期五：耶稣没有出现。 

 

第十八次显现 

「耶稣出现，但没有说一句话。」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星期五 

耶稣出现，但没有说一句话。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水池发现有水（比五月三日的警告迟了 50 天。） 

 

第十九次显现 

「所有列队前来的人，不要害怕清洗。 

这水不是泉水。 

这是从地表渗出来的水。」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星期六 

 我正在花园查看衣服晒干了没有，正当我返回屋内，我听到远处有一股声音，从十字架的

方向传来。 

 

 「我是总领天使弥额尔。听我说：」 

 

 我跪下，面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告诉神父把水池的三边用水泥砌起来，但不砌池的底部，在第四边祇砌二十五公分，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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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三级台阶。 

 「所有列队前来的人，不要怕在这铺满尘土的水中清洗，因为你知你是尘土，你将要回归尘

土。但你的心灵会获得洁净。 

「这水不是泉水。这是从地表渗出来的水。 

 「前来洁净而不怕弄脏自己的人是有福的。」 

 

 

第二十次显现 

「不要哀痛。」 

 

一九七四年九月六日，星期五，在小圣堂内 

    我看到光晕。祇有玛加利大．玛利修女与我一起，我大声叫道：「那里有光。」当我看到光

出现时，我是那么喜悦，我禁不住哭起来。 

 接着，在圣体左边，（倒不如说，在那光的左边），总领天使弥额尔如常出现，并对我说： 

 

 「你好。」 

 

 我在他面前、靠向圣体左边的位置跪下，但他说： 

 「不要向我叩跪，向你钦崇的祂下跪。」 

 故此，我起来，跪在圣体前。 

 在那时，我看到圣体拼发出灿烂光线，它看似有生命的在圣体内不断重燃，也看似光线的

来源（很难解释。） 

 圣弥额尔仍在那里，靠左后方站着对我说： 

 

  「不要为小大卫双眼哀痛９。若天主想要如此，那不是因为他是闭上眼睛的人，而是他的父母

对信仰之光闭上眼。 

  点上蜡烛，并放在天主上次离 你的地点。」 

 

  总领天使向我说话的整段时间，圣体不断发出灿烂光线。然后，一切消失。 

 

一九七四年十月第一个星期五 

  耶稣没有出现。 

 

第二十一次显现 

「经过这些日子的考验， 

接着人子自己会在天上现身。」 

 

                                                 
９小大卫，玛达纳勒和罗兰的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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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五，诸圣节 

  今天，我到圣堂参与早上八时的弥撒。 

  下午约三时半，我再回来作一小时的圣体朝拜。 

  外子让我在黄昏时分参加圣体降福。我从不能在那段时间去，因为要为家人准备晚膳，实在

不易走 。我那个从没有去诸圣节弥撒的小吉莱纳（Ghislaine），陪我在晚上八时参加圣体降福。 

   

  神父举起圣体降福用的圣体皓光之际，那光晕与正常一样，在圣体的位置形成。 

  像上次一样，我再没有见到任何人。我没有看到耶稣，但那圣体闪烁着光线。 

 

  我听到： 

 

  「大声说出来。」（我大声地重复。） 

  “Dicite in nationibus”（向全世界说。） 

  「告诉各国，天主借着祂仆人的口说话。祂向她显露 大的考验已临近。因为她看到人子的

标记在东方升起，在西方不断闪亮。 

  人子的标记是天主的十字架。 

  我实在的告诉你，世界悔改的时候到了，因为宇宙的改变已临近，那改变是世界 始以来从

未有过或是再次会有的。 

  当预言中的灾难性旱灾降临全世界，祇有天主要你挖掘的水池剩着水，不是为了饮，祇为洗

涤你们作为纯洁的标记。 

  而你们到时候会来到天主叫教会竖起的光荣十字架脚前悔罪。 

  然后，在那刻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会哀悼。他们会从这个十字架找到和平与喜悦。 

  经过这些考验，接着人子自己会在天上现身，带着巨大辉煌和权能，召集地上四海的选民。 

  悔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享有永恒的生命。 

  我实在的告诉你，天堂与地球会消逝，我的话却不会消失。」 

 

  后在离 我之前，天主对我说，没有指示要我大声讲出来。 

 

  「告诉他们，除了天主本身的标记外，不会再没有任何标记。 

 这唯一可见的标记是他仆人的态度和她的话，亦即天主之言，这些话是不可否定的。 

  若人不竖起光荣十字架，我会使之出现，而且已时日无多了。」 

 

  接着，那光消失。 

 

第二十二次显现 

  「天主显现给我…他没有对我说任何话。」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将临期第一个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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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往常的星期五，我到圣堂放置蜡烛，经过一段时间的朝拜后，天主如常在一股光晕出现

之后在我面前显现。 

  祂没有对我说任何话。 

  我留下来朝拜约十分钟，然后一切消失。 

  这次显现后，我预感耶稣会在将临期的每个星期五回来。我独自在小圣堂。 

 

第二十三次显现 

「告诉神父，你是以天主之名和借着祂而预言。」 

 

一九七五年二月廿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我在下午三时到小圣堂。神父在那儿。 

  三时十分，天主出现在我面前。祂对着我微笑，然后以凝重语调说： 

 

  「告诉神父，你是以天主之名和借着祂而预言。然后要他把讯息转告那些受托以谦卑态度满

怀信心地圆满它的人，因为我要求做的事，已时日无多。」 

 

  祂向我微笑，而我对祂说：「我是多么高兴可以再次看到你，我还有多少次可以见你呢？」 

  祂对我微笑了一阵子但没有响应。一会儿后，一切消失。 

 

第廿四次显现 

「这一世代是 虚伪和 邪恶的」 

 

一九七五年二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至三时半 

那道光的光晕形成，耶稣如常出现，但祂的手是放在身体两旁。祂向我微笑，把祂的左手

放在胸前，再举起祂的右手如同施降福。祂的脸充满慈祥，祂的眼睛和表情显出极其温柔。一会

儿后，祂告诉我： 

 

「告诉神父：我想把我的怜悯灌注人类的心，首先是那些知道讯息的人，然后是全世界。 

「愿那些受托竖起光荣十字架的人不是盲目的，因为除了这个从黑暗中被唤到光明之中的先

知外，再没有其它的标记了。 

「实在的，再无其它的标记，因为这一世代是 虚伪和 邪恶的。」 

 

在离 我之前，耶稣把祂的手臂垂到身旁，向我微笑，然后消失。 

 

第廿五次显现 

「这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市镇将受到保护…」 

「要谦逊但不要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帮助」 

 

 42



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小圣堂 

  那光出现，然后是耶稣。祂对我微笑说： 

  「告诉神父（在那刻，祂看着神父）这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市镇将受到保护免于任何灾难，尤

其是每天诵念我所教导的祷文及一端玫瑰经的家庭。」 

 

  然后，天主停止望向神父的方向。祂看着我，向我伸出祂的手，（右手较接近，故我看到祂

的掌心）并对我说： 

 

  「我正在向你说话。」 

（祂向我微笑；那令我多么的 心。） 

 

「要谦逊，但不要为了自己而接受任何帮忙。」 

「你在现世没甚么可祈求的，但你的悦乐在来世将永无穷尽。」 

 

耶稣放下祂的手，一切就消失。 

神父告诉我每一次显现的时间有多长。我不自觉时间的过去。显现后，我感到自己没有老

去。 

然后，我好象返回地球，回到黑暗之中。 

 

第廿六次显现 

「玛达纳勒，坚持祈祷、守斋和禁欲」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是那光。 

出现了，祂的右手搁在胸前，另一只手垂在身旁。 

祂对我微笑说话，但没指出我应大声重复： 

 

「玛达纳勒，坚持祈祷、守斋和禁欲 

「坚持，不要害怕那些冲着你而来的嘲笑和毁谤，因为祇有少数人相信出自你口中的说话，

但神父可见证无形者的临在反映在你的脸上。 

「经过这些日子的斋戒，你将要肩负一件艰难的任务。」 

 

我对这任务有些害怕，我对天主说：「若我不能完成任务会怎样？」 

耶稣回答我说： 

 

「若我要你完成一件任务，那是因为你有能力完成它。」 

   

耶稣在离 之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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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手交叉放在胸前，如我教你那样。」 

 

  耶稣向我微笑，然后消失。 

  祂的样子充满仁慈和无法形容的温柔，无人有这样的样子，那么安宁，比小孩子还要安祥。

祂的脸没有一丝皱纹，且祂的轮郭清晰，祂看似年约卅岁。看到祂会感觉到祂既是人也是神，噢，

多美好的神啊！洁净、安详、神圣发自祂的整个身体。 

当祂说话，祂不需要语言，从不犯错，从不犹疑…纯洁清晰如我看到的十字架，光亮而没

有阴影、清脆而没有皱折，洁净而没有污点。 

难以定义，与我第一次领圣体感受到祂的临在时，我内在的喜悦同样难以形容。 

 

第廿七次显现 

「明天 始九日敬礼。」 

 

一九七五年三月廿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半 

耶稣如常出现，祂伸出手欢迎我说： 

 

「明天 始九日敬礼，以为我要你做的任务作准备。这敬礼是每天一个奥迹，跟着念我教你

的祷文和一端玫瑰经。 

 

以恭敬和歉卑的态度来敬礼。」 

 

我问祂：「主，你会甚么时候才让我知道我要完成的任务是甚么？」 

耶稣回答我： 

 

「耶稣受难日。」祂对我微笑后消失。 

 

第廿八次显现 

「借着光荣十字架，人子的标记，世界将会得救。」 

 

一九七五年三月廿八日，耶稣受难日─在多聚莱的堂区圣堂 

  我知道我们的主今天会探访我，因为祂曾对我说： 

  「你会在耶稣受难日知道我要你完成的任务。」 

  今早，多聚莱铺上了一层白雪。 

  我早上到了小圣堂。我遇到有神父问我：「你是否要去小圣堂？圣体皓光今天不在小堂，在

堂区圣堂里。」 

  所以我约十一点到圣堂。天主没有出现。 

  我三点钟回到圣堂拜苦路─依然没有事发生。然后在下午约五时，天主仍未来。我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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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到来，因为那时候会有一大群人在。 

