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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聖人夏貝爾生平概述

黎巴嫩北部有一個村莊叫貝卡卡夫拉 (Bekaa Kafra)，海

拔約 1,600 米，屬於黎巴嫩天主教東方禮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馬龍尼禮修會(Maronites Order)註1，村民善良心謙、

熱情好客、熱心事主。幾個世紀以來，村民一直尊崇聖母，無

論是在家裡、工作場所或是在田野務農，總是拿著玫瑰念珠祈

禱。他們對神父非常的尊重，當村民遇見神父時，都會鞠躬致

意，並親吻神父的手。

約瑟夫•安東•馬克盧夫 (Youssef Anton Makhlouf) 於

1828 年 5 月 8 日誕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排行第五。他的母

親布里吉塔 (Brigitta) 是一位熱心的教友，每天都抱著剛出

生的嬰兒參與彌撒，晚上都會叫孩子們聚集在她的跟前祈禱。

他們家庭中么子三歲時，父親被徵召入伍從軍，之後戰死沙

場，此時這個家庭陷於絕望之中。所幸布里吉塔的哥哥塔尼斯

(Tanois) 及時伸出援手，負起照顧妹妹與她孩子的責任，直到

布里吉塔再次結婚為止。布里吉塔嫁給了拉胡德 (Lahoud)，他

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人，深愛布里吉塔和她的孩子們，雖然他結

了婚仍堅持修道，也得到新婚妻子的支持，最後完成神學學業

並晉鐸為神父，因為東方教會的神父可選擇度婚姻生活。

小約瑟夫從小一直跟隨在他繼父身旁，對父親的愛與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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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現在他的繼父叫多米尼克神父 (Father Dominik)。再長大

些，約瑟夫就在彌撒中擔任輔祭，陪同多米尼克神父參訪學校，

處理教堂事務。他經常坐在庭院中的一棵大樹下閱讀、寫作與

祈禱，並哼唱彌撒中的聖歌。他也幫助家人在田野裡工作，還

當牧童帶牛群到草原放牧。他的母親教導他如何祈禱，特別是

一個人在獨處時，如何與天主往來。他經常獨自來到一個石洞

中，在聖母態像前祈禱。當他長大後，他祈求聖母幫助他，也

能效法舅舅、繼父神父還有修道士奧古斯都•丹尼爾 (August 

Danie) 的模範。這時約瑟夫經常去拜訪他們，他們也教導約瑟

夫如何抵抗世俗的誘惑，為天主而生活。

在他家附近有位年輕的女孩名叫瑪麗亞姆 (Mariam)，心中

一直仰慕這位身材高大、心地善良，又具有魅力的年輕人，並

產生愛意。然而，當她意識到約瑟夫內心深處充滿了屬神的話

語，想追隨耶穌成為司祭，她對約瑟夫的愛無法得到回應，沒

有辦法與他有進一步情感關係感到失望。

1851 年，約瑟夫 23 歲時的某一天，他因為害怕家人不讓

他加入修道院裡的馬龍尼禮修會，所以悄悄地從後門自行離家。

家中沒有一位成員對他的決定感到高興，舅舅塔尼斯的農場需

要人手幫助，母親對他的聖召還沒有完全被說服，而且他的家

人與瑪麗亞姆仍然一直愛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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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卡卡夫拉的聖夏貝爾雕像

聖夏貝爾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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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不告而別地離開了家鄉，來到遙遠的 Maifouk 聖母

