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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神聖玫瑰之后聖母大殿朝聖及反省 

吳翠華  

 

去年七月賴天主的恩寵，我與朋友及五歲的姪女去意大利龐

貝神聖玫瑰之后聖母大殿朝聖。我們乘火車從羅馬到龐貝，安頓

後，立刻步行到離旅店不遠的白色龐貝神聖玫瑰之后大殿！雖然

是旅遊季節，不像人來人往、遊客眾多的龐貝廢城遺址，聖母大

殿卻莊嚴寧靜。 

仰望大殿主祭台上正中掛著的美麗龐貝玫瑰之后畫像，我的

心神深深被它吸引。畫像上的聖母被十二粒閃星圍著，抱著頭戴

金冠的嬰孩耶穌；聖母與小耶穌分別手持玫瑰唸珠，交與跪在

左、右下角的聖道明（ St. Dominic）與聖女加大利納（ St. 

Catherine of Siena）。有關這畫像的故事及其神效亦不其然浮現在

我腦海裏，彷佛自己也跪在聖母前接她的唸珠！我抱著熟睡了的

姪女，與友人坐在聖殿中，靜靜的祈禱、默唸玫瑰經，兩小時不

知不覺地過去；回想聖母如何引領我到龐貝此地，感恩之情湧

現，深感聖母及主耶穌的臨在！ 

法國的露德，葡萄牙的花地瑪，日本的秋田都是我熟悉的聖

母顯現的地方，但意大利的龐貝，為我而言，只是一個曾經被火

山熔岩淹蓋的古城，從未聽聞過有關龐貝神聖玫瑰之后聖母大殿

的事蹟。直至去年初，從好朋友女兒的親身見證分享中，才認識

真福巴爾托洛・隆戈（Bartolo Longo 1841 - 1926）的生平及龐貝

神聖玫瑰之后聖母的敬禮神效；想不到自己可以決心五月為一特

別意向完成了連續五十四天的龐貝玫瑰聖母敬禮，更於七月得好

友陪同，實現到龐貝聖母大殿謝恩的熱願！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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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的第二天，我們往著名的龐貝廢城遺跡一遊；我們只是

行了遺城的一小部分，已不禁驚訝這古城當年的建築設計，富裕

繁華；但更難以想像的是千幾年前這個極盡奢華、充滿淫亂邪惡

的古城，在剎那間被維蘇威火山爆發的熔岩完全淹沒的恐怖慘

況！眼見一個一個被火山灰裹住，形成了硬殼但保留了死前動態

的男女老少遺骸，心情沉重，感無限唏噓！是懲罰？是天災？我

不管，也不敢判斷，我當時只想在遺城中為這些亡魂祈禱，我唸

了一串慈悲串經、一串玫瑰經，求主憐視他們，也憐視今天的我

們。 

那裏罪惡愈多，恩寵亦愈多！這座古城的遺址附近，後來有

些村落重建起來，即使意大利已成為天主教國家，但當地人仍深

受異教、邪靈崇拜影響；迷信，巫術思想、行為大行其道，即使

是每週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基本信仰培育也很弱，每遇到難題

時，他們經常求問巫師，為他們施行魔法。直至十九世紀末，因

著一位歸化基督信仰的前撒殫教祭司巴爾托洛・隆戈（Bartolo 

Longo）的努力及龐貝玫瑰之后聖母的勝利，這塊本來充滿邪情、

撒殫教活躣、罪惡瀕生的地方成為萬人朝聖的福地。 

巴爾托洛・隆戈出生於意大利南部一個富有家庭，自幼領

洗，父母都是虔城天主教夫婦，每天一起唸玫瑰經。但隆戈十歲

時，父親離世，他的母親改嫁給一位律師，自始他開始遠離教

會。當時意大利反教宗的政治氣氛及各種邪術、通靈，撒殫教活

動的流行，衝擊當時的教會，很多大學生放棄天主教信仰加入撒

殫教，參加很多巫術通靈活動。隆戈像很多大學生一樣受騙，加

入撒殫教，甚至後來成為撒殫教祭司，公開羞辱基督信仰，反對

教宗，影響很多人離開教會，參加邪教，撒殫教儀式、活動。作

撒殫教祭司幾年，隆戈不但沒有因他的「成功」而得任何滿足，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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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他日漸陷入嚴重的抑鬱、焦慮、混亂、沮喪及深深感受到

