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5日至5月10日意大利、默主哥耶
「以愛還愛，以身侍心」朝聖之旅
第一天 April 25 (星期六) 多倫多- 巴黎
航機從多倫多出發，經巴黎轉機飛往Dubrovnik
AC 880 於19:30 出發，飛往巴黎。
第二天 April 26 (星期日) （晚）巴黎- Dubrovnik
AC 880 於8:40 抵達巴黎。
轉乘 QU477 於12:05 出發，飛往Dubrovnik.
航機於14:20 抵達Dubrovnik,專車於機場等候，與當地導遊會合，前往St
Blaise Church 舉行感恩祭，並接受降福. 隨後入住酒店，晩餐於酒店。
第三天 April 27 (星期一) （早、午、晚） Dubrovnik - 默主哥耶
早餐後參觀 St Ignatius Church (聖依納爵聖堂）及露德小山洞（模仿法國
露德山洞，希望天主在法國露德的恩寵，也臨現於此）。在聖堂舉行感
恩祭。繼續前往默主哥耶，抵達後入住 Hotel Grace 。酒店很近聖雅各伯
聖堂。Check-in 酒店後自由時間，可以參與St James Church 公開的玫瑰
經祈禱(17:00)及感恩祭(18:00)。晚餐於酒店。晚餐後於酒店會議室聚會。
第四天 April 28 (星期二) （早、晚）默主哥耶
早餐後在聖雅各伯聖堂舉行感恩祭。隨後到藍十字祈禱及攀上聖母顕現
山。午餐後參觀聖堂，在耶穌苦架下祈禱。午餐 （自由選擇，自費）。
如有機會，會安排聽神視者講解聖母訊息 或參觀Mother Village (一所孤
兒院）。晩餐於酒店，晚餐後自由參與St James Church 公開的玫瑰經祈
禱(17:00)及感恩祭(18:00)，祝福聖物並以玫瑰經榮福五端為病者祈禱（
19:00-20:00），集體明恭聖體（21:00-22:00）。
第五天 April 29 (星期三) （早、午、晚）默主哥耶
早餐後前往攀十字山。隨後參觀Latte’s Castle, 聆聽Patrick and Nancy 分
享他們信仰回歸的經歷。在此舉行感恩祭。午餐後參觀 Community of
Cenacolo, 這是一個提供給曾經迷途的年青人，透過團體生活，互相祈禱
,感受主愛之後悔改皈依，也願意幫助其他迷途改過皈依，我們在此分享

他們的心路歷程。參觀Oasis of Peace Comunity，黃昏時自由參與St James
Church 公開的玫瑰經祈禱(17:00)及感恩祭(18:00)，祝福聖物並以玫瑰經
榮福五端和為病者祈禱（19:00-20:00）晚餐於酒店。
第六天 April 30 (星期四)（早、晚）默主哥耶-Split-羅馬
早餐後起程前往Split Airport, 途經Vepric, 參觀小露德聖地，並在此舉行
感恩祭。到達Split Airport, check-in 後午餐(自費），乘航機QU 380 飛往
羅馬，於15:55起飛，17:05 抵達羅馬。旅遊巴從機場接送到酒店，入住
酒店後，晚餐於酒店。
第七天 May 1 (星期五)（早、午、晚）羅馬
早餐後參觀Pontifical Villas of Castel Gandolfo (崗道夫教宗的夏宮）
在這裏可以認識更多各代教宗的生平事蹟和教會歷史。午餐後前往參觀
羅馬四大殿之一的St. John the Lateran. 這是教宗(羅馬主教)就任的地方
。羅馬主教座堂。隨後登聖梯，不少朝聖者會跪上聖梯，以感受耶穌的
苦難。跟著參觀Basilica of St Mary Major (又稱聖母雪地大殿），內藏小
耶穌馬槽聖觸。晚餐於酒店，晚餐後聚會。
第八天 May 2 (星期六)（早、午、晚）羅馬
早餐後參觀梵帝崗博物館，包括西斯汀小堂。隨後參觀聖伯多祿大殿。
在這裏會見到 Michelangelo's Pieta (聖母懷抱著從十字架䣃下來的耶穌苦
像)。也會到聖若望保祿二世墓前祈禱。午餐後繼續前進，途經 Appian
Way 古羅馬最早期的道路，這條路延伸至Domino Quo Vadis Chapel，相傳
是聖伯多祿逃離羅馬前遇見耶穌，他問耶穌：「主，你往那裡？」繼續
前進Baths of Caracalla, the Arch of Drusus, the Tomb of Cecilia Metella, and
the catacombs of St. Callixtus.最後參觀Basilica of St. Paul outside the walls。
第九天 May 3 (星期日)（早、午、晚）羅馬
早餐後到聖伯多祿廣場，自由時間，可以祈禱、朝拜聖體，在隣近聖物
店購買聖物。中午集合於聖伯多祿廣場，聆聽教宗簡短的教導、一起唸
三鐘經，接受教宗降福。隨後參觀羅馬城外的聖保祿殉道聖人之三泉聖
堂。在此舉行感恩祭。晚餐於酒店。晚餐後聚會。

