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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內的訊息是由屬於聖愛福傳之僕會 

(Missionary Servants of Holy Love)的神視者 

史基慕蓮(Maureen Sweeney-Kyle，MSHL ) 

從主耶穌口中得到的。 

 

 

 

這些聖心五心室的啟示 

基本上始於1999年10月16日 

（即是聖女瑪加利大的瞻禮日， 

，主耶穌曾在十七世紀時， 

將敬禮耶穌聖心的教導啟示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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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聖心的各心室 

 
 

 

 

對愛更深的降服是進入每個心室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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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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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今，我至聖聖心的心室已明白顯示給人類了。”    

耶穌09/2000 

 

 

 

“當你受審判的那一時刻，也就是在你吞嚥最後一口氣的

時候，我將直視入你內心深處，以你心中是否有聖潔之愛

(Holy Love)，來審判你。”     

耶穌12/1999 

 

 

 

“我懷著多麼深切的渴望向這世界呼喚啊！這是一個前所

未有的召喚！我切願這呼喚從地球一極反響到另一極。我

渇望每一片大陸都傳達到我聖心室的知識與訊息。如今，

全世界正是一片新福傳的新天地。就將這片大地灌溉滿聖

潔與神聖的至愛吧！”     

 耶穌01/2001 



序   言 
 

 

  神靈性的顯現曾是，也一直仍是天主最主要的方式來表達祂的

愛、慈悲和對其子民的關切。而神靈性的顯現是來自天堂的召喚、

懇求和（有時更是一種）警告。這些都是要激起我們的信德，且領

導我們走向成聖之路。特別是聖母瑪利亞的顯現，更擁有感化普世

大眾的驚人記錄。如今全世界擁有數以百計的瑪利亞聖堂及聖母修

會，皆可追溯其顯靈奇蹟的創始根源。在大部分的聖母聖堂內，都

可見到許多有關於悔改，皈依或得恩賜的見證。在我們的時代裏，

每年有超過一千萬的人到瓜達露貝(Guadalupe)聖母顯現地朝聖，超

過五百萬人造訪法蒂瑪(Fatima)及露德(Lourdes)。就拿默主歌耶

（Medjugorje）來說，雖然它尚未得到教會的官方認可，仍然每年

吸引上百萬的人潮。正因為目前已有超過三百件的聖母顯靈事件呈

報至羅馬教廷的信理部，要求評估和判斷，信理部長瑞辛格樞機主

教(CardinalRatzinger)稱我們的時代為“瑪利亞顯靈的時代”。 

 

目前，聖母瑪利亞已經停止在大多數地方的定期性顯現了，但

是她與耶穌仍然持續地顯示給史基慕蓮(Maureen Sweeney-Kyle),且

幾乎是每日不斷。這些給慕蓮(Maureen)的顯現屬于私下的顯現，它

不同于公開的顯現。私下的顯現不增加信仰的基本教義。我們可以

憑神聖的信德自由地相信私下的顯現，雖然我們並沒有被要求非信

不可；然而，如果我們輕忽了那教會已經批准而且廣揚的私下顯

現，將使我們變得蠢不可及。 

 

自從教宗保祿六世廢除前教會法典的第1399和2318條以來，有

關新的顯現、啟示、預言和奇蹟等,只要是不與教會信仰和道德倫理

相抵觸者，信友們無須等到教會明確的批准就可以印刷和傳閱有關

資料，。這表示對於宣傳尚未獲得教會審決的新顯靈事件,可獲得相

對的自由。除非教會大力地阻止，否則信友們是准予自由地拜訪顯

靈之地的〔即朝聖〕,若是信友們不准予去朝聖,也就沒有任何文字

宣傳的必要了。 

 

因此, 我們據理推斷，信友們不但被准予，更被鼓勵去相信

這些伴隨著奇蹟與異象標記的顯現。這些奇蹟與異象包含: 痛心悔

改、靈性上、肉體上和神智上的治愈、太陽的異常展示、照片上的

奇蹟、玫瑰念珠突然變成金色, 還有成千上萬的人發心起意, 聚

在一起規律地誦念聖母玫瑰經。聖經上教導我們, 以其所結之果,



來判斷其所行之事。如果朝聖的權利被剝奪了;那些因人們來到此地,

所可能獲得的奇妙與偉大恩典的益處也被剝奪了,那就太可惜了。 

 

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目前仍在美國俄亥俄州的羅蘭縣(Lorain 

County, Ohio)向慕蓮(Maureen)顯現，而奇蹟般的皈依、治愈、奇

蹟和異象標記一直在伴隨著發生。 

 