被邪靈重重壓制的痛苦，以致他有自我了結的念頭。 

天主慈悲，在一個極度絶望的剎那，他隱若聽到他亡父的聲

音「返回天主身邊，返回天主身邊」，他深受感動，於是隆戈決

定求教他的好友 Professor Vincenzo Pepe。Vincenzo 勸他離開撒殫

教，帶他見一位道明會神父阿爾貝托・萊頓特（Fr. Alberto 

Radente）。阿爾貝托・萊頓特神父聽隆戈告解，帶他重回天主及

教會的懷抱，重新他的生活。即使如此，隆戈因過往作祭司的撒

殫教邪惡生活，深深懷疑自己的得救問題。直至有一晚，他在絕

望的心情下走進一小聖堂內，得到一個很深的神秘經驗，他寫：

「當我在極深的失落，絕望中，甚至差不多想自殺時，我突然聽

到阿爾貝托・萊頓特神父不斷重複聖母向聖道明的說話，就是

『若你尋求得救，就得宣揚我的玫瑰經，這是我聖母瑪利亞的保

證。』這些話使我的靈魂重獲光明，我立刻跪下回應說：『若這

是真的，我就不離開這山谷，在這地廣傳妳的玫瑰經。』」  

歸依後的隆戈，為了證明他對基督信仰及教會的忠信，他刻

意再參加一次撒殫教聚會，在其中突然站立起來及高舉一個聖母

聖牌，大聲喊叫說「我棄絕一切邪靈膜拜，一切巫術，棄絕魔

鬼，撒殫的哄騙，它們全是虛無，是謊言，全是錯誤！」此後，

隆戈洗心革面，於 1871 年加入了道明會第三會，積極投身各種慈

善工作，花了很長時間，在拿坡里（Napoli）的醫院服務病人，

為自己的罪過作補贖。後來他認識了當地一位寡婦，在教宗良十

三世（Leo XIII）的祝福下結婚。夫婦一起在龐貝服務窮苦，照顧

孤兒及獄中囚犯的孩子，並挨戶探訪，鼓勵教友重回聖堂，勤領

聖事，祈禱及重新學習教會教理，當然不可少的，是他向村民講

解玫瑰經的美麗！龐戈特別經常走進咖啡室，在派對中向青年解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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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邪教活動的危險，分享自身的經歷，並宣揚基督信仰及玫瑰經

的奧妙！這位曾使很多青年離開教會，誤入魔道的靈魂，賴天主

慈悲，棄暗投明，為主所用，帶領青年重歸光明之路！感謝天

主，願天主永受讚美！ 

因玫瑰聖母的祝福，隆戈夫婦的努力，這個基督信仰冷淡，

充滿邪情、罪惡、迷信，撒殫活動肆虐的龐貝，村民日漸遠離邪

道，轉向基督，重回教會，以至當地唯一的小聖堂連十份一的信

友也容不下。於是隆戈一方面開始與一些村民修葺擴建聖堂，另

一方面希望找到一幅玫瑰聖母畫像，好使信友每天聚集畫像前一

起誦唸玫瑰經。一位隱修院修女聽聞此事，便送贈隆戈一幅由隆

戈的神師阿爾貝托・萊頓特神父在一市集以很平的價錢買來的殘

舊玫瑰聖母像，聖道明及聖女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Siena）

分別跪在玫瑰聖母左右。經修補後，隆戈把這畫像放於聖堂內受

信友敬禮。 

1876 年，當地主教更任命真福隆戈負責籌建一更大的新聖

堂，賴聖母默默祝福，很順利完成。1891 年此座新聖堂被正式祝

聖名為龐貝神聖玫瑰之后大殿（Basilica of Our Lady of the Most 

Holy Rosary of Pompeii）！聖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及現任教