修道院，在那裡度過了一年的修道生活。有一天舅舅塔尼斯和

他的母親前來探望，目的是想說服他回家，他們抱怨者，他們

一旦老了，就沒有體力經營農場，農場是需要人手的，但他不

為所動。最後他的母親告訴他：「如果你將來不會成為一個稱

職神父，那就跟我回家；如果是天主的旨意讓你留下來，祂將

會幫助你成為一個善牧。」

這位年輕人很堅定地要留在修道院中，那時他只是一位

初學修士，為了訓練自己要融入修院，對長上需絕對地尊重與

順從，做事也非常勤奮。他每天要準備餐點、洗衣煮飯、做

麵包、修鞋子、自製傢俱，甚至赴菜園裡種菜。入修道院後他

可以保留自己的名字，因為他的名字是一位聖人的名字，但是

他想要嶄開新的生活，所以他重新選擇了另一個聖名，叫夏貝

爾 (Charbel)，這位聖人是公元二世紀在安提阿教會 (Antioch 

church) 的殉道者。約瑟夫在修道院中深切地祈禱、禁食，並用

繩索抽打自己的身體，以增強自己的信德，完成將生命全然交

託給天主的使命。

之後這位初學修士來到了聖馬龍隱修院 (Monastery of 

Saint Maron)，此修道院現今仍在此舉行天主教東方禮的活動，

在那裡他立下誓言，要度更艱苦的獨生生活。有一次他母親來

探望他時，母親無法與他見面，只能隔者窗戶與他交談，媽媽

問他：「兒子，你在躲避我嗎？」他回答說：「母親！如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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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主的旨意，我們將來會在天國的永恆相遇，並且永遠在一

起。」因為修道院內的聖職人員與修士是禁止與任何女人會面，

即使是自己的親人也不行，初學修士當然要順服這項規定。

他在 Batroun 的 Kfifan 的 St. Kobrianous 與 Justina 修

道院修習完神學後，夏貝爾於 1895 年 7 月 23 日在 Bkerkyu 被

祝聖為神父，之後派到安納亞 (Annaya) 服務。這時他全家人、

所有的親戚、已婚的瑪麗亞姆與他家鄉的堂區居民都來到此，

請求神父給予祝福，讓他驚喜萬分。他們一一來到神父面前，

恭敬地鞠躬並親吻他的手，他也以三位一體的手勢降福他們。

村民請他回到他們的村莊主禮彌撒，但夏貝爾神父沒有答應，

因為他不能離開修道院去探望家人或是朋友。

作為一位神父，從起初就要對服事的工作作出犧牲。因此

他開始過著苦行僧的生活，用全部的精力事奉天主、光榮天主。

他在一位隱修士哈迪尼 (Hardinie) 的指導下學習，埋首苦讀聖

書，這位隱修士後來被宣聖。夏貝爾也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走

向成聖的路上：他遠離世俗，將自己與天主獨處，藉由祈禱、

冥想與天主接近，以獲得天主所賜予的安慰與鼓勵。

有一次他受到撒旦的攻擊，他忍著痛苦尖叫著，直到內心

獲得平靜為止。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清貧，無論在酷暑的夏天或

是嚴寒的冬天，穿的都是同一件舊會衣；在餐桌上他都挑最不

好的食物，撿最不起眼的水果來吃，且從不吃肉；但在田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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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裡，他都選最繁重的工作來做。他從不在乎彌撒中收到

多少奉獻，總用愛與尊重向人們致敬。

在那個時期，黎巴嫩正遭受到土耳其人的攻擊，超過

14,000 名神父、修女與基督徒殉道。夏貝爾神父好幾個小時跪

在聖體龕前，熱切地為黎巴嫩的百姓向天主祈求，同時也祈求

聖母轉禱，保護國家的安全。從他是孩子時就一直敬拜天主之

母，全心信賴聖母，相信聖母會以慈母的情懷保護他。他曾對

人說過：「如果你想得救，就要全心全意地向聖母祈求，她會

帶給你救贖。」

當他聽告解時，天主給他一種特殊恩寵，能洞察人心，因

此告解時用的話語十分犀利，直入罪人心底不留餘地，但罪人

經由懺悔與神父的赦罪，心靈得到全然的舒暢，重新在主內生

活，因此很多人專程前來尋求神父辦告解得治癒。當地有兩個

傳奇與神父有關，一位年輕人在死亡前來找神父辦告解，而得

到善終；另一位傷寒患者經由神父祈禱並灑聖水後，而得到痊

癒。

他在修道院與其他會士一起生活 16 年後，夏貝爾向會長申

請要度退隱的生活，也就是要成為一位隱修士。經會長允許，

讓他在一間小寢室內單獨做刻苦、犧牲 23 年。在這裡他把每一

個沒有與天主契合的思想都視為罪過並做補贖，他每天只吃一

餐，食一種食物，喝一壺水，肉與水果皆不沾。他的祈禱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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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又再次開棺流出如血般的神秘液體