  但我在八时半左右回到圣堂。圣堂约有五十人准备参与苦难礼仪。 

突然间，我在座位上注意到那道光，像以往每次显现一样出现在我面前，「不是从主祭台的

圣龛，而是在圣堂后方一个放置耶稣受难日用的圣体的后备圣龛。」 

 

主如常出现，祂的手伸 向我。 

 我跪下，然后主说： 

 

「大声讲：『你们为甚么要为被钉死的耶稣哭泣，祂今天仍活在你们中间？ 

倒不如为今天迫害祂比往昔尤甚的人祈祷。』 

 

然后， 

 

 「退后三步。重复我向你默念的话，并把你的手臂伸展形成十字架状。」 

 

这时，耶稣合起祂的手。祂举目望天如在祈祷。祂的眼神寂肃悲伤。我可感受到祂的伤心。

我一句一句大声地重复祂向我默念的话。 

 

  「我主，怜悯那些污蔑你的人， 

 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作甚么。 

 我主，怜悯这世界上的丑恶， 

 拯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束缚。 

 我主，怜悯那些今天迫害你比昨天更甚的人， 

 向世人的心倾出你的怜悯。」 

 

然后，耶稣放下祂的手。在那刻，我看到祂的脚踏在一个球体上。 

祂向众人高高地伸出祂的手。 

从祂的两只手心散发出白色和红色的光线。 

我主在整个过程看着众人，祂对我说： 

 

「告诉他们这话（我大声重复了）： 

要知道纳匝肋人耶稣已战胜死亡，祂的统治是永恒的，祂即将来征服世界和时间。」 

 

  我充满喜悦；我感到天主已控制了地球。 

  我好象感觉到祂正带着权能和光荣来临，因为祂的脚下的那个球体就是地球。 

接着，祂向我说这些话由我重复： 

 

  「就是借着玛达纳勒三年前的今天看到的光荣十字架，借着这人子的标记的光荣十字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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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将会获得救赎。 

 耶稣要你们在这一刻，祂在你们面前出现之际，列队前去光荣十字架出现的地点。 

  往那里作补赎，你们将会找到平安与喜乐。 

耶稣要求每年的今天举行隆重的瞻礼。 

“Notum fecit Dominus a Magdalena Salutem Suam,”（天主已使祂的救赎透过玛达纳勒使

人得知。） 

 

然后，耶稣告诉我： 

 

「你回家后赶快把我现在告诉你的话记下来。」 

 

祂向我私下讲话，所以我没有大声重复。 

那刻，耶稣看着我微笑，然后把祂的右手伸向我。从祂的手中散发的光线在那刻与地球一

起消失。 

祂的样子很温柔。祂对我说： 

 

  「玛达纳勒，你已被拣选来反映我的爱。 

  故此，你已被爱完全燃烧。 

  经过这光荣的一天，你可愿意完成一件重要的任务吗？」 

 

  我大声地说：「愿你的旨意承行」，而这就是耶稣说的话： 

 

  「把我教你的祷文抄写三百二十次，并且成为我的门徒。」 

告诉这小城甚至远郊边缘的每一家人，纳匝肋人耶稣已战胜死亡，祂的统治是永恒的，祂即

将来征服世界和时间。」 

 

然后祂告诉我： 

 

「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你活在的时代，每一件事件都是圣言的标记。」 

 

接着，没有指示我要大声重复。 

 

「我要祂们每天念那祷文，然后是一端玫瑰经。 

充满信心地念它的每一个家庭将获得保护，免于任何灾难。然后，我会将我的怜悯倾注入他

们的心中。 

若有人问你是谁派遣你来的，告诉他们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记着，不要害怕冲着你而来的羞辱、嘲笑和讽刺。你会因我的名字而被仇恨，但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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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需要，找人与你一起同行。 

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任务的。你的家庭定必不会为此而受苦。因为这 后的圣年在光荣

十字架竖起之前是不会终结的。但那些受托兴建的人必须赶快，因为时间已迫近。不要回到那些

把你关在门外的家庭。」 

 

「大声说」，（耶稣告诉我）： 

「罪恶因人类而来到世界。那就是我要求人们把光荣十字架竖起的原因。」 

告诉他们，之后我会光荣地回来，你们将会看到我，像我的仆人看到我一样。」 

 

然后，耶稣消失。 

我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圣堂。当我转过身来，我看到会众的目光都投向我，我不敢返回座位，

神父示意我前去通路旁边坐。 

当我回到家，我极想把天主要我写下的话记下，但我全家人都在。我知道我无可能把它写

下来，却又害怕自己过后会忘记。突然间，所有人起来就寝。祇有我 年幼的两个孩子吉纳莱

（Ghislaine）和布鲁诺（Bruno）留下。所以我可以成功地写下耶稣对我默念的话，在翌日把它

交给神父１０。 

 

第廿九次显现 

「告诉神父： 

我要所有人知道这信息。」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三点钟，我到小圣堂朝拜天主，及点上蜡烛。 

  我祇有一个人。光在我面前出现，突然间，天主如常出现，祂的手伸向我。祂向我微笑说： 

 

  「告诉神父：我要所有人知道这信息。 

  神父他们必须毫不惧怕地公 宣讲，因为凡要揭示的，是不须隐藏。」 

 

  耶稣向我微笑后消失。 

 

第三十次显现 

「无休止的更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小圣堂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我独个儿在小圣堂。 

                                                 
１０傍晚八时半的受难礼仪后，神父满面通红地建议五十位旁观者对他们所看到和听到，却又不明

白的情景不要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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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光晕如常在显现前出现，然后突然间，圣体周围发出红、白光线，如同它前两次显现。

这些光线不像太阳光线一样固定；他们持续无休止的更新移动。 

  我没有走到圣体前；我没有被邀请要跪下的感觉。 

  这持续了约三分钟。 

  没有信息，或任何声音。 

  然而，圣体皓光已消失，把它的位置让给光线。 

 

 

第三十一次显现 

「那些前来光荣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人， 

我会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们。」 

 

一九七五年五月卅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小圣堂 

  是那光。 

  耶稣显现给我；祂的样子仁慈极了。祂对我说： 

   

  「告诉神父，现在不再是我复活肉身的时候，而是我必需复兴人灵魂的时候。那些在现今世

界宣称以我的名义复活及治愈躯体的人，不配到我父亲的天堂去。１１ 

玛达纳勒，出去宣扬我在多聚莱的信息。 

我要你完成的任务，你必须完成它。 

不要害怕，我会给你力量。」 

 

  耶稣继续对我微笑说： 

   

  「我父已祝福和圣化这城市，而那些前来光荣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人， 

我会以我父的精神更新他们。他们会在那里找到平安与喜乐。」 

 

  然后，耶稣严肃地看着我说： 

 

  「在你把信息带给第一个会拥抱你的修女那里时，她是不相信出自你口中的话的。她低估了

                                                 
１１

耶稣这意想不到的声明，令玛达纳勒惊讶。她将之告诉活尔斯特神父。他刚收到寄自亚眠的

来信，亚纳（Anne）写给神父说： 

「我不认识你。然而，我想让你知道，当我在多聚莱过五旬节瞻礼时，我感到一股渴望要去圣堂，

从那时起，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多聚莱的耶稣。 

「我是有（血友病）病的。他们不让我知道，但我知道还是知道了。请不要为我的痊愈祈祷，但

为我没有信仰的父母的皈依而祈祷。至于我，我感到我的心在垂死，而我的灵魂在我的救主耶稣

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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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针对她，要有爱。」 

 

接着，耶稣消失。 

 

第三十二次显现 

「告诉修女，请她星期五来这里。」 

 

一九七五年六月廿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十五分 

  我准备离 。然而，那光和耶稣如常出现。 

  耶稣把祂的右手伸向我，另一只手垂放在祂的身旁。 

  祂微笑对我说： 

 

  「请不是住在这城市的那位修女星期五来这里。她要带纸笔同来，借着你的口，我会向她发

出一个信息。」 

 

  然后，耶稣向我微笑一会便消失。 

 

第三十三次显现 

「这信是写给教会的首领…」 

「…你们，教会的领袖，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各国会因这个在世上竖起的十字架而得救。」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十五分 

  神父刚 始领第三端玫瑰经。 

  突然间，那光出现。耶稣看一看我，再转看让贞德（Jeanne d’Arc）修女，然后对我说： 

  「大声说出来： 

  这是修女必须要写下来的话。这信是给教会的领袖。纳匝肋人耶稣借着祂的仆人的口默念出

来的。祂说： 

  由我父拣选在多聚莱这地找到平安与喜乐的人是有福的，将会有更多的人，由全世界前来在

我要你竖起的光荣十字架前悔罪。 

  因为现在不再是我复活肉体的时候，而是更新灵魂的时刻。 

  请明白这点：在洪水来之前，人们不怀疑甚么，直至洪水涌来把他们带走。但今天，你们已

被警告；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告诉你们： 

  世界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动乱：邪恶导致苦难和饥荒；各国将会极度痛苦；天上和地球有现象

和标记。因此，作好准备，因为大灾难已临近，那是世界自始至今前所未有，也再不会有的。 

  我告诉你们，这年青一代将不会在这些事发生前逝去。但，不要害怕，因为这里的天空将要

升起玛达纳勒看到从东方至西方闪耀的人子的标记。 

  你们，教会的领袖，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各国会因这个在世上竖起的十字架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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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已派遣我来救赎你们，而我必须把我的怜悯倾注人心的日子已到临。」 

 

  耶稣轻声地告诉我，所以我没有大声重复： 

   

  「我的信息不可以埋藏在抽柜内，它必须是整个世界的真与光。」 

 

然后再次大声说： 

 