宗方濟各都曾分別往此聖母大殿朝聖。 

聖母不單祝福這聖殿，同時也祝福了所有傳揚玫瑰經的工

作。巴爾托洛・隆戈在 1879 年染上傷寒重病，撰寫了供人在極危

急時祈求恩寵的「求恩九日敬禮」。他最初天天走到玫瑰聖母的

畫像前祈禱，其後，他求聖女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Siena）向

聖母轉禱，身患重病的他突然痊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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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隆戈於 1926年去世，1980年 10月 20日被聖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封為真福，並稱他為玫瑰經的宗徒（The Apostle of the 

Rosary）。真福的遺體安放在一透明玻璃棺木內，棺木擺放在聖

母大殿側以他命名的小堂祭台下，供信眾瞻仰。 

在龐貝朝聖的第三天，也是最後一天的清晨，我獨自到真福

巴爾托‧隆戈小堂，瞻仰這位聖母所特選的玫瑰經宗徒，衷心感

謝他、向他致敬！在那裏參加彌撒，唸玫瑰經，與真福隆戈一起

為一切在黑暗中、死影下、受撒殫嚴重壓制的靈魂祈禱，真正感

受到諸聖相通功的道理。真福隆戈傳奇的一生見證了天主的慈

悲；玫瑰聖母的完全勝利；見到棺木內這位曾是撒殫教祭司如今

成為教會真福的隆戈，心中再度燃起要效法真福推廣玫瑰經、推

廣龐貝玫瑰聖母敬禮的決心。 

1884 年，來自附近拿坡里，有一病重垂危的女孩天娜，聖母

向她許諾，若她熱心唸玫瑰經，她就會痊癒。聖母吩咐她先做三

個求恩九日敬禮，然後做三個謝恩九日敬禮，同時天天誦念十五

端玫瑰經奧蹟。這女孩聽命祈禱，結果立刻徹底康復了！聖母委

託這女孩告訴眾人：「無論誰願接受恩寵，讓他們為恭敬我而舉

行這個九日敬禮吧。」由於天娜熱愛龐貝聖母的畫像，因此這敬

禮也被稱為不可抗拒的「龐貝的玫瑰經九日敬禮」。敬禮在 1887

年 11 月 29 日經教宗良十三世核准後，已譯成了幾種外語。1894

年，聖女加大利納（龐貝聖母畫像內跪在聖母腳前的聖女）在佛

羅西諾內（Frosinone）的阿爾彼諾（Arpino），向一個垂死的年

輕女孩顯現，並與她一同誦念這九日敬禮經文，唸完後，她就完

全康復。 

從那時起，世界各地很多身患頑疾重病，不治之症的病人，

都因作這敬禮，得到聖母許下的恩賜，奇蹟地痊癒。很多案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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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會慣常程序，已為教區主教所認可，並刊登在一本名叫