1926 年顯奇蹟的墳墓聖夏貝爾領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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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斷，若需要與其他會士溝通，就謙遜地用最簡短的話語完成。

他每晚用一塊木頭當枕頭，在硬質的床上只睡三小時。他在鐵

柵欄後面隔離的空間參與彌撒，因為隱修士是不能與外界接觸

的。

這位身材纖瘦個頭高大的隱修士，經常雙目低垂沉思默禱，

謙遜的在修道院的長廊與會院中踮著腳行走，一看就知道他與

天主的關係有多麼的親密。有其他的隱修士前來請他辦告解，

在懺悔後夏貝爾神父給予道理時，都會因著他對天主深深的愛

與奉獻，而感動得淚流滿面。他為隱修院樹立了犧牲、貧窮與

順服的榜樣。有一次，一位前來辦告解者感受到，他的內心沒

有辦法超越隱修士內心的寧靜。

某天，他的哥哥來修道院門口敲門，想要探望他。夏貝爾

回答說：「請等一下，我要問問看是否能讓你進入。」於是他

請示會長神父，是否能讓他見到自己的哥哥。會長神父當然慨

允，夏貝爾神父與他哥哥見面時，只問他哥哥兩個問題：「你

的家人好嗎？你與你的家人是否遵守天主十誡？」會長神父對

他的謙遜與對天主的順服十分的欽佩。

他與前來拜訪他的聖職人員見面時，都微笑以對，不再與

他們談話，然後遞給他們一本聖人的傳記，讓他們大聲朗讀傳

記中的某一段文章，讓它們從這位聖人那裡學到新的事物。夏

貝爾從未殺生，即使是會造成危險或有害的動物他都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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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隱修院的葡萄園裡，有一條大蛇正要攻擊修士，讓修

士們受到驚嚇，試圖打死牠，這時也請夏貝爾神父來幫忙。他

來了站在蛇面前，心平氣和地說道：「走吧！」蛇就像聽到命

令一樣，轉身爬行走了。就是這樣！隱修院的修士都這樣說：「天

主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只有祂才能叫蛇聽命。」

蝗蟲過境農作物全會被吃光，並帶來瘟疫，且會導致成千

上萬的黎巴嫩人死於飢餓，這事要如何解決？有一次，蝗蟲佈

滿天際，天空突然變暗，會長神父要求夏貝爾神父祝福河川與

田中的水，凡被這聖水所滋潤的土地，地面上的農作物都得以

保存，村莊的農民也使用這聖水，來灌溉他們的家園與植物，

並飼養他們的家禽與家畜。

整個村莊不論是基督徒或是穆斯林都對這位隱修士完全信

任。村民希望他可以為他們醫治一位精神錯亂的人，於是竭盡

全力將這位精神病人押到修道院的大門口，但他不想進去，不

斷地尖叫與咬人，試圖從那些抓住他的人手中掙脫。此時夏貝

爾神父出來，命令這位病患進入修院，他就不再抗拒，進入教

堂跪下，神父將聖經放在他的頭上，要求大家一起讀經時，他

就完全被治癒了。

以上這些只是這位黎巴嫩聖人生前事蹟的概要，他在 1898

年 12 月 24 日去世。在他去世前一週，夏貝爾神父一如往常，

在聖體龕前先跪了幾個小時，之後再走到祭台主禮彌撒，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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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彌撒中他摔倒了兩次，他用冰冷無力的雙手舉揚聖體時，在