  「光荣十字架必须在圣年完结前竖起。这圣年必须延长直至光荣十字架竖起。 

  我的信息在此结束，我命你由院长陪同亲自将它交给教会的首领。」 

 

  然后耶稣消失。 

贞德修女依耶稣指示，写下信息。祂很慢地默念，使她有足够时间写下。她现正等待主教

的指示，将之交给教宗。 

 

第三十四次显现 

「你们受托于这信息的神父和修会会士， 

不要让人类自取灭亡。」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 

今天是布隆女修院院长及贞德修女下午四点与主教会面的日子。 

我如每星期五一样到小圣堂。在那里，我遇到玛利─玛加利大（Mary-Margaret）修女对我

说：「与主教见面的时间是四点钟。」因此我回去，到四点再回来为这次会面念一端玫瑰经。 

念完一端后，耶稣容许我结束，我看到圣龛有光，但没有人出现。我听到有声音告诉我： 

 

「告诉神父、修女们以及知道信息的两个人五时半来这里。」 

 

然后，光消失。 

 

我五点半再回到小圣堂。在场的人有三位修女、神父及由修女拣选知道信息的 T 太太和 G

太太。 

在指定时间，亮光出现。然后，耶稣现身，祂的手伸向我，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祝

福我： 

「祝你平安。副十字圣号。」（我依着做。） 

接着，耶稣在祂的胸部位置交合双手，向天仰望神情肃穆，悲伤地说： 

 

「父，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世间。」 

祂看来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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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维持那样子一会儿，再恢复惯常恣势对我说： 

 

「大声说出」： 

 

在那刻，耶稣看着众人。我重复祂念的每一句： 

 

  「你们受托于这信息的神父及修女，不要让人类自取灭亡。我要求你们为竖起光荣十字架而

工作。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接踵而来的事件已显示时间已来临了吗？因为时间已所余无多，我的信

息仍不为人知。 

   若仍是这样，可获救的灵魂将会很少。而你们这些不遵从我父的话的人，你们的惩罚将会很

重。因为你们会是以获救的灵魂的数目接受审判。 

  不要依赖你自己的智能和反省，凭着人们认为荒唐的信息而去做，因为就是借着这取悦天主

的信息，世界得到拯救。 

  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要求标记。 

  借着这单一、肯定的信息，天主显露给祂的仆人─从她口中所出的话不是人类的言语─而借

着圣神教导她的，时间已到，我必须把我的怜悯倾注人心。那些受托信息的人很清楚他们就是阻

止我行事的人，因为他们使世人蒙在鼓里。 

  记着，日子因被拣选者而缩短，但可哀的是那些没有遵从天主圣言的人。」 

 

  然后，耶稣告诉我： 

 

「脱掉你的鞋子，走出小圣堂，直至你的脚踏上泥土，然后再回来这里。」 

 

我依耶稣的指示做。 

我回来跪在祂面前之时，祂告诉我： 

 

  「多聚莱这土地蒙我父祝福和圣化，我们甚至不堪放我们的脚在它之上。」 

 

  然后，耶稣的表情再次散发仁慈和温柔。祂向我微笑说以下的话，由我跟着大声重复： 

 

  「我是仁慈与爱的主，我的怜悯是无尽的。若我今天的说话看似残酷，那不是要谴责你们，

相反，我想借着我的信息救赎世界。」 

 

接着，耶稣消失。 

毫无疑问，主教回复两位修女，在同一刻，同一小时，主教正问着有关奇迹的标记，要求

两位修女要有智能和反省。 

耶稣伤心地在多聚莱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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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五次显现 

「…在此生，撒旦将无法在他们身上施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五，下午六时四十五分 

朝拜圣体的时间快到。小圣堂满是人。尽管人数众多，我察觉到那道光时，高兴万分，忍

不住叫了出来： 

  「那里有光。」 

我站起来，趋前到圣体放置的地方。 

  当我走到那里，耶稣出现在我面前微笑着，双手伸 欢迎我。 

  那是多么美丽，难以形容的温柔。除了耶稣的爱，我再看不到甚么。我不再在小圣堂。再没

有东西存在；我也没有想到其它事情，我再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我想那是死亡，没有剩下任何

东西，祇得我的灵魂与耶稣的灵魂契合。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的感觉。 

  耶稣对我说： 

 

  「大声说出你看到的东西。」 

   

  那刻，耶稣的一只手放在胸前。 

  我要解释我所看到的是因为耶稣叫我这样做。 

  我大声说道： 

 

  耶稣以祂的左手把祂的长袍从胸前拉向后…（耶稣向我微笑说：「从祂的心。」，所以我再大

声地说一遍）…从祂的心散发出红、白光线。祂的右手向我们伸 。 

    我重复祂每一句温柔地默念出来的话： 

   

  「我心中的火焰正燃烧着我，耶稣说。 

  我现在更想把它倾注给你们每一个人。 

  

  当全人类都知道我的信息并跟着去时，以下是我的承诺１２： 

 

─我会把罪人魂灵所沉浸在的痛苦化为甜蜜。 

─我会加倍恩赐神父和修会会士的灵魂，因为我的信息是借着他们传达。 

─我会把诚恳和有信德的灵魂惦记于心，他们在我往髑髅地的路上安慰了我。 

─我会向异教徒及那些未认识我的人在他们知道我的信息的一刻倾出我恩典的光线。 

─我会把异端及裂教者的灵魂带回合一教会之内。 

                                                 
１２

参看：给怜悯之徒圣傅天娜修女的承诺。 

福斯蒂纳修女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获列品真福。《傅天娜（Faustina Kowalska）修女日记》：

在一九三四年，基督对傅天娜修女说：「人类将不会有和平，直至他们有信心地转求我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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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迎接小孩和谦逊的灵魂到我的心灵居所，好使他们对天上我父保持特别的敬爱。 

─我会给知道我的信息并坚持到底的人各样恩典。 

─我会解救炼狱中的灵魂，我的血会舒缓他们的烫伤。 

─我会温暖心肠 硬的人，冰一般的灵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人。 

 

─我答应那些前来光荣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人，和每天念我教导的祷文的人，在今生，撒旦再

不能在他们身上施法；而无论他们犯了罪多久，他们会随即得到洁净，成为永恒天主之子。 

─我父的仁慈是无穷尽的，祂想拯救在地狱边沿的人类，借着这 终的信息，你们必需作好

准备。要知道就在你不再相信之时，信息就完成，因为你是不知道我会在那一天或那一刻光荣地

回来。 

 

  在耶稣默念祂的承诺的整个过程，红、白色光线从祂的心散发 来。 

  然后，祂恢复祂惯常的姿势说： 

 

  「在二十天内，你要 始九日敬礼，直到下个月第一个星期五才结束。每一天，我会告诉你

我刚才教你的祷文。这敬礼会延长圣年。」 

 

是的，耶稣曾告诉我「在二十天内」，所以那就是一九七五年的圣诞日。 

这二十日，我在期望、祈祷和默想中度过。我算着日子，感到无限喜悦，我像一个少女期

待着将要在二十天后回来的未婚夫。 

噢，耶稣，这等待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甜蜜。我会每天叹气，当一天过去，我会说：「还有

那么多天。」然后又会想到很快就可以再次见到祂。我觉得这等待甜蜜但长久。 

终于，圣诞前夕到来。 

对每位基督徒来说，圣诞就是救世主的诞生。那是多奇妙的一天，这救世主的诞生。 

但我在这个圣诞节是多么的喜悦。救世主将要探访我。我感到与祂如此结合；这耶稣，所

有的爱，所有的怜悯。 

  子夜弥撒真的是一次诞生。我想到全世界，所有不 心的人、所有孤独的人、所有没有信仰

的人。我请求耶稣让他们与我分享喜乐，那份祂带给祂朋友的喜乐，那份可把我提升至天堂的心

灵的喜乐。 

我整夜未能入睡，这甜蜜的圣诞夜。 

约二千年前，在这圣诞夜，主把祂的儿子耶稣送来拯救我们所有人。 

这同样的圣诞日，同样的这位耶稣正来到多聚莱的小圣堂，把祂的仁慈、祂的怜悯和祂的

承诺带给我们所有人。 

噢，一九七五年的这个圣诞节是多么的美丽。 

 

第三十六次显现 

「九日敬礼」「第一天」 

「人类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实践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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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找到平安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圣诞日，下午三时十五分─第一天 

我三点钟到达小圣堂。由于我知道耶稣将要来，我的心不停的在跳，我的呼吸困难。 

我等了约十五分钟，却似很冗长的时间。我 心得无法祈祷。 

在三时十五分正（我刚听到教堂的一刻钟声），我看到光晕在圣体那里，便如常起来。 

在此时，我的心停止乱跳，我甚至感到它似乎没有跳动。所有生命已离我而去。 

我跪下，耶稣没有在这光中出现，但我听到响亮的声音对我说： 

 

「主已对人说了。愿那些受托于这信息的人听到祂的声音。因为他们缺乏信德，整个世界会

经历降临于地球四方的巨大灾难。 

你们现在过着的，祇是痛苦的 始。 

人类在未知我的信息及实践它之前，是不会找到平安的。」 

 

然后，当我听到及大声重复之后的瞬间，耶稣出现对我说： 

 

「你可以接着的八天也来这里吗？ 

你要以我每天默念给你的话作敬礼。 

我无比仁慈的父亲要祂的信息传遍世界，以避 灾难。 

我想向困苦的人倾出我源源不绝的恩典，比以前更甚。 

这是我对每个知道及实行我的信息的灵魂所作的承诺。」 

 

那时，耶稣把祂的一只手放在胸前。祂拉 祂的长袍，红、白色的光线散发。另一只手伸

向我、向你、向全世界。 

耶稣说（而我重复每一句）： 

 

  「第一天． 

我会把罪人无限痛苦的心化为甘甜。」 

 

「与我一起念「我们的天父」（耶稣慢慢地与我念完整篇祷文。） 

「念三次《圣母经》（我独自念完）。 

 