《玫瑰經與新龐貝》（II Rosario e la Nuova Pompeii）的雜誌裡，

其中還有很多感人的信仰回轉歸依的見證故事。  

自古至今，凡真誠謙遜地向這位天上慈母求助的靈魂無不獲

益，得悔改、歸依、醫治、釋放的例子數不勝數！路德聖母、花

地瑪聖母、中華聖母、龐貝玫瑰之后聖母……都是同一聖母瑪利

亞，不同的稱號對她有不同的特別懷念。但聖母曾親自表示她最

歡喜世人呼號她的是「玫瑰之后」的稱號！「你們以『龐貝神聖

玫瑰之后』的名號叫我時，由於它比所有的名號更親近我，我沒

法拒絕你們！」的確，龐貝玫瑰之后是絶望者之星、希望之后！ 

回想聖母在花地瑪、露德都是鼓勵我們為世界和平，為罪人

悔改，多唸玫瑰經、多做補贖。歷代教宗都非常提倡信友以玫瑰

經作重要的祈禱。教宗良十三世在一八八三年九月一日頒佈了

《最高使徒職務》通諭（Supremi Apostolatus Officio）建議以玫瑰

經作為對抗社會邪惡的精神利器。真福教宗保祿六世的《聖母瑪

利亞的敬禮》勸諭中，強調玫瑰經的福音性及以基督為中心的傾

向；聖若望廿三世，聖若望保祿二世，都在他們的通諭、宗座牧

函中強調玫瑰經的重要性。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論童貞瑪利亞玫瑰經》宗座牧函

中坦承玫瑰經陪伴他渡過喜樂和艱苦的歲月；他把諸多問題、憂

慮都交托給玫瑰經，在其中得到不少慰藉！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更在此牧函中建議増加「光明五端」。 

教宗方濟各曾多次叮囑信眾，特别鼓勵青年、病患和新婚夫

婦藉著簡單而有效的玫瑰經向聖母祈禱；他稱玫瑰經是平常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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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們的祈禱，「聖母始終親近呼求她名字的子女，當我們向她

祈求時，她會即刻來援助我們」。 

龐貝玫瑰之后聖母敬禮對今天的忙碌都市人而言，連續五十

四天（二十七天求恩、二十七天謝恩）為單一個意向，每天誦唸

二十端玫瑰經及誦唸巴爾托洛‧隆戈撰寫的禱文，似乎很難做

到。但若為一位在很絶望、沮喪的境況而決心祈求的人而言，賴

聖母的助佑，一定可以完成這敬禮！這敬禮於去年在香港開始推

動，每一位做過這敬禮的人都獲得超乎想像的恩寵！末期癌症得

病癒、家庭婚姻關係得轉機、心靈得更新轉化，其中的奧秘非筆

墨可形容！自去年龐貝朝聖回來後，我先後已做了三次這敬禮，

神益良多，敬禮中所求的意向雖未完全應允，但天主在其中的聖

意則愈見清䀿，感謝聖母、感謝聖神光照。  

試問若每天虛心誦念廿端玫瑰經，默想主耶穌降生成人的愛

情奧蹟，連續五十四天只為一個意向堅持懇求聖母助佑，向天主

求恩，謝恩的靈魂，怎會得不到天主垂允、憐愛，怎會得不到聖

母助佑！  

自廿世紀以來直至今天，世界充滿各種邪情罪惡：兩次的世

界大戰、各式各樣的暴力衝突、恐怖主義活動頻生；離婚、墮胎

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醫助自殺合法化，色情、賭博、吸毒合

法化；各種反對基督信仰的異端邪說、相對主義、世俗主義、無

神論……至教會內的醜聞、薄弱的信仰培育，使不少信徒，特別

年青人離開教會，而很多主日去聖堂的教友迷信風水、掌相星

座、或新紀元（New Age）的種種活動，情況比當年的龐貝更嚴

重！但惡名遠播的龐貝可成為朝聖地，隆戈亦已成為真福；我們

深信即使最敗壞的城市、最輭弱的靈魂一定有悔過的一天。祈求

天主息怒，頼天主慈悲施恩，助我們積極回應龐貝玫瑰之后的邀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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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她的兵團，以這敬禮祈禱，以玫瑰經對抗死亡文化及一切

邪惡，為主耶穌派遣，宣講福音真理，與主共創造新天新地！ 

主要參考：  

1. https://www.ewtn.com/library/MARY/CBPOMPEI.HTM 

2. https://queenoftheholyrosaryofpompeii.blogspot….. 

3. china.ucanews.com 

4. www.catholicstand.com.blessed.bartolo…. 

5. www.catholic.org.news.saints.story 

6. happinessisprayer.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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