旁的馬卡里奧斯修士 (Brother Makarios) 幫他扶著聖爵。彌撒

後，隱修士們攙扶疲憊的夏貝爾神父帶回到他的寢室，在那裡

他靜養了整整一個星期，經領終傅聖事後，於聖誕夜回歸到上

主的懷抱。

曾經向他辦過告解的隱修士們眼睛充滿了淚水，他們用簡

陋的毯子將夏貝爾神父的遺體裹好，抬出寢室穿過白雪皚皚的

庭院，安置在教堂的祭台前，在遺體四周點燃了四根蠟燭。當

時天氣讓人冷的直發抖，他們在寒風刺骨中專注著亡者的遺體，

刻骨銘心地自問反省，他怎麼能夠在祭台前一動也不動地跪在

那裡好幾個小時，而且這樣持續不間斷地在嚴酷的冬天過了 23

年？

殯葬彌撒結束後，夏貝爾神父與其他隱修士一樣，依照傳

統遺體不放置棺木內，直接埋葬在安納亞的聖馬龍隱修院的墓

地。五個月之後，從神父的墳墓中出現了一道明亮的光線，直

接照射到教堂中間的聖體龕上。會長神父對這事並不覺得奇怪，

因為在夏貝爾神父還活著的時候，他就認為夏貝爾神父是位聖

人。他命令開挖遺體，當墳穴被挖開時，他的遺體由類似樹脂

的血色液體包覆者，完好無損，看起來像是在熟睡中。

他的皮膚一點都不緊繃而且有彈性，似乎跟活著一樣。修

士們把他的遺體裹上一張乾淨的床單，放在棺木中，移靈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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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墳墓

堂。很快地這張床單再次被同樣神秘的液體所浸濕。數百名朝

聖者慕名從遠方而來，瞻仰遺體並請求他的代禱。從那以後，

不僅基督徒甚至其他宗教的人士也都見證了，夏貝爾神父對尋

求他代禱的人都給與各種身體和精神上的醫治。朝聖者與具有

好奇心的人接踵而來，修院被迫將夏貝爾神父的遺體安葬在一

個石頭墓穴裡。

之後奇怪的事發生了：這座墳墓的外牆開始滲出類似血液

的液體。1927 年修道院決定從石頭墓穴裡再次挖掘遺體，棺木

打開後，沒想到遺體依然完整沒有腐朽，皮膚具有彈性，且被

這種神秘物質所塗覆。有許多的案例顯示，請求他的代禱的人

身心都得到治癒，之後修會對夏貝爾神父的遺體做了第三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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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並寫信給教宗庇護十一世 (Pope Pius XI)，請求教宗對

夏貝爾神父宣聖案做調查。

宣聖調查發現有兩件醫學上的治癒奇蹟，足以證實夏貝爾

神父得以成為聖人。

其中一件是有關瑪麗•阿布爾•卡瑪莉修女 (Sister Marie 

Able Kamary) 的治癒，當她觸摸到這位隱修士從石頭墓穴滲出

神奇的液體後，就從輪椅上站立起來了。她遭受 14 年胃潰瘍的

疼痛，動過兩次手術，因為她的胰臟、膽囊與腎臟全都沾粘在

一起，無法發揮各器官的功能，一吃東西就吐，右臂也麻痺，

只剩下皮包骨，她已瀕臨死亡，需要拄著拐杖才可行走。沒想

到她觸摸到夏貝爾神父墳墓的外牆滲出的液體後，完全得到了

治癒。當教堂的鐘聲一直響起，向世人宣告這件被治癒的奇蹟

得到證實，這時有位穆斯林來到教堂，表達他希望皈依成為基

督徒的心願，另外有一位埃及朝聖男子，告訴修女：「因為您

被治癒，使我重新回到了基督信仰的懷抱，我來到這裡的目的

是要治癒我的聽力，沒想到天主卻給我開啟了屬靈的恩典。」

另一件神蹟是有關伊斯坎德拉•奧貝德先生 (Mr. Iskandra 

Obeid) 的治癒，他經常請求夏貝爾神父為他代禱，因為他有一

隻眼睛完全失明，某晚夏貝爾神父在他夢中出現，告訴伊斯坎

德拉•奧貝德，要到他的墳墓那裡去，在那裡他會感到疼痛，

然後會得到治癒。這一天他來到聖人的墳墓，此時他失明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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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感到灼熱的疼痛，當閉起眼再張開時，失明的眼睛居然看見