然后我重复：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怜悯我们和整个世界。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耶稣说：「你每天都要这样念。」然后他便消失。 

 54



 

第三十七次显现 

「第二天．」 

「我会加倍恩赐神父和修会会士的灵魂， 

因为我的信息是借着他们传达。」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六日，下午五时十五分─第二天 

那光和耶稣相继出现，如同昨天黄昏。祂把左手放在胸口；红、白光线散发出来。 

祂的右手伸向世界。 

耶稣没有叫我重复，但我注意到祂每句以后都等待着我，好使我能重复。 

 

  「第二天． 

我会加倍恩赐神父和修会会士的灵魂，因为我的信息是借着他们传达。」 

 

耶稣念「我们的天父」，我独自把经文念完，然后他要求： 

 

「念三篇《圣母经》」，我也是独自念完它。 

 

接着，耶稣续说（而由我重复）：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怜悯我们和整个世界。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耶稣收回祂的左手，向我伸出两手，微笑着消失。 

 

第三十八次显现 

「第三天」 

「我会把诚恳和有信德的灵魂惦记于心， 

他们在我往髑髅地的路上安慰了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七日下午五时十五分─第三天 

我从座位上看到那光如常出现在我面前。 

我站起来的当下，耶稣出现在我前，张 手伸向我。 

我趋前跪下向祂问好。 

在那刻，红、白光线从祂的心散发，祂说： 

   

  「第三天． 

  「我会把诚恳和有信德的灵魂惦记于心，他们在我往髑髅地的路上安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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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说： 

 

「我们的天父」，我便独自把经文念完。 

 

耶稣接着说： 

 

「万福玛利亚」，我继续独自念了三篇《圣母经》。 

 

祂续说：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怜悯我们和整个世界。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耶稣要求我： 

 

「划十字圣号」，我依着做，接着耶稣消失… 

 

那些从祂的心射发的光线必须散发到所有悔罪者及所有呼求祂的人身上。 

 

第三十九次显现 

「第四天」 

「我会向异教徒及那些未认识我的人 

在他们知知道我的信息的一刻，倾出我恩典的光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八日下午五时十五分─第四天 

从我的座位，我看到那光。随即，耶稣出现把祂的双手伸向我，对我微笑说： 

  「第四天．」 

 

如每次一样，当耶稣宣讲时，祂慢慢地以左手把胸口显露。随即，红、白光线倾泻而出。

祂把右手伸向我，手掌清晰可见。之后，我重复耶稣向我默念的话： 

   

  「我会向异教徒及那些未认识我的人，在知道我的信息的一刻，倾出我恩典的光线。」 

 

耶稣说： 

 

「我们的天父」。我好象没有念「我们的天父」，便接着耶稣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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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说： 

 

「万福玛利亚」，我独自继续；我好象祇念了两次。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怜悯我们和整个世界。」 

 

那时，耶稣把左手从胸前退回，祂伸出双手，抬眼望天更大声地说：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然后耶稣看着我说： 

 

「划十字圣号」，接着便消失。 

 

第四十次显现 

「第五天」 

「我会把异端及裂教者的灵魂 

带回合一教会之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第五天 

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孩子在家里，我无法像其它日子一样五点钟在小圣堂。我也没有被召

叫要往那里去的感觉。 

我的家人六时离 ，而突然间，在六时半，有种感觉促使我到小圣堂。 

我刚到达便看到那光，然后耶稣如常出现说： 

 

「第五天．」 

 

光线从祂的心散发，而我重复每一句话： 

   

  「我会把异端及裂教者的灵魂带回合一教会之内。」 

「我们的天父…」 

「万福玛利亚…」 

 

耶稣带念三篇《圣母经》的第一句，可能因为我昨天少念了一遍的缘故。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 

「天主在天…，主爱的人…。」 

「划十字圣号。」「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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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手徐徐放到身旁，耶稣看着我微笑，接着便消失。 

 

第四十一次显现 

「第六天」 

「我会迎接小孩和谦逊的灵魂到我的心灵居所， 

好使他们对天上我父保持特别的敬爱」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日下午五时卅分─第六天 

那光先出现。 

基督迟了一会才出现。祂是在我跪在那道光前才出现的。 

红、白光线自祂的心射发。 

祂把右手伸向众人说。 

 

「第六天， 

「我会迎接小孩和谦逊的灵魂到我的心灵居所，好使他们对天上我父保持特别的敬爱。 

「我们的天父」，我独自将它与三篇《圣母经》一起念完。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天主在天…」，「主爱的人…」；「划十字圣号。」 

 

若不是耶稣每次领经，我可能会忘记。 

耶稣接着便消失。 

 

第四十二次显现 

「第七天」 

「前去告诉这市镇的行政长官， 

天主托付他把必须成为教会的土地捐给教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五时十五分─第七天 

我看到那光。耶稣如常出现。祂的手向我伸出。祂的左手放在胸口，红、白光线从那里散

发。祂向众人伸出祂的一只手。 

我重复祂对我讲的一切。 

 

「第七天， 

「我会向那些知道我的信息并坚持到底的人献出所有恩典。」 

 

「我们的天父…」「万福玛利亚…」（三次）。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天主在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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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刻，光线消失。祂的长袍落回原处，而祂的手再次向我伸出。 

耶稣没有指示我要重复，便对我说： 

 

「在三天后，前往告诉这市镇的行政长官，纳匝肋人耶稣已战胜死亡，祂的统治是永恒的，

祂快要来征服世界和时间。 

若他问你是谁派遣你，你就告诉他是纳匝肋人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把信息传达给他，好使他注意。」 

 

告诉他天主委托他把必须成为教会的土地捐给教会。」 

 

我对耶稣说：「若果我被冷待怎么办？」 

耶稣对我微笑说： 

 

「他会表现粗鲁，但他的心会转化，祗不过他的尊严不让他表现出来而已。」 

 

我回答说：「主，我会遵从你的旨意去做。」耶稣消失。 

神父在这次显现时并没有在场。他回来时，布鲁诺修女把他不在场时写下的信息转交给他。 

我真的打算如耶稣要求去找市长，但神父再次禁止我去。 

主教不在，在未请教他的意见之前，不可轻举忘动。 

我该听从谁呢？基督还是教会？ 

这是我第二次不听从耶稣的话。 

神父每次都阻止我，但我亦清楚听命的价值。 

这特别的一天，我不知甚么缘故，我去了小圣堂。我出来后感到完全平安。 

我刚找到平安，而我决定在没有神父和教会允许之前，不作任何事。１３ 

 

第四十三次显现 

「第八天」 

「我会解救炼狱中的灵魂， 

我的血会舒缓他们的烫伤」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下午五时四十分─第八天 

那道光。紧接着，我看到耶稣把祂的左手放在胸口，从那里散发红、白光线。我相信红光

较多，它们像血般从一个源头─生命之源，喷射而出。它们是有活力的，稍稍向上，坠下时才散

发，有点像草地上的喷洒器。他们不断的再生。 

像前几天，我大声重复耶稣对我讲的话： 

 

                                                 
１３玛达勒纳由苏珊（Suzanne）陪同，把信息带给市长，市长热切地欢迎他们，然后他和主任神

父接头，向他说这些事，不是做得太多，便是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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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我会解救炼狱中的灵魂，我的血会舒缓他们的烫伤。」 

 

「我们的天父…」 

「万福玛利亚…」（三次）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主…」 

「天主在天受光荣，」（在此刻，耶稣放眼远望），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与喜乐。」 

 

  然后，耶稣把祂的手从胸口退回，光线消失，如前几次一样。 

  祂说：「划十字圣号。」，祂向我微笑而后消失。 

 

第四十四次显现 

「第九天」 

「我会温暖心肠 硬的人，冰一般的灵魂 

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五时五十三分─第九天 

九日敬礼的第九天，也是 后的一天。 

那光，接着耶稣如常出现，红、白光线从祂的心散发。 

我大声重复祂对我讲的话： 

 

  「第九天， 

  「我会温暖心肠 硬的人，冰一般的灵魂及那些深深刺痛我心的人。」 

 

「我们的天父…」，「万福玛利亚…」（三次）， 

「因着你悲痛的受难…」，「天主在天…」，「主爱的人…」。 

 

然后，耶稣告诉我： 

 

「大声说」，接着我重复祂的每一句： 

 

「我答应那些前来光荣十字架跟前悔罪的人，以及每天念我教导的祷文的人，在今生，撒旦

再不能在他们身上得逞，而无论他们犯了罪多久，他们随即会得到洁净，成为永恒天父之子。 

我父的仁慈是永无穷尽的，祂想拯救在地狱边沿的人类，借着这 终的信息，你们必需作好

准备。 

划十字圣号」（我依着做）。 

 

 60



耶稣把祂的双手放下，并告诉我（没有指示我要大声说出来）： 

 

「不要说话，把你听到的话在心中默想。 

尽管时间过去，你的信德必须坚定不移。」 

 

耶稣向我微笑良久，然后消失。 

这便结束了这美妙的九天。 

 

耶稣 后告诉我的话，使我相信我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祂。时日飞逝，耶稣没有再出现。

祂的信息毫无疑问已完结。 

尽管祂要求向世界宣告并要教会依从的信息有待人知，我仍感到极大的平安，那是耶稣离

我之前所赐予我的。 

我为那些已受托向世界宣告耶稣这重要信息的人祈祷。 

我为怀疑的人祈祷。愿耶稣启发他们，使借着我口说出的耶稣的先知之言被听到，并把祂

的要求达成。 

…噢，我主，愿你的国来临。 

但在这之前，愿你的信息传遍世界，好让你教我的祷文在我们这细小地球的每一个家庭充

满信德和信心地念出来。 

主，把你的无限慈恩遍布世界，亚孟。 

 

耶稣常在我心中临在，尤其是领圣体后。自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二日，耶稣一直在神圣的圣

体中把自己显示给我。 

 

当祂一天告诉我：「我会探访你直至光荣十字架竖起。也许祂就是用这种方法继续探访我，

因为每次领圣体后，我都感到祂的临在，以及祂给我的这份非凡的喜悦。 

 