從1985年開始，慕蓮(Maureen)幾乎每日接受從天而來的造

訪。自1999年10月16日起，耶穌基督開始天天到訪慕蓮(Maureen)並

給予她指示，即是耶穌自己稱之為“我們並連之心的完整訊息”

（其中包含耶穌五個聖心室的顯示說明）。 以下即是這些訊息，同

時也即是耶穌所說的“通往救贖，聖潔，完美，統一〔與天主聖意

遵從一致〕與合一〔與天主聖意完全合一〕之路”。 

 

請安然與自在地閱讀和接受這耶穌親自口述的訊息。 

 

 

 

 

史基慕蓮(Maureen Sweeney-Kyle)的指導神師 

肯法蘭神父(Frank Kenney, S.M., S.T.D.)謹識 



我們並連之心的 
 

啟  示 
 

 

 

 

 

秘密的揭曉 



“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在起初，我父創造了天與

地。祂創造了男人，又用他的肋骨創造了女人，為的是讓他們熱

愛、恭敬、崇拜和服從他。因為他們的罪，我被派遣作贖世者。” 

“但是今天，人類仍在繼續犯罪。很多人找不到救贖之路，而且

淪為撒旦謊言的受騙者。因此，我派遣我母親先我而來，帶來聖潔

之愛的訊息。我隨她之後而來，揭示天主聖愛的訊息和我們並連之

心的全部訊息。” 

“這是通往救贖、聖潔，完美，統一和合一之路”。 

 

   耶穌01/24/2001 

 

 

第一心室 

 

“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我來進一步告訴你們關于

我們並連之心的秘密 ─  救贖、聖潔，完美，遵從一致和合一。” 

“在當今的世界，大多數人還未皈化；也就是說，他們不尋求自

身的救贖。皈化來自于我母親心中發出的恩寵。因此，瑪利亞的無

玷聖心是我們並連之心的第一心室。它是通向聖潔、完美、遵從一

致及合一的前廳。” 

“我母親的心是聖潔之愛(Holy Love)。即是那兩條最大的誡命:

愛天主于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誰不遵守這些誡命，就不能獲得

救贖。所以，不管知道或是不知道這些，一個尋求自身救贖的靈魂

必須努力進入我們並連之心的第一心室，聖潔之愛 ─ 我母親的

心。” 

“一旦靈魂得以進入我母親的無玷聖心，他最顯著的缺點將通過

聖愛的火焰 ─ 聖母心中的火焰，而呈現出來。如果他在恩寵中堅

忍到底，這些缺點將被燃盡，而後這靈魂將被允許進入我們並連之

心的第二心室，也就是進入個人聖潔的淨化階段。此時他正在進入

天主聖愛(Divine Love)和我的聖心(My Divine Heart)內。 

耶穌 01/25/2001 

 

 

第二心室 

 

“我 ─ 你們的耶穌，天主聖子降生成人者，來到你們中間。我

邀請你們好好瞭解,人們只有在願將自己的自由意志作更大的屈服時

才能接近我聖心的每個心室。   因此，當靈魂接近我的第二心室



時，他便開始了他愛的殉道，也就是說，他致死自己的自由意志作

為愛的奉獻。” 

“在我莊嚴聖心中的第二心室燃燒著火焰，靈魂在此追求聖德。

天主聖愛的火焰揭露那些使靈魂疏遠我的個性上的小瑕疵。靈魂在

我這個心室中愈加意識到當下的時刻。他明白要把‘過去’交付給

我的慈悲，把‘未來’依賴于我的安排。他把自己敞開接受此時此

刻的恩寵。” 

“在我聖心的第二心室中，靈魂們愈加意識到永恒天父對他們的

聖意，也愈加接受天父的聖意。當他們愈來愈順服於每一當下天主

的聖意安排時，他們便在為自己預備進入我聖心的第三心室。” 

耶穌01/26/2001 

 

 

第三心室 

 

“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靈魂決定追求聖德時，他

更加意識到他心中的德行究竟是有深度或缺乏深度。每種德行都是

始于愛與謙遜。所以，一個靈魂心中的愛與謙遜的深度會決定每種

德行的深度。 

“每一種德行都是源自聖神的力量。一個人可能知道如何表現得

有愛心或是謙遜，但是除非這些德行在他心中是活潑興旺的，否則

所有的表現都是虛假的。沒有任何一種德行是來自于巧智。尤其是

當靈魂渴望被人認為是謙遜、聖潔、有德行時，他實踐出來的其實

只是假德行。德行的實踐，必須是在靈魂與他的創造者間進行的.” 

