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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週年 
 

圖片：Joseph Ha  文字：Paul Lee 

 

 
 

今年(2017)為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教宗

方濟各於一月十一日在梵蒂岡祝聖六尊聖像，

並安排在世界六大洲展開巡迴朝聖，以重宣花

地瑪聖母有關世界和平與皈依的

訊息。此外，教宗方濟各將在五

月十二至十三日訪問葡萄牙，屆

時將到花地瑪朝聖，慶祝聖母顯

現一百周年紀念，並為方濟各及

雅琴達舉行封聖大典。 

 

背景： 

一九一七年的五月十三日，三個

小牧童 - 路濟亞、雅琴達、方濟

各，在一棵小橡樹上看到一位光

耀無比、溫柔美麗的女士。她身

穿鑲金邊的白色長衣，頭巾直垂

到腳跟，她說：「我從天上來。」 

 

孩子們認出她是聖母瑪利亞；聖母要求三個孩

子奉獻自己，做刻苦補贖，並為世界的和平經

常誦唸玫瑰經。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

班牙也捲入歐陸戰爭，葡萄牙的戰火尚未燃起。 

六月十三日第二次聖母顯現時，聖母清楚的

說：「方濟各和雅琴達不久要去天堂了，路濟

亞要留在世上一段很長的時間。」方濟各和雅

琴達在第二年就相繼去世，路濟亞留下來為花

地瑪的奇蹟作證。她住在隱修院裡，每位教宗

都來拜訪她，因為聖母交給路濟亞一些秘密訊

息，只能告訴教宗，好讓他們領導普世教會，

走聖母指示的道路。 

 

花地瑪聖母在每月十三日顯現，第六次顯現是

在十月十三日，當時有幾萬人在場，聖母告訴

他們：「我是玫瑰之后，我希望在這裡蓋一座

聖堂，讓罪人在這裡痛悔罪過。」接著出現異

象，人們看到太陽跳動，又自行旋轉像個火輪，

眾人紛紛跪下呼喊：「天主，

垂憐我們！」天空出現聖家三

聖，耶穌嬰孩祝福了他們。第

二天，當地報紙大幅報導了這

個聖蹟，各地教友絡繹不絕地

來到花地瑪朝聖。玫瑰之后大

殿興建起來，教宗庇約十二世

正式將全人類獻給聖母無玷

聖心，玫瑰經的禱聲在花地瑪

響徹雲霄。 

 

聖母向世人揭示的訊息: 

聖母在葡萄牙的花地瑪向三

名牧童顯現，並向他們透露三

個秘密。在多年之後，嘉爾默

羅會路濟亞．桑托斯（Lucia dos Santos）修女，

即當年接受預示的其中一位牧童，把這些秘密

寫下來。第一、二個秘密包括地獄的景象，以

至一些預言，當中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共產主義興起、聖母無玷聖心的最終勝利，並

把當時的蘇聯(今俄羅斯) 這個國家獻於她的

聖心。這些秘密是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公開。 

 

路濟亞修女寫下第三個秘密，把它藏在一個密

封的信封交予她的地方主教。這封信在五七年

被送到梵蒂岡，而歷任教宗都曾看過信內的秘

密，但就決定不把內容公開，直至二零零零年

才被公開。當中提及一名「穿白衣的主教」在

一個山上被士兵開槍襲擊後倒地死亡。在他後

面有很多殉道的神父、主教及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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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普遍相信第二個預言，與一九三九年爆發

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於一

九九一年解體有關。第三部分最近已向世人公

佈，是有關教宗的遇刺事件，信友普遍認為這

預示了已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 1979年被一

位土耳其回教徒所槍傷。 

  

三位牧童將苦難奉献給天主 

在聖母最後一次顯現之後，三個孩子似乎不可

能使自己恢復到以往生活的常態，因不斷的有

人群來看他們，跟他們說

話。方濟各和雅辛達祈求

著，盼望聖母快快帶他們回

到天家。 

 

一九一八年的十月，方濟各

一家除了父親以外，全都患

了流行性感冒。方濟各的病

情較重。這兩個孩子在病中

等待著，盡力為靈魂作準

備。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十四

日，聖母把方濟各接走了。

雅辛達的胸口長了一個膿

瘡，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受

了不少苦。她把所受的痛苦獻給天主，為罪人

祈求悔改。雅辛達在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日病

逝了，只留下路濟亞一人。兩個表弟妹先後去

了天堂，她頗感孤單，但她深信聖母會照顧她

的。 

 

當時仍有數以千計的訪客來到花地瑪，他們想

看路濟亞，想跟她交談。在一九二一年，主教

決定把路濟亞送到一所修院的寄宿學校去，在

那裡沒有人會打擾她；同時給她取了一個新名

字，叫痛苦瑪利。當她完成了所有的課程之後，

她請求進入主辦這所寄宿學校的修會。一九二

五年十二月，聖母在修院顯現給路濟亞，要她

倡導首星期六無染原罪聖母聖心的敬禮。 

 

花地瑪聖母與我們的關係 

我們對聖母顯現應抱持着的正確態度。其實，

就算是教會承認的聖母顯現，教友有自由信或

不信，因為聖母顯現並非信仰啟示的一部份。

另外，在教會承認的聖母顯現中，教會認為顯

現的訊息並沒有違反教會有關信仰及道德的訓

導。 

 