每次领圣体后，我以圣神助佑下写成的祷词请求耶稣： 

我主，我的天主， 

把你赐给我心灵的悦乐让所有领受圣体的人知道吧。 

让他们像我一样从每个圣饼中，发现你临在的真正喜乐。 

赐给所有领受你的人，我已感受了多个月的这份非凡的爱、这种不可言传的喜乐吧。 

让所有与我沟通的人感受到我主耶稣这份同样的爱和热忱。亚孟。 

 

第四十四（甲）次显现１４ 

「我不觉得我被带进了天堂。」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在小圣堂内给吉拉的信息 

                                                 
１４参看：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第四十七次显现，及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第五十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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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分钟的默想，我看到「总领天使弥额尔」从圣体龛左边墙壁走出来。他向我说： 

 

「我向你问好。告诉吉拉，这是我要向他说的话： 

吉拉，你这个以满心的爱接受了信息的人，每次默想后听你的良心指引行事。 

让自己由天主带领。 

那些不想听到信息的人１５，是不会被称为天主之子。」 

 

  我确实是在小圣堂，我不觉得我被带进了天堂，像耶稣对我显现时那样１６。 

 

 

第四十五次显现 

「祂将祂的慈恩赐给所有听从祂的人， 

并祝福那些宣扬祂的信息 

及付诸实行者。」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星期五，在小圣堂内  

神父到卡昂（或巴约）去见主教。布鲁诺修女也不在。这时，我与 T 太太独自在小圣堂。 

一阵隆隆巨响，总领天使弥额尔在圣体的左边出现。我在他面前跪下，但他用空着的左手

指示我走到圣体前。 

因此我向后站，我刚在圣体前跪下时，圣体便发出红、白光线使我无法看到它。 

耶稣确实在那儿，因为我感到充满着祂的光线。 

 

总领天使对我说： 

 

「我向你问好。」他点头对我说： 

心中燃烧着爱火的热心女儿，天主在教会内设立了： 

（1）宗徒， 

（2）先知， 

（3）圣师， 

以及祂拣选的一切１７。 

 

但你，在今天的世界是宗徒又是先知，随着心中的指示工作吧；圣神会引领你。 

                                                 
１５这种排侪并非基督徒的行径。 
１６在法文首版（九四年九月），吉拉写到（参看：第四十一页）：「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圣额尔瞻礼

后，玛达纳勒看到三个十字架的神示，其中两个外端的被除去。」建兴计划选取以基座直径 42
米及行人道 288 米（123+42+123）的设计，（而不是 21 及 60 米）。祇要对会堂作出少许修改，

便可以有七个 41 米的方形框架作十字架的横梁＋…18 米方形框总高的十字架。顶部的直径会是

41 米。 
１７

参看：格林多前书（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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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已告知明天黄昏时将要发生的事，来证实你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听所见、及你体验到的一

切。 

但因神父大胆地抗争和拒绝而要为世界悲哀。 

天主对拒绝服从感到愤怒，祂的愤怒是巨大的。 

但耶稣那温良的、那智能的，祂对人的爱是如此伟大，祂想不惜一切拯救他们，因为这世代

是 虚假的， 邪恶的。但因为那些被动的司铎，以及因为天主要审判世界的日子已来临。祂给

予所有听从祂的人慈恩，并称颂那些宣扬祂的信息及付诸实行动者为有福的人１８。 

 

但你，玛达纳勒，有责任把信息传达给神父，听从他的话并与他联系。 

保留在耶稣给予你的平安之内，在你心中默想并祈祷，因为耶稣为祂教会堕落而哭泣。」 

总领天使消失，之后，是那些围绕圣体的光线１９。 

 

第四十六次显现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给由人指派的神父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五，在小圣堂 

在那光之后，光线从圣体散发出来，我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可以把你的手稿交给由人指派的神父吗？」 

 

我按指示行事。 

 

图：多聚莱的活尔斯特神父。他为手稿写下见证。 

 

第四十七次显现 

「撒旦在引诱你。」 

「你，玛达纳勒，是我的信息唯一可见的标记， 

不会再犯错。」 

 

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六时十五分 

我从下午二时到四时一直在小圣堂朝拜耶稣。我给下课回家的孩子一点小吃后，在五时半

再回去。 

我是感到被牵引在这时间要到小圣堂。我听到圣堂报出六时十五分。 

那里没有人，祇有年老的 L 太太。 

                                                 
１８

参看：《教友传教法令》第一节至第三节。 
１９

活尔斯特神父在主教委任下，去了朋法西（Pont Farcy 法西桥），离 多聚莱圣堂。玛达纳勒

如耶稣要求，与他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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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兴得抖动，因为我看到光取代了整个圣体。像以前一样；祭台和圣体不见了。 

然后，耶稣出现在我面前，祂的手伸 欢迎我。 

我很 心，因为我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的九日敬礼后，已没有见过耶稣。 

耶稣对我说： 

「划十字圣号。」 

祂抬眼望天，合起双手置于胸前说： 

 

「我以我在天之父之名来把事情整顿好。 

 

撒旦在引诱你。在我向人类作出承诺后的第九天，祂来挠乱我的信息。但小心听着以下的话： 

 

耶稣看着我， 

 

天父派遣受祝福的弥额尔时，亮光会在他来临前出现，记着我的话：邪灵会以我的名来引诱

你，并会假造光明天使之形像到你家。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引导你出错。警醒，你已被提醒了。

你是活在撒旦施展他所有魔力的年代，但我来征服邪恶的时间已临近了。」 

 

然后，耶稣放下祂的手欢迎我说： 

 

「你，玛达纳勒，是我的信息唯一可见的标记，不会再堕入错误之中。 

因此，我要你一旦见到光在你面前出现，便赶快划十字圣号。」 

 

耶稣再次看着我，微笑说： 

 

  「若是撒旦，一切会随即消失。」 

 

耶稣向我微笑了好一阵子，然后说： 

 

「祝你平安。」 

 

时间已有点晚。 

修女们已离 到布吕库尔望弥撒。我猜想门已锁上，便赶快回家将话写下。我把自己关在

浴室内。这是唯一可以锁上的门。 

我差点写不出来，我一直在哭。 

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被撒旦引诱，而耶稣以无比的仁慈来告诉我这事。 

虽说不知者无罪，但我怎会没有发现呢？那可能就是为甚么耶稣会来告诉我，使我不再陷

于撒旦的诱惑。 

那仁慈的、智能的耶稣以祂无比的仁慈、祂无比的怜悯来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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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叫我每次看到那光便划十字圣号。 

我一定不会忘记。 

 

第四十八次显现 

「所有事物在这被祂拣选、 

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山上，得到更新。」 

 

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星期五，在小圣堂内 

那光在圣体的位置在我面前出现，比平常稍大。 

我立即划十字圣号，像耶稣上次嘱咐我一样，我并说： 

「若是撒旦，就消失。」 

当我划了十字圣号及说了这话，我感到充满平安和信心。 

接着。耶稣出现向我微笑说： 

 

「告诉他们你看到甚么。」 

 

因此，我大声重复我所看到的： 

 

「我看见耶稣坐着；在祂面前有一张看似祭台的桌子，但原先在小圣堂的祭台已不见了。

这桌子是全白色的，像白石一样。 

在这桌上，有的书是打 的，有六、七本，我不太清楚确实数量。而另一本也是打 着的

书是由耶稣拿在手里。」 

然后祂告诉我： 

 

「你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吗？」 

 

我重复每一句： 

 

「注意，你们这些把传达给你的先知的话隐藏起来的人。我手中拿的书就是《生命的书》２０，

是我父刚给我权能把它打 的，而所有事物在这由祂拣选、蒙受祝福和神圣的山上，将会获得更

新。 

你将会在此看到圣城２１，新的耶路撒冷。 

 

                                                 
２０

参看：出谷纪（32: 33）；圣咏集（68: 29）；达尼尔（7: 10, 10: 21; 12: 1-14）；玛拉基亚（3: 16）；

德训篇（24: 32）；斐理伯书（4: 3）；默示录（3: 5, 5: 1, 13: 8, 17: 8, 20: 12, 21: 27）。 
 
２１

参看：默示录（21 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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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会出现在你们中间天主的居所。但到时候，抗拒和拒绝听从这谦逊仆人的话者，将痛若

捶胸。 

你们这些我要求宣布我的信息的人使这世界对将要发生的事陷于无知状态，是有罪的。不要

依赖你自己的思维。你们为甚么当我把我的教理恩典赋予你后，仍要抗拒？因着慈悲的缘故，我

要求你听我。我的心正充满怜悯。」 

 

耶稣站起来。桌子消失。祂对我微笑了好一阵子然后说： 

 

「告诉神父及所有你见到的人你刚才看到的和听到的事；你会整天记着它。」 

 

然后突然间，耶稣消失，我再次在黑暗中。 

 

第四十九次显现 

「第三次了，玛达纳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门徒， 

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务。 

不要害怕。你将会因我而被憎恨， 

但这以后，光明之子会在这城市里受称赞。」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星期五，早上九时十五分，首个星期五，在修女院的小圣堂 

  与所有上课的日子一样，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便到小圣堂探望圣龛中的耶稣。 

  我九时到达，祇有一个人。 

  在九时十五分正（圣堂的刻钟敲响），那光在我面前出现。 

  我想过去找布鲁诺修女来，但已来不及了：耶稣显现给我，祂的手伸 欢迎我。祂对我说： 

 

  「划十字圣号。」 

 

祂整段时间都在对我微笑。然而，祂合什祂的手，面带愁容说： 

 

「要不断地祈祷做补赎。」 

 

祂样子很严肃。祂秘密地对我说： 

 

「第三次了，玛达纳勒，我要求你做我的门徒，完成我要你做的任务。 

不要害怕。你将会因我而被憎恨， 

但这以后，光明之子会在这城市受称赞。」 

 