“當靈魂試圖在他的心中，將德行打磨得漂亮奪目，以便在天主

眼中顯得更優美，那時他在進入我的第三心室。在這心室中，靈魂

會發現他的每種德行都要經受反覆的考驗，因著靈魂對這些考驗的

反應而增強或削弱他的德行。” 

“這是個精煉調試的心室，試煉德行，如同在天主聖愛的火焰當

中煉金子。當金子煉好後，靈魂便準備好進入我下一個心室。” 

耶穌01/27/2001 

 

 

第四心室 

 

“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我來向你們描述我們並連

之心的第四心室。這是靈魂的淨化室。尋求與天主聖意一致的靈魂



進入這第四心室，但該靈魂必先成功地於每一當下的時刻, 將自己

的個人意志完全投入聖愛全德的生活。” 

“在這個我們的並連之心的第四心室裏，仍存在兩種不同的意志 

─ 個人的意志與天主的聖意。人的意志可以被比喻為模子中的凝

膠。在這第四心室，靈魂努力克服自己，連一個外表肖似罪過的行

為都不犯 ─ 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惡習也不作，以便把人的意志轉化

成相似天主的聖意。靈魂這時能夠接受所發生的一切，如同它們是

來自天主的手中一般。 

耶穌01/29/2001 

 

 

第五心室 

 

“看哪！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我來向你們描述我

的第五心室，也是我聖心最隱秘的心室。在這個心室，靈魂因著充

滿愛我、取悅我的欲望而竭盡心力。在這愛中，靈魂踏出巨大的一

步，遠遠超越只求與天主的聖意遵從一致的層次。在對天主的聖意

遵從一致時，仍有兩種意志 ─ 天主的聖意和人的意志。那時的靈

魂努力接受所發生的一切，如同它們是來自天主的手中一般。” 

“但是在我這個心中至高貴、最隱秘的第五心室中，靈魂不止是

接受，也熱愛天主對他的聖意。正是在這種完美無瑕至極至高的愛

中，靈魂與天主聖意完美地結合。極少數的人能到達我聖心的第五

心室。 

“要知道是愛邀請你們進入第一心室 ─ 我母親的無玷聖心。是

愛邀請你們進入第二心室尋求更高度的淨化和聖潔。是愛渴望德行

的完美 ─ 第三心室。是愛帶領靈魂進入第四心室使人的意志與天

主的聖意遵從一致。是愛帶領靈魂進入第五心室與天主密切結合。 

靈魂對這愛降服的深度決定他的永生。“ 

耶穌01/31/2001 

 

 

“我是你們的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如果愛是進入我心室的大

門，那麼請你們明白，只有在對愛的降服更深時，靈魂才能從一個

心室跨進到另一個心室。” 

“在第一心室，靈魂必須決心要愛天主勝于愛罪惡。這就是他的

救贖 ─即是我母親的無玷聖心。在第二心室，靈魂愈發愛天主和近

人，而且尋求成聖之道。在第三心室，通過更純潔的愛，靈魂尋求

每項德行的完美。在第四心室，已得淨化且擁有完美德行的靈魂，



渴望將自己的意志遵從一致于天主的聖意。而那些到達我第五心室

的寶貴靈魂們，生活於與天主的聖意合一的境界。天主活在他們

中，他們活在天主內。我父即在這羣進入我們並連之心第五心室者

的心中建立起他的王國。 

 

用以下禱文祈禱： 

 

親愛的耶穌與瑪利亞的並連之心， 

我渴望在一切事上、所有的行為中、 

和每一個當下的時刻, 

都降服于聖潔之愛和天主聖愛。 

請賞賜給我恩寵,好使我能做到這一切。 

請幫助我努力回應這恩寵。 

請做我的保護者與供需者。 

並做我心中的主宰。阿們。 
 

耶穌02/01/2001 



本刊中的訊息皆是由神視者~史基慕蓮(Maureen Sweeney-Kyle, 

MSHL聖愛福傳之僕會會員)所收到的。她的指導神師是肯法蘭神父

(Reverend Frank Kenney, S.M., S.T.D.)。肯神父獲有美國天主教

大學所授與的瑪利亞神學博士學位。若想與他取得連繫可參考下列

地址、電話、傳真及網址。 

 

 

 

Missionary Servants of Holy Love 
37137 Butternut Ridge Rd. 

Elyria, OH  44035 
440.327.8006 

440.327.8017 (fax) 
mamshl@holylove.org 

http://www.holylove.org 
 

 

聖愛福傳之僕會(Missionary Servants of Holy Love)是一個跨越

宗教的平信徒福傳團體, 以生活並宣揚聖潔之愛的訊息為宗旨。這

些訊息完全符合兩條最大的誡命 ─ 愛天主于萬有之上, 及愛人如

己 。它們是以私下顯現的方式傳給聖母的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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