第十天 May 4 (星期一)（早、午、晚）羅馬
早餐後到Basilica of Saint Clement參觀，並在此舉行感恩祭。此乃在羅馬
内最古老的聖堂，內裡薀含著從耶穌的時代及至宗徒們傳教時期，或更
好說教會初期的三至四世紀時已存在的聖堂遺跡。此古老聖堂，是教會
歷史寶庫，因為最地下一層的聖殿，是耶穌與宗徒親踏過的足跡之地，
即與羅馬獸塲之地同層。隨後參觀羅馬競技獸塲，此塲的歷史前後與耶
穌建立至聖教會，選立宗徒門及至受苦受難、死亡及復活⋯⋯教難時期等
有密切關係⋯ 當時的暴軍把堅持信德至死不屈的教衆，送至獸塲中作為
猛獸之大餐。此乃為信德、為義而受難的、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殉道
聖人們之聖地。之後自由時間，遊覽Fontana di Trevi (Trevi Fountain) and
Spanish steps。晚餐於酒店。
第十一天 May 5 (星期二)（早、晚）羅馬-米蘭-華道角
早餐後，啓程前往羅馬火車站附近的耶穌聖心堂舉行感恩祭並參觀，然
後乘坐高速火車從羅馬到米蘭，午餐於火車上(自費）。扺達米蘭後，旅
遊巴士接送到都靈華道角。入住Casa Don Bosco 宿舍，晚餐於宿舍餐廳。
第十二天 May 6 (星期三)（早、午、晚）都靈
「樂中侍主」以救主慈悲聖畫像作為我們每次聚會中救主臨在的標記，
提醒我們學習救主的慈悲，成為祂的慈悲門徒。基督的聖殮布，是最能
讓我們感受到祂對世人的偉大愛情和慈悲，我們渴望已久，到都靈贍仰
耶穌的聖殮布，終於今天夢想成真。每當我們凝視主基督的聖殮布，基
督的胳印，面容與衪的慈顏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祂的恩寵和愛。此聖殮布
安放於該城內洗者聖若瀚主教大堂內(Chapel of Holy Shroud/Turin
Cathedral) 。我們將會參觀聖殮布博物館，細心感受基督的苦難。參觀後
於小堂祈禱。左側的橫祭台內，還有另一位年輕真福 Blessed Pier Giorgio
Frassati, 他出生于都靈城,是一位在十九/廿世紀時候的年青朋友模範。參
觀後返回華道角，晚餐於宿舍餐廳。晚餐後聚會。

第十三天 May 7 (星期四)（早、午、晚）華道角
華道角乃聖鮑思高神父的工作環境與創立慈幼會、青年宿舍及學校等之
中心地帶。坐立在聖鮑思高的臥室及辦公室前，是舉世聞名的「聖母進
教之佑大殿」。此堂內的祭台下，安置有三位重要人物之遺骸。一是鲍
聖祭台，二是協助他成立慈幼會女性修會團體，後稱為「母佑會」之會
祖，聖女瑪利亞瑪莎利羅 (San Maria Domenica Mazzarello)，當然還有另
一重點人物，就是聖沙維豪 （San Dominic Savio)。
午餐後參觀鮑思高崗 (Colle Don Bosco) ，是聖鮑思高神父創立的慈幼會
及為貧困無靠或孤兒等發源及工作地。跟著前往Becchi 聖多明我、沙維豪
(San Dominic Savio) 故居。參觀後返回華道角，晚餐於宿舍餐廳。
第十四天 May 8 (星期五)（早、午、晚）華道角- 巴維亞
早餐後前往巴維亞（Pavia), 聖師聖奧斯定的墓穴，竟然是在這小城中，
巧合地距離他被安博主教之聖道歸化的米蘭市相距不遠。參觀聖奧斯定
聖堂San Pietro in Ciel d'Oro並在此舉行感恩祭。參觀後返回華道角，晚餐
於宿舍餐廳。晚餐後聚會。
第十五天 May 9 (星期六)（早、午、晚）米蘭
抵達米蘭，參觀米蘭大殿及聖安博聖堂，並在此舉行感恩祭，在聖安博
墓前祈禱。聖安博小小年紀，己被選為米蘭主教，在公元第三/四世紀期
間，更成為教會內的偉大聖人。參觀完畢，前往convent of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觀賞Leonardo da Vinci的名畫「最後晚餐」
第十六天 May 10 (星期日)（早、午、晚）米蘭-多倫多
感恩祭後啓程前往米蘭機場，乘直航AC 895於12:10起飛返回多倫多，
15:20抵達多倫多。
***朝聖之旅恩寵滿盈，朝聖者滿載恩寵而回，充滿喜樂與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