一瞬的沉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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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仍看到我，但你再不会见到我了。不过我会继续以我的身体及我的血探访你。」 

 

  经过一段沉默： 

 

  「但当这十字架从地上竖起，你会再次见到我，因为届时，我会为教会揭示刚才打 的《生

命的书》上所记载的奥迹。 

告诉主教你刚才看到的和听到的。」 

 

然后，耶稣对我微笑说： 

 

  「尽管我有所要求，不再担忧，你拥有其它人所没有的智能；在这个被行动和大胆的力量所

支配的世界，你的冷静和沉默是我的圣言可见的标记。愿你的脸常反映那无形者的临在。 

  我告诉你，听从你的长上。他是唯一受托在此地上完成我父意旨的人，为在危险中的世界悲

叹，因为已经太迟。」 

 

然后，耶稣对我微笑后消失。２２ 

 

图：罗兰．奥蒙伉俪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廿八日 

 

第五十次显现 

「总领天使，圣弥额尔： 

因为神父们不服从命令， 

耶稣把祂的恩典赐予所有宣扬祂的信息的人。」 

 

活尔斯特神父和我决定与一些朋友一起作九日敬礼。 

九天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六日，耶稣显容节。 

我看到那光。 

我依耶稣以前的要求，划了十字圣号。 

 

接着，我看到总领天使圣弥额尔，在圣龛靠左一点的地方。他对我说： 

 

  「我向你问好， 

天主，以他的无比慈悲派遣了我来见证事实… 

自向人类许下诺言后第九天，撒旦引诱你，直到在第七个月的第一天我才来临２３。 

你听到的那隆隆巨响是我，弥额尔，从天主的身边降下驱逐那追踪你的邪恶鬼神。因为这样，

                                                 
２２在多聚莱，一九七八年的一个早上，石造的大苦路像掉下。基督的手和脚被折断掉。 
２３

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至七七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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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不到那光的出现。 

  我的模仿者来自地球。 

  但因为神父们不服从命令，耶稣把祂的恩典赐予所有宣扬祂的信息的人，因为世人不能对明

天黄昏时分要发生的事懵然不知。 

  祈祷，忏悔，模仿者被踏在脚下的时间快到了。」 

 

  一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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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外子和我在玛达勒纳神魂超拔的一刻经常都在场。我可以证明玛达勒纳从说出『那光』一

刻，我们都可以感到我们内心深处有一股无形的临在。我用眼睛看不到甚么，却特殊地是以我的

灵魂来看东西…人类的言语不能解释，但那好象已没有时钟，时间再不存在…我们再不需要甚么，

希望甚么，我们已感到满足。我们很清楚地听到玛达勒纳的说话。它们牢记在我们心中，虽然事

隔多年，我们仍铭记于心。我们仍听到它，而经过这些无法忘记的恩典后， 令人失落的是发现

再回到现实之中，时间又再次运行…然而我们发现，在圣龛内或在朝拜用的圣体中的耶稣，已不

再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想，耶稣就在那里，祂正在看着我们，祂爱我们，并且希望我们会向祂祈求

宽恕，因为在祂的怜悯中，祂希望原谅我们。 

 

若我们以这种心情去十字架朝圣，天主和我们灵魂之间会起一些变化，使我们下山时的心

情和抵达时截然不同，我们心中已起了一些变化。 

 

一天，我感到无比痛苦，玛达勒纳的一次神魂超拔后，我大哭起来。我哭了一整个黄昏，

无法停止。我丈夫也感受到同样的痛苦。 

 

在这情况下，我说：「主，我答应你祇要你给我力量和健康，我会每天去诵念你默念给玛达

勒纳的祷文。」 

 

在一九八一年圣神降临节当天，我们到圣堂去，因为十字架的地点是私人土地。我们祈祷，

而当我们离 圣堂，我的天啊！我们的良心感到何等的自由。 

 

我的心中充满喜悦…没有言语足以解释。翌日，我们回去，这样来回了八个月的时间，就

只有外子和我。然后，一个星期日，当我们刚 始念经，有七个人出现；然后再有四个，我们共

有十三人，自此我们不再单独了。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会站在路旁的树篱后。 

 

后来，我们对不能在十字架出现的地方而感到苦恼。我们去见一个神父，要求他作九个星

期六的敬礼弥撒。他同意了，而我们答应在九个星期中每天多念一端玫瑰经，以求到那地点的恩

典。在这九周内，地主买掉他们的土地，使我们得以进出。所以我们推 树篱，把一尊圣母像放

在那里谢恩，因为我们第一次可以在那土地上祈祷的一天，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拉萨莱特

（LaSalette）圣母瞻礼。因此，我们超过十年每天都多念一端玫瑰经以感谢主恩。 

 

我们一年来每天都来忏悔及祈求十字架的竖起。然后，我们再往见神父，要求为净洁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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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作第二次的九日弥撒敬礼。他给我们时间较后，而另一位神父说：「我在堂区也做敬礼弥撒

吧。」 

 

那日子来临，而在第五天，我们接到教宗的告解者格雷科（Greco）神父的电报，请我们到

罗马一行。那天是星期五，两位神父一起作敬礼献祭的 后一天。 

 

格雷科神父（１）星期五接见我们三小时，星期六一个半小时，星期日早上一小时零一刻

钟， 后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求你们做两件事，继续把信息宣扬和不要停止祈祷。」 

 

天主，以祂的大能，给了我们一切所需。 

 

我们可以自由地于十字架出现的地方悔罪及洁净自己。 

 

      类思及苏珊．阿瓦纳（Louis and Suzanne Avoyne） 

 

（１）所有人，到 后一次是两个人。 

 

欲与显现时在场者及传递信息者联络，请致电法国号码：(33)-3179-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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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撑十字架的象征意义 

 

「多聚莱的光荣十字架」 

 

    达以鲁．布朗夏尔（Daniel Blanchard）1995 年 3 月 28 日于巴黎 

 

一、一体性表现在尖塔戏剧性地向上伸延达 738 米，相同于耶路撒冷的高度。 

那垂直支柱的内里是中空的。就如耶路撒冷至圣所圣殿。 

天主是一；默西亚是唯一的，十字架是唯一的。 

 

二、灿烂的三与一。三角形形成金属丝网及十字架主杆和杆臂的网络。 

它令人回忆起基督徒灿烂的「光荣」，反映了圣三一的光荣和明亮灿烂。 

而那三角形环绕的名字，是在所有名字之上的。 

杆臂长 123 米，而主杆是它的六倍：6 x 123。 

 

三、四代表天主名字的四个字母及「四个活物，前后都满了眼睛」（默 4: 6），或约柜和四福音

中的四位守护天使。 

它可在十颗八角星内的二个四方形中找到，以及在那黄金数字给予尺寸的四个环状中发现。 

 

四、六象征人的数字。它可以在六角形中的格子结构内，以及形成十字架骨架 的大卫或加尔默

罗之星中找到。 

这数字象征默西亚、大卫之子、若瑟之子、玛利亚之子道成肉身。祂背负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免

堕进那兽的手中，牠的数字是六百六十六（默 13: 18）。 

 

五、八象征默西亚和复活的数字。 

八个围起来的十字架可以在堂区多聚莱圣母堂的正面找到。圣堂于十九世纪由迪朗（Durand）神

父兴建。这八个围起来的十字架可以在十字架的三个末端找到，它们围绕着一个象征伯利恒之星

的八角星，而在外层围绕它们的是另一个大一点的八角星，象征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 

它们也在支撑十字架的基座中出现。这数字代表救世主，战胜那野兽的「忠信和真实者」（默 19: 

11）。 

 

六、十二这数字象征以色列支派及圣若翰默示录（廿一及廿二章）中的耶路撒冷的大门，像十二

位小先知。 

十二是耶稣的宗徒数目，新耶路撒冷的支柱，圣城、圣若翰未婚妻的居住地；是耶稣向多聚莱玛

达纳勒．奥蒙太太（作我的门徒，第 86 页）宣告信息的地方。 

因此，这十二是光荣十字架的十二支柱。 

 

七、二十四道阶梯支撑十字架。十二是 738 米的垂直梯子的数目，十二也是 287 米的水平梯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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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梯子横杆长 10.77 米，每条横杆相距 13.66 米。 

这令人不禁想起雅各伯的梯子（创世纪 28: 12）。 

 

八、整个结构的二环的伟大光辉，令人想起陪同梅瑟及天主子民在日间出现的云柱和晚间的火柱、

燃烧着的草丛，或圣神降临节降临在宗徒身上的火舌，像耶稣受洗时以翅旁覆盖耶稣的那只白鸽。 

它是圣神之光的象征，照亮十字架的大环及内里的小环。它是新郎与新娘的结合：即耶稣与教会。

「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罢！』」（默 22: 17）。 

 

********* 

 

「在十字架脚下的圣所」是根据《默示录》一百四十四肘（72 米）的尺寸及第 21-22 章提

及的指示构思出来。一个以真实颜色显示陆地和海洋的透明地球仪落在四方形的 「天主的家」，

像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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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圣所的象征意义 

 

达以鲁．布朗夏尔（Daniel Blanchard）1995 年 6 月 15 日于圣欧班 

 

圣所是一个圣洁的、神圣的、圣化的和祝圣了的地方。它属于天主，是为了天主而建，由

天主所建，并与天主同在的。 

 

那圆顶有九十肘（45 米），3 x 3 x 10。在希伯来文中，十「象征伸 双手举向天堂」，是圣经中

代表祈祷的 小之数字。只要十个正义之士便可拯救索多玛。九是代表孕育的数字。 

圣所的高度是 72 + 45 = 117 米（+1 +5），这是「向天主祈祷的次数」，十七代表「转向天主的罪

人的脸孔」。118 是「完全完美」的数字，123 是耶稣给十字架的尺寸，杆臂长 123 米，高度是

123 米的六倍。天主是唯一。默西亚是一个有两种属性的人。 

 