了。

在 1950 年左右，又開棺了好幾次，目的是為了讓各領域的

專家對遺體進行檢驗，遺體看起來就像是活著的身體一樣，完

全沒有腐壞。來到墳墓瞻仰的人在身體和精神上的疾病都得到

了治癒，經由媒體的報導，夏貝爾神父所顯的奇蹟，如野火一

樣的蔓延開來。一位攝影師在 1952 年拍攝了一張照片顯示，夏

貝爾神父的遺體經由多次開棺醫學檢驗後，略有一些改變，醫

生藉由這些醫學檢驗試圖瞭解，為什麼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後，

遺體仍然可以完好無損保持原樣，還有為什麼會有這種神秘的

液體從遺體中流出的原因。

夏貝爾神父生前沒有拍攝任何一張照片，攝影師對開棺的

遺體拍攝了這張照片，被認為是下一個奇蹟，可以做為後代景

仰這位聖人及代禱者的依據。這位敬虔的隱修士由教宗保祿六

世 (Pope Paul VI) 於 1965 年 12 月 5 日宣福，1977 年 10 月 9

日宣聖。

今天，成千上萬的朝聖者持續湧入聖馬龍隱修院，這是聖

夏貝爾度過半個世紀，在此奉獻生活與祈禱的處所，朝聖者也

一定會去地下墓穴找他的墳墓憑弔。聖夏貝爾所顯的奇蹟，主

要的目的是要引導我們的靈魂全心皈向天主，這是我們的職志，

也是來到這個世界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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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納亞的聖夏貝爾教堂舉行彌撒

註 1：1054 年東正教從天主教分離，自此東正教在各地區都有自

己的宗主教，教區的神父可以結婚，各地區的東正教不相互隸

屬，當然不承認天主教教宗在基督宗教的首席權。當東正教與

天主教分離後，部份的東正教會又開始與天主教共融，承認教

宗在基督宗教的首席權，重新回歸到天主教，歷任教宗都很寬

容，准許這些教會仍然可使用東正教的禮儀舉行聖事，因而成

為天主教東方禮教會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也使 11 世紀

前敬拜天主的禮儀在天主教內得以保留，而更為豐富。天主教

東方禮教會，大多集中在中東、埃及、東歐與印度，教友有 1,600

萬，佔 13 億天主教教友的 1.2%。其中馬龍尼禮修會 (Maronites 

Order) 在 1182 年就開始與羅馬教廷共融，回歸到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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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夏貝爾九日敬禮

第一日：

噢！神聖的聖夏貝爾，您的潔淨無瑕，克服了肉身的腐化，散

發出天堂的氣息，請來拯救我，請讓我從天主那裡得到我所需

要的恩典 (說出所求之恩典 )。阿門。

噢！聖夏貝爾請為我祈禱。

噢！我的天主，請夏貝爾賦予我信仰的恩典，我懇求祢藉由他

的代禱，賜給我神聖的恩典，能按照祢的誡命與聖經的教導來

生活。

願光榮歸祢直到永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第二日：

噢！聖夏貝爾，您為修道生活慷慨赴義，經歷過無數的苦難，

您成為主耶穌一座明亮的燈塔，我倚靠您，並通過您的代禱，

請為我向耶穌求恩典 (說出所求之恩典 )，我向您傾訴。阿門。

噢！聖夏貝爾，您是馨香的泉源，請為我轉求。

噢！全能永生仁慈的天主，祢恩賜聖夏貝爾施行奇蹟的榮耀，

請憐憫我，藉由他的代禱，我向祢提出我的請求。

願光榮歸祢直到永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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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

噢！聖夏貝爾，您是我的標竿，在教會的天空中，您像一顆明

亮的恆星在閃耀，照亮我的方向，增強我的希望。我要祈求您

代禱的恩典是 ( 說出所求之恩典 )，要向您永遠崇拜且被釘在

十字架上的耶穌那裡求恩典。阿門。

噢！聖夏貝爾，您是堅忍與沈默的典範，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救主耶穌，祢使夏貝爾成聖，並幫助他背負著他的十