天主的計劃往往出人意表。天主知道人的缺點

和軟弱，有時很好的講道也未必能打動某些教

友的心。但透過聖母顯現，對

教友來說，好像當頭棒喝。透

過聖母顯現的事蹟，不少人明

白到慈母為子女的罪而流淚傷

痛，因而深受感動，才認識到

自己靈魂的狀況，從而回頭悔

改，使冰冷的心燃點起愛主之

火，並漸漸渴求各種聖事如修

和聖事，聖體聖事。 

  

有些人對聖母冷淡，驕傲地認

為不需要聖母，甚至認為她會

妨礙與基督的關係，或視她為

障礙物，不利基督徒合一，或

只視她如同其他聖人，只要效法她的德行就夠

了，因而忽略了她是基督母親的地位，或視聖

母的顯現為迷信而大肆攻擊。另一方面，有些

人自已為熱愛聖母，但其實只用口，不用心，

或重外表，或只追求奇蹟，或流於迷信，而不

用皈依轉化，便會得着基督的救恩。我們必須

避免步入這兩個極端，並要明瞭正確的聖母敬

禮是帶領我們歸於基督的最成全的方法，而以

往許多聖人聖女已給了我們不少榜樣。聖母敬

禮可引導我們反省自己與基督的關係，省察自

己是否因着聖母的榜樣而越來越肖似基督。基

督徒都應學習聖若望宗徒----「把聖母接到自

己的家裏」（若 19:27），當我們的心思意念越

接近聖母、我們的靈性生命也越肖似基督。 

 



 

 
2017 May/Jun 

 

4 

花地瑪聖母像遊行 Shrine of Our Lady of Fatima Possession 

 

網上瀏覽 花地瑪聖母像遊行 2000  

https://youtu.be/ci7HJnbmn-k 

 

所有照片由 Joseph Ha 提供 攝於葡萄牙花地瑪 

All photos by Josph Ha  Fatima, Portugal 

 

教宗頒賜花地瑪聖母顯現 100週年全大赦特恩 
 

適逢葡萄牙花地瑪聖母顯現 100週年，教宗方濟各已頒賜全大赦的特恩，從 2016年 11月 27日

至 2017 年 11月 26日整個紀念年度期間，領受全大赦的機會。首先，信友必須做好全大赦的基

本條件: 領受修和及聖體聖事，捨棄對罪惡的依戀，及為教宗的意向祈禱。 

 

領受全大赦有三種方法: 

一、前往葡萄牙花地瑪聖殿朝聖，並參與對童貞聖母的慶祝禮或祈禱的信友。 此外，信友必須

誦唸信經、天主經，並呼求天主之母。 

二、在聖母顯現的周年紀念日子，即 2017年 5月至 10月期間的每月 13日，懷著對聖母的敬禮，

前往任何聖堂、祈禱院或其他適宜場所，設有讓人們公開敬禮的花地瑪聖母像前，虔誠地參與

慶祝禮或祈禱以崇敬童貞聖母。 

三、適用於任何由於年老、疾病或其他嚴重理由，而不能外出的人。 他們可於 2017 年 5月至

10月期間，每個月的 13日，在花地瑪聖母像前祈禱，心神上應參與聖母顯現日子的禧年慶典。 

他們也應懷著信心，藉瑪利亞向慈悲的上主獻上祈禱和病苦，又或是獻上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

所作的犧牲。 

 

教宗將於 5月 13日前往花地瑪慶祝聖母顯現百週年，並冊封方濟各和雅琴達兩位牧童為聖人。 

 

 

 

 

 

 

 

 

 

 

 

 

 

 

 

 

 

 

 

 

 

 

 

 

 

 

 

 

 

 

 

https://youtu.be/ci7HJnbmn-k


 

 
2017 May/Jun 

 

5 

100th Anniversary Jubilee of Apparition of Our Lady of Fatima, A Plenary Indulgence 

 

2017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ppari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to 3 shepherd 

children in Fatima, Portugal. In honor of this important centennial, Pope Francis has declared a 

Jubilee Year from the 27th of November 2016 till the 26th of November 2017. As part of the 

Jubilee Year, the Holy Father has granted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Catholic faithful to obtain a 

plenary indulgence under the normal conditions (detachment from sin, confession, 

communion, and prayers for the intentions of the Holy Father) and meet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sets of conditions: 

 

1. Make a pilgrimage to the Sanctuary of Fatima in Portugal, “devotedly participate” in 

prayer or celebration in honor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pray the “Our Father” and the 

“Creed” and invoke Our Lady of Fatima; 

2. Make a visit to an image or statue of Our Lady of Fatima that is on display for public 

veneration in any Church, Oratory, or “adequate place” on the anniversary days of the 

apparitions (the 13th of each month from May – October 2017) and “devotedly 

participate” in prayer or celebration in honor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pray the “Our 

Father” and the “Creed” and invoke Our Lady of Fatima; 

3. If due to age, illness, or other serious reason are unable to meet either of the above sets 

of conditions should offer on the days of the apparitions (the 13th of each month from 

May – October 2017) join “spiritually the jubilee celebrations, offering with confidence to 

the merciful God through Mary their prayers and pains, or the sacrifices of their own life” 

in front of an image of Our Lady of Fatima while having repented of all of their sins with 

the firm intention of carrying the normal conditions for an indulgence including 

confession and communion. 

 

Pope Francis will canonize visionaries Francisco and Jacinta Marto 

dur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Fatima Marian apparitions on May 13, 2017 in Portugal. 

 

 

 

 

 

 

 

 

 

 

 

 

 

 

 

 

 

 

花地瑪聖殿 Sanctuary of Fatima 

 

 

http://www.fatima.pt/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