从父透过儿子，从父与子进而到圣神，圣三一的第三位。唯一与神圣，是天主三倍的神圣。圆形

代表天主之名，圆顶：天堂；这里是地球和新天堂，是天主的未婚妻，亦即从死者中复活的教会，

纳匝肋人耶稣的配偶，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子。 

 

碧玉墙（棕色水晶球）的尺寸是 144 x 144 x 144 肘或 72 米，天主给圣若翰作兴建天主之城，

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数字（默 21: 22）。 

2³ = 8，代表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数字。12 x 12 = 144。十二道珍珠闸门、支派、十二宗徒比作在

默西亚前大司祭胸铠上的十二颗宝石。四方，四元素：地、水、风、火，罗马、君士坦丁堡、亚

历山大里亚和围绕耶路撒冷的安提约基雅首四个教区，代表地球透过耶稣在圣神中接受天主的礼

物。 

在希伯来文中，十二代表「寻找失去的语言。」 

______________ 

 

大门入口的尺寸是六米。六是神圣城市的数字。创世的时间在和平的千年、默西亚年代，

天主给予人类和平的年代之前，长达六千年。「不再有战争」，教宗保禄六世宣布。而若翰二十

三世说：新五旬节。 

那些珍珠直径十八米。 

那地球仪落在天主圣所的内里。圣神与九真福及圣神的九种果实一起降临。七件圣事的七个范围

可在圣所的中心找到。 

 

在门上的圣弥额尔、加比额尔、辣法尔、炽爱天使，守护天使、上座天使、宰制天使、统权天使、

大能天使、异力天使、总领天使和奉遣天使高二十米。天堂与地球连着，是圣人的共融，代表受

造世界之中的完全修和。在尖顶雕带上的天使高两米。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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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上十二幅彩绘玻璃窗描绘多聚莱的玛达纳勒看到的十二个奇迹：圣母领报、圣婴降诞、圣洗、

斋戒、十字架、受难、死亡、埋葬、复活、升天、圣神降临、基督统治。（一九七四年五月卅一

日，第十七次显现）  

 

 

此机器钻入 150 米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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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对有关兴建十字架的可行性研究 

 

  为兴建十字架而正在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是基于以下尺寸：高 738 米、宽 287 米（7 x 41 米），

每支杆臂必须是 123 米长。 

 

  选用的概念是自行支撑的金属，包含管状环节，这些环节的直径和层段在十字架越高的地方

会越少，以减少风力的影响。至于计算方面，十字架每节分为 41 米（738 = 18 x 41 及 123 = 3 x 41）。 

 

主杆包括两个圆形同心环。外环由基座直径 2 米、顶端 40 毫米的十二条垂直支撑柱组成，

成为直径 41.65 米的圆形，并在每 13.67 米（41 / 3）的地方水平地联结起来。内环由长 6.83 米的

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十二个垂直框架两个两个地叠覆。它们形成一个直径 30.49 米的圆形，可在支

撑柱之间看到。这些三角形的底部是与支撑柱末端斜斜地连接着，顶端则水平地互相连起，形成

十二个水平等边三角形的环，在同一平面成为支撑柱之间的水平连接点。组成它们的圆管在基座

的直径是 80 毫米，而顶端的直径是 24 毫米。 

 

  十字架的杆臂与主杆有相同结构，在第十五节的位置嵌入。十字架路边的直径是 288 米，相

等于十字架基座直径乘以那黄金数字的四次方（42 x 1,614 (4) = 288） 

 

杆臂和顶端的末端有八个十字架围绕的内环越向外伸展，圆周越大。 

 

2,664 等边三角形组成十字架的框架；亦即 3 x 888。三角形的总数是 9,900 个。 

 

十字架包含 10,850 支圆管，共长 93,242 米，并有 2,760 个相交点连接八支圆管。 

 

  根据对风雪的预测，十字架基座在每小时 250 公里风速下的 高弯曲力矩是 2,650,000 吨。 

 

    计划中的地基直径 83 米，深 130 米。 

 

    以下专业团体自九三年起已 始验证兴建十字架的可行性： 

─TECHSOL 公司研究土壤的地球物理。 

─CTICM（金属建筑工业技术中心）研究静态可行性及动态行为模式 

─CEBTP（建筑物及公共工程研究调查中心）研究土壤地理技术、地基可行性研究，并与 JOLY

公司合作以鸟瞰图测量地形、研究地盆上五个钻孔，从其中一个 150 米深的钻孔抽取样本作分析。

第一批结果仍未公 ，显示地基下层土在越深处抗性比原先预期更高。 

─法国的 L’Institut de Soudure 研究决定生产圆管及接合点的 佳方法。 

─西安大略大学作风洞测试以得出： 

1） 从多聚莱收集到的气象及地形数据计算出风的数值模型。 

2） 特别为这些测试制造三个风洞测试比例模型。第一次结果显示每 41 米环节其阻力明显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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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减少。量度到的系数如下：在 200 米高的第五环节是 0.42；在 500 米高的第十二环是

0.24；在 700 米高的 后一环是 0.12。研究会继续以新数据计算动态风对十字架的影响。 

此外，透过建筑师格里马拉（Grima）先生及工程师格林（Glynn）先生的关系，3DD 公司

依 1：250 的比例为我们的光荣十字架制作一个复制品给伦敦皇家艺术展品学院。模型在一九九

五年六月四日圣神降临主日及七月廿三日的主日在海比尤特展出。 

    一群工程师及工人于九二年九月十一日与马米耶（F. Marmier）及贝尔纳（M.A. Bernard）

会面后，以 1：250 的比例制作光荣十字架及修和圣所的模型，并参与《作我的门徒》一书多个

版本的工作。他们是吉蒙（J. Guimon）、勒赛（V. Lesay）、马拉沃（A. Malavaud）、提比（S. Tibi）、

佩卡尔（JP. 及 MN. Peccard）,罗班（J. Robin）、布里卡尔（B. Bricard）、杜瓦诺（H.及 M. Doineau）、

克罗许（D.及 D. Crochu）、加德布瓦（G. Gadbois）、博列斯（J. Bories）、普莱纳卡萨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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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尔西埃（J. Coursiere）、康坦（B. Quentin）、塔拉奇（S. Tallaj）、吉福（C. Guiffault）、吉贝尔（P. 

Guilbert）、沙维（M. Chaours）、弥额尔（M. Michel）、法斯纳赫特（A. Fassnacht）、洛坦（JP. Lottin）、

勒弗朗（ML. Lefranc）、（MJ. Bourrieau）、帕浓蒂（M. Panontin）、阿斯莱（J. Hassler）、布拉尔（A. 

Boulard）、德雷（O. Deur）和贝克尔（K. Becker）。那圣所在九五年十二月卅日圣家赡礼在海比尤

特展出。两个模型是向奥蒙女士私下展示。 

  有关方面一直保持接触以研究十字架和圣所的所在地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并将结果交

给国家通过。此外，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在建筑研究后着手跟进。 

 

工程师吉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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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撰写的地球物理研究报告， 

（参考编号：93 11 408/14） 

 

运作方式： 

 

  研究分两阶段进行：文献及综合现有地区文件，从一个已知的参考钻孔 始，向特罗阿恩一

直通往多聚莱的地点，并完成九个电气研究。 

 

结论和建议： 

    在多聚莱方面做的研究提供了山下 0 - 200 米岩层剖面预测。 

  要计算工程的地基…地下蓄水层的影响、软水或咸水，要同样考虑，好使工程范围的土壤机

械坚硬度能在这类工程所有可预见限制下进行，特别是特性差的牛津黏土。 

 

深度（米） 层数  组成   备注 

4-5   第四纪岩 高原土壤  土壤可能移动 

10-17   第三纪岩 沙   有轻微黏性 

85-90   牛津  白垩质黏土 滥泛源 

110   Callovian 带白垩质黏土 有少许可透性地层 

150   上巴思阶 钙化黏土  本土地下蓄水层 

160   中巴思阶 缅粒儿沙  盐水层 

215   中巴思阶 钙沉淀  非常坚固层 

225   下巴思阶 蓝钙化黏土 非渗透层 

？   寒武纪  片岩  不固定 

 

海比尤特下的岩层剖面预测 

地球物理工程师拉戈（J-M Ra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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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由 CTICM 撰写对十字架的静态可行性研究报告（参考编号：94-01） 

 

引言：我们由图则定义的主要尺寸及结构圆管概念入手，分析结构成分在固定负重下及因风力而

超重的影响下出现的限制，…我们估计： 

  十字架顶端，在风的影响下，出现的变形 

这种变形所引致的间接结果 

地基质量倾斜的影响。  

 

这研究 先是估计金属结构的重量，然后确定施压的抗力，以及在合理程度内的变形。 

 

结果及结论：根据这个 738 米自撑十字架第一阶段可行性静态研究结果分析，我们能得出以下几

点： 

 

  特别是，注意到当层段已达 高（88,000 吨）时的估计固定重量，及在每小时 250 公里的极

风情况下，预计的风固定值在十字架上的影响，并假设以下： 

  重量误差幅度是百分之五，风力则因预期有额外设备误差是百分之十。 

  在目前建筑艺术工程的弹性限制下，钢铁力矩限重在 355 Mpa 级钢，这样使用这种建筑只

有轻微危险性。 

  竖起的主要圆管的值限于 100。 

根据天气状况的抗力，选用的圆管厚度为 16 米。 

我们得出一系列圆管是非常适合及适用于这项工程。 

 

…在正常风力下，十字架潜在变形地方估计在顶端 10 米之处，而基本弯曲模式的时间估计是 24

秒。 

 

工程师雷米（Remy），勒拉舍（Lelache）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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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1994 年 7 月 29 日 CTICM 有关十字架动态行为报告（参考编号：94.01） 

 

引言：评估十字的动态行为，目的是…「要得出十字架相对弹性的影响，并若有可能的话得出整

个十字架的整体动态系数。」 

 

计算方法：基于静态研究的结果，…「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十字架在这些点上的弹性（并注意到它