字架，也請祢讓我有勇氣和耐心承受生命中的困難，藉由聖夏

貝爾的代禱，服從祢的聖意，向祢表達永遠的感謝。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第四日：

噢！聖夏貝爾神父，我向您祈求。我對您充滿者信心，藉著您

向天主代禱的力量，我正在期待我向您所求恩典的回應 ( 說出

所求之恩典 )。請再次向我展示您的慈愛。

噢！聖夏貝爾，您是美德的善表，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天父，祢給予聖夏貝爾相似祢的恩典，也請祢幫助我，

使我在基督的美德中成長，並憐憫我，能夠時時刻刻讚美祢，

直到永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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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

噢！聖夏貝爾，您被天主所眷愛，求您指引我、幫助我、教導

我如何取悅天主的聖心，求天主速來拯救我。噢！慈愛的神父，

我求您向天主祈求這個恩典 (說出所求之恩典 )。

噢！聖夏貝爾，您是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的朋友，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天父，請祢俯聽我向聖夏貝爾所請求的代禱意向，拯

救我可憐的心，恩賜給我平安，平息我靈魂的紛擾。

願光榮歸於祢直到永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第六日：

噢！聖夏貝爾，您是強有力的代禱者，我請求您實現我所需要

的恩典 ( 說出所求之恩典 )。只要您向耶穌說一句話，就足以讓

我得到寬恕與憐憫，恩賜我的心願得以達成。

噢！聖夏貝爾，您是天地喜悅的泉源，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天父，祢撿選聖夏貝爾在祢聖神的光輝前保護者我們，

讓我藉由他代禱的恩典 ( 說出所求之恩典 ) 來光榮祢，直到永

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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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日：

噢！聖夏貝爾，您深受每人的喜愛，幫助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

我對您在天主台前的代禱充滿者堅強的信心，請為我向天主祈

求，讓我實現這個恩典 (說出所求之恩典 )。

噢！聖夏貝爾，您是指點迷津的恆星，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天父，我無數次的罪過阻礙了祢給我的恩典，請祢恩

賜我悔改認罪的鴻恩，藉由聖夏貝爾的代禱給我回應，把喜樂

灌注在我悲傷的心靈，滿足我的代禱意向。主，祢是恩寵的施

主，願光榮與喜悅永歸於祢。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第八日：

噢！聖夏貝爾，每當我看到您跪在藤莖編織的墊子上，守齋祈

禱，棄絕一切物慾，全神貫注地呼喊天主聖名時，我對天主的

依靠與信德就會加增。我請求您幫助我接受我要向天主所求的

恩典 (說出所求之恩典 )。

噢！聖夏貝爾，您是全神貫注天主聖名的聖人，請為我轉求。

噢！耶穌，祢是和平的君王，祢把祢心愛的夏貝爾提升到如聖

經般的完美，我鄭重地請求祢給我恩典，按照祢的旨意度我的

餘生。我愛祢，祢是我的天主，我的救主。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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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日：

噢！聖夏貝爾神父，在此九日敬禮即將完成之際，跟您對話，

讓我內心得到了滋養。我深深期待藉由您的代禱，從耶穌那裡

得到我所需要的恩典。我悔改，我保證永遠不再陷入罪惡之中，

請您滿足我的代禱意向 (說出所代禱意向 )。

噢！聖夏貝爾，您是榮耀的代表，請為我轉求。

噢！我的天主，祢聽了聖夏貝爾為我的代禱，祈求這代禱意向

能與祢給我的恩典一致，在我悲痛的時候憐憫我，救我免除有

無法忍受的怨恨與惡念。

願光榮與喜悅永歸於祢，直到永遠。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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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治癒

Nohad El Shami 是位黎巴嫩婦女，育有子女 12 名，患有

頸動脈血管硬化症，導致手與腿部分癱瘓。她從聖夏貝爾的墳

墓裡，取了些由遺體流出類似樹脂的聖油和泥土，然後詢問聖

夏貝爾與聖母瑪利亞，她該要被治癒還是要死去。1993 年 1 月

22 日晚上，她在夢中看到一束光和兩名隱修士站在她的床邊，

其中有一位是聖夏貝爾，他對她說：「我為妳動手術！」他把

手放在她的脖子上，就對她進行了手術。而另一位隱修士叫聖

馬龍，則在她脖子下方放置了一個墊子。她醒來時發現脖子兩

側各有一處傷口，每個傷口長 12 公分。

她的手與腿就不再癱瘓了，第二天晚上，聖夏貝爾再次出

現在她面前說：「我為妳動手術！是為了要人們看到妳而重新

回歸信仰。我要求妳在每個月的22日回到修道院。」從那時起，

Nohad el Shami 的脖子上的傷口在每個月的 22 日的彌撒中就重

新裂開。

此外，掛在 Nohad 家中的聖夏貝爾聖像亦分泌出聖油，此

聖油也幫助治癒了其他許多有信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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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had El Shami 脖子上的

