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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

(Fátima) 圣母神殿

于崇拜圣母

利

的人而言是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至此朝拜。

法蒂 圣母神殿 (Santuário de Fátima) 位于 伐•达• 瑞尔牧地 (Cova da Iria)，在 1917 年以前一直是法蒂 教区的欧
市，一个默默无 的地方。那一年，一 宗教事件改 了此地的 史和重要性。当 ，三位牧羊小孩，洁辛塔 (Jacinta)
和她的两个表 法 西斯 (Francisco) 和 西 (Lúcia) 眼
了圣母 利 (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
接二 三地 灵。虽然民众深信不疑，教堂最初 此事持 疑 度，直到 1930
年莱里 主教才 可此事。从那以后，村子蓬勃 展，1977 年法蒂 (Fátima) 升
，1997 年升
市。

(Ourém)

教皇 翰•保 二世在位期 神殿在全球的声望越来越高，他承 自己是法蒂 圣母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 的忠 信徒，1982
年曾
法蒂 ， 自己一年前在暗 中幸存致 。在 2000 年第三次
此地 ，他宣布 洁辛塔 (Jacinta) 和法 西斯 (Francisco)
封圣，梵蒂 将痊愈的奇迹 功于他 。
第一次神迹
生在 5 月 13 日，随后几个月中每到 13 日 一天圣母都会 灵，直到十月，因此 一天就成
主要 祝日。最重要的活 之一就是 光游行，在 5 月 12
日晚，当成千上万的信徒手捧蜡
宏 的神殿广
， 个地方便充 魔幻般的共融气氛和宗教情 。13
日的告别游行同 重要。
当面

神殿的雄

、灵性与符号象征

当您 入祈祷区 ，一端您会看到法蒂
米。正中是耶 圣心堂 念地，一旁的

，就

不信教的人也

以做到无

法蒂

(Fátima)

于衷。

圣母大殿 (Basílica de 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 de Fátima)，殿的塔高 65
灵教堂 (Capelinha das Aparições) 正是圣母要求小牧童 建造教堂的地方。

另一端，圣三一教堂̶̶ 乙 宗座圣殿 (Igreja da Santíssima Trindade ‒ Basíliva Menor) 于 2007
年落成，是 代化建筑 构，没有中 支承，能容
8,700 人。
者 希腊建筑大
者 希腊建筑大
力山大•通巴西斯
(Alexandros Tombazis)，其他很多
家也 献良多，如葡萄牙的阿尔瓦 •西扎• 埃拉 (Álvaro Siza Vieira) 和佩德 •卡拉佩斯
(Pedro Calapez)。在外部，有一个 制的高大十字架， 德国的 伯特• 德所
。
除了神殿，您 可以游
Cera)、1917 法蒂 博物

一地区的天主教
和社会人类学博物
(Museu Fátima 1917)，以及生 的耶

(Museu de Arte Sacra e Etnologia)、蜡像 (Museu de
生 景和伯利恒村(Presépio e Aldeia de Belém Animados)。

向南 2 公里，就是小牧童居住的阿尔茹什特雷尔 (Aljustrel)。要追踪整个故事，您需要去 Loca do Anjo 和瓦
(Valinhos)， 些地方也与神迹有关。
要了解

一地区，我

建

的路

是穿

莱里

(Leiria)，沿着圣佩德

-迪穆埃尔 (São Pedro de Moel) 和拿撒勒 (Naza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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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的海

走，途

两

被

入世界

的

念地，即巴塔利

(Batalha) 和阿尔科巴

(Alcobaça) 修道院。

有用信息
- 关于每日 行 式的有用信息、可
是：www.santuario-fatima.pt

朝圣提供的支持服

- 从里斯本，朝圣者可以取道塔古斯，此条

以及全国通向法蒂

路需 5 日行程，每天沿

的朝圣之路网等内容，均可在神殿的网站上找到，网址

村小道步行 20-30 公里，来往

少。

到地方
于
旅行者，法蒂 距欧 (Ourém) 11 公里，距莱里 (Leiria) 25 公里，距里斯本 (Lisboa) 120 公里，距波尔
公里。主要道路是走 A1 高速公路，但也可以走国道 (EN)。
如果采用公共交通，最好的
都有相关 路。

是乘公共汽

。Rodotejo (www.rodotejo.pt) 和 Rede Expressos (www.rede-expressos.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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