的剪力）。」中层的弹性或许可用直插法于现阶段研究中获得。 

 

  为此，我们在既定长度研究结构的空间弯曲能力，然后以有限要素为十字架制作的模型推断

特性，使取得在同一负重下的同弯曲程度。 

 

  需要应用 CECM 规则的方法研究是在这有限要素模型进行。故此，我们给予这模型一直线

密度，使质量分散定律可沿中立轴恢复。」 

 

结论：卡门涡流或能产生。此外，在纯扭曲及引起扭转的弯曲耦转之下的弹性稳固度并不是完全

能确定。 

 

…然而，我们离可以让我们说无不稳定危险的一大串结果仍距离很远，使我们得审慎及建

议空中动力学的风洞测试。 

 

工程师雷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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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玛达勒纳的证词感到很有兴趣，它使我们对「一个光明璀璨的世界」「大

眼界」。 

 

  在阅读过显现及多聚莱十字架在天堂之光之下呈现的描绘形容后，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小心研

究，根据以下几点来选择不同技术的可行性。 

─光源的移动，构思在一焦点汇合… 

─（大规模地）投射光束以产生新方法来呈现水平与垂直的相交点。 

 

若翰─玛利亚．勒里什（Jean-Marie LERICHE） 
 

摘自德国斯图加特“Forschungsinstituts fur Pigmente und Lacke”研究中心 

1995 年 2 月 6 日的一封信 

 

  在这纪念物上使用冷光涂料的构思很好，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实际限制… 

  我提议一个更耐久的方法。就是白油再加玻璃珠，像马路标识采用能令光线反射的方法。惟

抱歉的是我不知道在建筑方面有否使用过这种方式。 

  另一提议是使用珍珠白涂料，（类似汽车表面的金属涂层效果）。 

 

杜洛格（L.Dulog）教授博士 

 80



摘自 CEBTP 九四年四月的地理技术研究， 

参考编号 86 12.4.3040 及 94 年 7 月 26 日的笔记 1292/7/228 

 

总结：层级研究显示每一组成层的厚度，特别是在上层，都有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

素加起来使我们不知道巴思阶钙沉积顶层的实际深度。此外，工程北面的不规则地壳结构的形式

和实际位置亦不清楚。 

 

  至于遇到的所有组成层的机械特性，有些数据可以提供，但重要的是要详细指明基本海绿石

的特性及不同牛津 Callovian 层的特性和实际厚度。我们也需要澄清石灰床（黏土层）的成份，

以及可以在巴思阶层上可置沙的层数。 

 

  为要澄清这几点，工程两边沿着北纬二十度的轴需要至少两个钻孔来证实。这些钻孔可澄清

对地层情况和地壳结构的疑虑，并容许对接触到的土壤作地理物理特性的量度。 

  

工程师穆兰（M. Moulin） 

 

摘自由 CEBTP 地理机械部门 1994 年 12 月 28 日撰写 

有关由该公司所做的地基可行性报告的档案 94/1292.7.228DDED 

 

  多聚莱十字架的地基可行性报告是以现有的 佳建筑技术作研究基础来进行（Bachy and 

Soletanche Techniques 于 1994 年 8 月 9 日的报告中曾介绍。后者是要建造一座半圆形墙，内有（

深 130/140 米的）模制内墙）。这容许采用事前按比例计算的建议，使之成为 终要素的计算标

的。祇有一个纯粹弹性测量是在 始时从文献对有关议题记载中计算出来。 

 

图：平原土壤  -20 米  环      -15 米 

海绿石      地库      -25 米 

上层钙沉淀物          -30 米 

黏土      模制圆柱墙    -120 米  

钙化黏土            -130 米 

    -135 米 

下层钙化沉淀          -200 米 

 

因此： 

1） 应用方法对内墙 100 米的地方仍会产生巨大的水平压力。 

2） 在内墙边地面与建筑物交接处出现一个牵引区。考虑到风向有关的压力，地面将会被损耗。 

3） 计算到的回旋模型不会受破坏。 

 

在此的结论是地基的可行性在现阶段未能证实，故建议下述方法证实或令这些结果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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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对山做一个地形研究 

─进行水深探测及地理技术测试，以使从计算可行性中得出的更详细的地质剖面预测，以及详细

指明机械参数。 

─更确实地评估十字架地基部分的应用压力， 

─以弹性─塑性计算模型。 

 

研究/工程部工程师迪罗（D. Du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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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1/5000 

佩卡尔（J.P. Peccard）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于圣欧班 

 

在 288 米的大环内建造十字架，在 244 米小环内兴建圣堂，由十字架臂杆向东（123+100=223 米）

交汇处指向耶路撒冷方向的净洁池。（参看：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第十五次显现及五月三日第十

六次显现）。 

四个一百米宽的广场会从环绕山头的路伸延向四方地平线。 

 

向多聚莱 

向北 

玛达勒纳在显现期间的居所位置 

向卡昂 

净洁池 

向东 

向耶路撒冷 

向南 

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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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法国维勒潘特 Institut de Soudure 的报告（参考编号：30065；1995 年 7 月 4 日一号文件） 

 

引言：目的是研究建造一座钢制管状十字架建筑物的可行性…处理的是物料方面（微妙的色彩、

韧性、精巧度、焊接能力及「长期」演化的特色）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总结：以现存管状建筑方式的可行性研究得出现在及不久将来可以采用的工业方案。 

 

有关物料及管状要素的副产品 佳方案如下： 

─粗厚的圆管（即 + de 80 mm）采用粗糙形状经锤炼处理的钢，一般厚度的圆管（40 – 80 

mm）用微合金钢。备注：经与制造工厂讨论，可供应 16MND5 的不同种类（R 0,2 >400 MPa; R 

> 550 MPa）。 

─细厚地方采用非合金或微合金钢料铸造的焊接或非焊接标准圆管（少于 40 mm）。 

 

至于焊接结构，我们强调模制交接点的好处，方便接连圆管的单焊接成品的生产，使易于

活动、清晰和完美。 

 

  后，有关外层的长期保护，我们属意用铜镍合金一类物质加镀在上。 

 

弥额尔（A. Michel）及马加利达（D. Marga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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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自加拿大伦敦西安大略大学边界层面风洞实验室 1995 年 12 月 6 日提供的报告 

 

  法国气象台提供在卡昂-卡皮克及圣格拉蒂安德布瓦之间，近年一秒平均极度强风速度的纪

录。 

 

日期    圣格拉蒂安德布瓦 卡昂-卡皮克   风向 

1959 年 12 月 26 日     每小时 162 公里  西 

1961 年 1 月 28 日     每小时 158 公里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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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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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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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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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资料可得出结论是，在离地面十米高的地方十分钟内平均每小时 110 至 120 公里的

风速，平均是五十年一遇。这区内的建筑物可接受的系数，在十米高的地方是每小时 100 公里，

相对于十字架顶部的风就是每小时 200 公里。风速在十字架竖起的这个山区地带所受到的影响，

在底部评估为 + 10%，在百米高度为 + 3%。 

 

多聚莱（东北方向） 

图十：MSFD 解决方案的鸟瞰图（垂直比例加大十分之一） 

 

  建造工程未来需要再调查在更高纬度的风速，尤其是在极度风暴的不寻常状况，或在低纬度

的喷射气流。 

 

米基狄克（M. MIKITIUK）、萨里（D. SURREY）、 

霍（E. HO）、达文波特（AG. DAVE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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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二月二日进度报告 

 

正在进行的研究总成本合计 1,874,674.57 法郎或 374,934.90 美元，由提出研究的有关方面

支付。朝圣所得收入共 15,023.45 法郎或 3,004.60 美元，全数存于多聚莱农业银行，等待教会指

示。 

 

完成及付迄的研究      连税成本  (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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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气象台及 IGN 气象资料        2,778.00 法郎   555.60 美元 

CEBTP 及 JOLY 地形资料         38,629.00 法郎  7,725.80 美元 

CEBTP 从 150 米及 55 米抽取两份土壤样本   383,466.00 法郎 76,693.20 美元 

CEBTP 三个水力钻孔      267,171.00 法郎 53,434.20 美元 

CEBTB 实验室实验      425,783.00 法郎 85,156.60 美元 

西安大略大学    

连附加税 20.6%或 1060.90 美元 

细项如下： 

风洞测试        30,150.00 法郎  5,000.00 美元 

建造及测试三个比例的模型      159,795.00 法郎 26,500.00 美元 

实验验证          120,600.00 法郎 20,000.00 美元 

总计（五法郎兑一美元加附加税 20.6%）   1,875,790.60 法郎  375,158.12 美元 

 

  其它研究正在考虑当中，包括为要获得国家通过工程的研究，对选址影响的研究及一个关系

到实际建筑的研究…捐款人士可以抬头 “Association RESSOURCE”，地址 Credit Agricole, 96 

Grande Rue, 14130 DOZULE, France, 银行编号 11406，柜台 08011，帐户 093-098-20700，请注明

捐款十字架。 

 

  欢迎你提出建议或订阅 RESSOURCE 演示文稿以了解工程进度：每年五期（50 法郎）。订阅

详情，请联络：加德希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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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址：http://www.ressource.fr         邮箱：tibi.ressour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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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建议 

 

旅游锦囊 

 

乘汽车： 

1）从巴黎出发，乘巴黎─鲁昂（Rouen）路线，在「多聚莱」下车（到达卡昂（Caen）之前

25 公里） 

2）由南方出发，乘至卡昂，再转乘向鲁昂方向的汽车，在「多聚莱」下车。 

 

乘火车： 

在卡昂火车站下车。乘公共巴士或出租车到多聚莱。 

 

 

 

 

弥撒 

平日：在里修市内的加尔默罗小堂早上八点、九点及十一点半 

主日：在里修圣殿早上十点半，在里修圣殿地下室早上十一点半、下午五点，在多聚莱上午十点

半 

 

海比尤特祈祷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半。每逢三月廿八日、紧随九月十四日的主日及基督君王节，

则十点半拜苦路、一点半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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