傷口在每個月 22 日的彌撒

中就重新裂開

Anton Merkovic 居住在默主歌耶，熱心敬禮聖夏貝爾，

經常赴黎巴嫩朝聖，與黎巴嫩的神父、教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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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聖夏貝爾每日祈禱文

全能永生的天主，祢寬仁又充滿者愛心，我在祢面前俯首

祈禱，我衷心地感謝祢，因為藉由聖夏貝爾的代禱力量，祢滿

足了我的一切。親愛的聖夏貝爾，我永遠地感謝您，我已找不

到更好的詞彙，來表達您為我所做的一切，請幫助我永遠配得

上天主給我的恩典，堪當受到您的保護。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向聖夏貝爾求恩禱文

主，祢在天上，接受聖人們聖潔無比的讚頌，祢啟發了聖

潔的夏貝爾神父，度隱修士完美的生活。我們感謝祢給予他這

種祝福，並賦予他脫離世俗的力量，在度修道院貧窮、順服與

貞潔的生活中，留下美好的英勇事蹟，使隱修生活獲得全然彰

顯。我們懇請祢能按照聖夏貝爾的芳表，給予我們愛的恩典，

好為祢服務。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由聖夏貝爾無數的奇蹟和恩

惠，證明了他代禱的力量，請祢接受他為我們所呈現的代禱意

向 (請陳述你的意向 )。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頌，各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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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聖夏貝爾顯現時拍到的神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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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聖母瑪利亞保護的國度

黎巴嫩收容了許多周

邊國家的難民，是居住在

該地區所有人的庇護所，

此地亦稱為「瑪利亞的家

園」，這要感謝黎巴嫩人

對他們的母后聖母瑪利亞

所做的虔誠奉獻。在黎巴

嫩每個家庭裡都會放置聖

母瑪利亞的畫像或雕像，

這個國家到處都有以聖母

為主保的教堂與聖殿。

在黎巴嫩的山頂上矗

立了一座大型聖母雕像，

還有許許多多的聖母聖殿，吸引者世界各地的人們來此朝聖。

基督徒，特別是馬龍尼禮修會，最早生活在黎巴嫩與世

隔絕的山區，他們從天主之母那裡得到了安慰，幫助他們克服

了幾個世紀以來所面臨的考驗與磨難。因為聖母瑪利亞是天主

所選擇的，在救恩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在聖母頌 (Lauretan 

Litanies) 禱文玫瑰奧蹟 (Mystic Rose) 祈禱後，馬龍尼禮修會

滿被聖寵的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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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加上一句「黎巴嫩的香柏木 (Cedar of Lebanon)，為我等

祈！註2」的頌詞。

馬龍尼禮修會有一種特殊的儀式：他們仿造聖體聖事的降

福模式，用聖母瑪利亞的照片給信友降福。神父穿著教會的祭

衣，向聖母瑪利亞的照片獻香，之後步上台階走向祭台，舉起

聖母的照片，向會眾講話，並大聲誦讀以下的禱詞：「通過天

主的母親，聖母瑪利亞的代禱，願三位一體的天主，聖父、聖

子與聖神，降福你們。」此時信友忠實的回應：「阿們，因為

所有溫良都來自聖母。」

和平之后，請您保護黎巴嫩！

註 2：聖經裡至少有七十五處提及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木的

學名叫雪松 (Ceder)。香柏木亦是黎巴嫩的國樹，黎巴嫩的國

旗上就用香柏木作為標誌。香柏木生長在山頂，代表黎巴嫩人

民堅韌不拔的剛毅奮鬥精神，還有純潔、永生與天主同在的意

義，「上主的喬木飽餐水澤，黎巴嫩香柏，主手所植。（詠

104:16）」聖夏貝爾就像黎巴嫩的香柏木，站在高處，屹立不拔，

永恆的為世人向天主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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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夏貝爾祈禱文

上主，求祢垂憐。

基督，求祢垂憐。

上主，求祢垂憐。基督請俯聽我們的祈禱。

慈愛的基督，請俯聽我們的祈禱。

天主聖父，求祢垂憐。

天主聖子，人類的救世主，求祢垂憐。

天主聖神，求祢垂憐。

天主聖三，唯一的天主，求祢垂憐。

聖母瑪利亞，請為我們祈禱。

聖若瑟，瑪利亞的淨配，請為我們祈禱。

聖夏貝爾，您是天主前神聖的隱修士，請為我們祈禱。

聖夏貝爾，您是救世主所愛與勤勉的修道者。

聖夏貝爾，您是聖母虔誠的信徒。

聖夏貝爾，您是教會之光。

聖夏貝爾，您是神潔且有智慧的寶石。

聖夏貝爾，您是馬龍尼禮修會的榮耀。

聖夏貝爾，您是仁慈寬厚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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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夏貝爾，您是完美的模範。

聖夏貝爾，您是聖體聖事的僕人。

聖夏貝爾，您滿溢同情之心。

聖夏貝爾，您充滿了預言之靈。

聖夏貝爾，您以無可言喻的奇蹟聞名。

聖夏貝爾，您治癒我們身體與靈魂。

聖夏貝爾，您是神聖智慧的殿堂。

聖夏貝爾，您是天使的化身。

聖夏貝爾，您是充滿恩典的傳教士。

聖夏貝爾，您將純潔與順服的心置於讚美之前。

聖夏貝爾，您是壓抑生活的修煉者。

聖夏貝爾，您是禁慾的榜樣。

聖夏貝爾，您棄絕世上所有富裕的物質。

聖夏貝爾，您有堅決的耐心。

聖夏貝爾，您是謙遜的紫羅蘭。

聖夏貝爾，您熱衷於神聖的敬禮。

聖夏貝爾，您渴望靈魂的得救。

聖夏貝爾，您渴望為主殉道。

聖夏貝爾，您是十字架的情人。

聖夏貝爾，您是榮耀之光，從墳墓發出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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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夏貝爾，您散發著黎巴嫩香柏木的芬芳。

聖夏貝爾，您珍貴的香氣瀰漫著整個世界。

從肉身與靈魂所有的邪惡中，請聖夏貝爾派遣我們。

透過您的代禱，請聖夏貝爾保護我們。

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請聖夏貝爾保護我們。

主啊，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請讓我們免於凶惡。

主啊，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憐憫我們。

請為我們祈禱，神聖的隱修士。

這樣我們才足以堪受基督的恩許。

請眾同禱

主！我們從聖夏貝爾得到無限的聖潔與榮耀，請按照他的榜樣，

恩賜給我們愛與服侍祢的恩典。透過聖夏貝爾的代禱，請祢俯

聽我們的祈求，將我們從肉身與靈魂的一切罪惡中拯救出來。

阿門。



這本書您可在默主歌耶兩個地

方找到：

 - 在教區書店

 - 在 Promocija 書店

在 Promocija 附近，您可以參訪聖夏貝爾中心：生命之母，為

尚未誕生的嬰孩祈禱。您可以在此取得單張，於重大慶節的前

夕，在您的教區為重視倫理與貞節，救助胎兒維護生命守夜祈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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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馬龍尼禮聖母修會在Zouk的主顧聖母(Our Lady of 
Providence)，與默主歌耶(Medjugorje)有同樣的祈禱程序

親愛的孩子們！今晚我想在這九日敬禮的日子裡告訴你，為

你的家人和教區的祈禱已得到聖神的澆灌。

祈禱，你從不會遺憾，天主會藉由祈禱賜給你恩寵，藉此恩

寵你將光榮祂，直到你在世生命的盡頭。感謝你回應我的召

叫。 (1984年6月2日聖母傳來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