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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地歡迎本週第一次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 
願您在這裡與我們同享神家的愛與交通。 

一、願神擴大我們的度量，好更多承裝主的祝福。在這一年

竭力追求進入「更美之約、更深之愛、更高之處」。 
 

二、敬請參加教會週間的各聚會： 

週二晚間七時半 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 (神的工作由禱告開始) 

週三上午十時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在教會住房) 

週五晚間七時半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希伯來書第 13 章) 
 

三、這週飯食和整潔的服事是羅蘭分家。 
 

四、本週四晚間 8-9時將在梁弟兄家有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請週五領

詩與各組領會的弟兄姊妹務必參加。 
 

五、下主日(5/10)母親節為中英文組合併聚會，信息後有小羊

班和兒童獻詩，請大家帶孩子們一同來敬拜。中午愛筵

後有親子遊戲和拍照活動，請預留時間參加。 
 

六、2015 基督見證使團夏令特會將於7/2-7/5 間在Master’s 

College舉辦，信息主題為「末後時代的得勝者」，主要

講員為史伯誠弟兄和吳爾尼弟兄，請弟兄姐妹在禱告中

記念特會的籌辦，並將時間安排好以便全心參加聚會。

報名細節請見報名單上的說明。在招待處或副堂領取報

名單，填妥後交給陳碧秋姊妹。 
 

七、今天主日下午愛筵後將有詩歌練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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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10:00 a.m.   擘餅記念     Breaking of Bread 

  10:30 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11:00 a.m.   詩歌讚美  Praise and Worship 

 11:15 a.m.   信息交通   Message Sharing 

 12:00 p.m.   愛筵分享   Love Feast 

週二禱告聚會       Tu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45p.m.   愛筵   Dinner 
 7:30p.m.   聚會   Meeting 

 

 Address：312 E. 10th St., Pomona, CA 91766  

Tel: (909)979-9891, (909)595-1457    

Website: www.east.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二○一五年五月三日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        

領詩﹕梁殷宗宣 (H544客旅) 

信息﹕梁家聲;             報告﹕陳金龍 

主題﹕不能震動的國 

來 12: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

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27這再一次

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來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

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29因為我

們的 神乃是烈火。 
 

一、震動使受造物都要挪去－地上沒有常存的城 (希

13:14) 

來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

客旅、是寄居的。 

來 11: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15 他們

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

他們豫備了一座城。 

 
二、不被震動的卻要常存－不能震動的國 

彼前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

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

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三、得著國度的賞賜－虔誠敬畏事奉主 (祭司 供 職 的 事

奉 ) 

1、事奉的動力是因為有感恩的心(喜 樂 地 感 恩 ) 
2、事奉的內容是要照神所喜悅的 
羅馬書 4:17~18「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

所喜悅。」 
3、事奉的態度是有虔誠敬畏的心 

4、事奉的結果必經神烈火的考驗 
林前 3:12~13「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在這根基上

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

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四、使神的殿滿了榮耀 

該 2: 6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

地、滄海、與旱地•7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

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8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

是我的。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信徒造就：教會恢復史-谷中的弟兄們 

自從天主教第一任教皇在主後 590年出現之後，歐洲就陷入

「一千年黑暗時期」。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天主教

教皇里奧第三（Pope Leo III）於主後 800年，共同建成「神

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統治整個歐洲。天

主教形同「王后」一般，有「丈夫」神聖羅馬帝國國皇支持．

凡不順從教皇者，教皇就以十字軍，和異端裁判所對付之．

被殺的人無數。據說，單單是西班牙一個國家，不同天主教

信仰而被殺的人，就多達六百萬。 
根據很重要的資料顯示，在馬丁路得 1517年改教前四百年，



遠在十二世紀，聖靈就已經開始工作了。在意大利的北面有

個大城叫米蘭，從米蘭進入到山區就是阿爾卑斯山，連著瑞

士、法國、德國等地。阿爾卑斯山有一個深谷，有一班弟兄

們就住在那里，我們稱他們做“谷中的弟兄們”。他們就像谷

中的百合花，隱藏在山谷里面；他們離羅馬不遠，但他們隱

藏在那里很久了。讀他們的歷史會令人非常驚訝，許多人都

受了他們的影響，這實在是聖靈所做的工作。有人認為，他

們是從大逼迫以後、也許更早一點，逃到山谷里就躲在那里

並住下來了。事實上，他們是父子相傳，從使徒時代就已經

接下來。如果你問他們，他們至少能將他們的歷史追朔到羅

馬帝國大逼迫時期，甚至使徒時代。這些谷中的弟兄在信仰

上和改革的弟兄們所看到的是一樣的。他們主張回歸聖經、

跟隨使徒的教訓，他們就是瓦勒度派。 
西方歷史開始注意「瓦勒度派」是在十二世紀法國的亞爾比亞爾比亞爾比亞爾比

Albi 所舉行的天主教大公會議。當時這個會議原是針對 Albi
這個地區出現一些不肯跟隨教皇信仰的天主教徒，會議稱他

們為「亞爾比根派」（Albigenese）。其實他們的信仰與一般

羅馬天主教徒的差異很小，但他們主張返回聖經真理；又認

為人要等到成長到能夠明白信仰之時才可以受洗；又指出敬

拜神與華麗的教堂無關，只要運用心靈和誠實就可以了；他

們也反對跪拜十字架；又不相信酒和餅會變成基督的身體和

血；又認為活人的善行和祈禱對於拯救死人是無助的。結果

會議定他們為異端，教皇下令十字軍將他們全部屠殺，連一

個人也沒有留下。 
亞爾比 Albi 會議在研究亞勒比根斯派之時，發現這派之所以

背叛教皇，是受到鄰近阿爾卑斯山谷一帶的「瓦勒度派」所

影響。根據逼害他們的仇敵對他們的根查和研究，認為「瓦

勒度派」是源自意大利的古代信徒，可以追溯到使徒時代。

他們非常熟諳聖經，深信聖經是惟一的信仰準繩；人的權威

無論有多高，也不得超越聖經。他們最愛引用的經文是主耶

穌的「山上寶訓」，認為這些教訓才是神兒女的真正生活準

則。他們不輕易發誓，也不妄稱神的名。他們反對得救要靠

聖禮，主張因信稱義，又認為一個人真心信了主，就必定有

愛心的流露。他們承認神有絕對的權柄，但也配合人的自由

意志。他們在教會的治理上，主張「組織簡化」，在選立長

老的事上非常嚴謹；每主日守主的晚餐。 

瓦勒度派其重要歷史事件列表 

編號  西元年代  歷史事件 

1  1173  
至 

1176  

1.將聖經從拉丁文翻譯成當地方言 

2.按照馬可福音十章21節的話，變賣所有的家產

眾場合四處傳揚福音 

2  1181  里昂大主教禁止瓦勒度派講解聖經 

3  1184  被貶為異端並交宗教裁判所 

4  1214 -1215  總共兩度被貶指為異端 

5  1229  1.土魯斯（Toulouse）會議宣佈，禁止信徒（弟兄

2.並禁止購買聖經譯本 

（此舉為針對瓦勒度派等異端而起的嚴格規定）

3.並組成異端裁判所 

（這是瓦勒度派在十三世紀末，在這段時間中於歐洲所有主的恢復中

的團體，遭受迫害最厲害的一個團體）  

6  1398  1.被控拋棄傳統教會（傳統教會指羅馬天主教）

2.被禁止用方言講道 

7  1488  在Piemonte（Piedmont）等地受到攻擊 

8  1685  1.遭法國國王路易十四世派軍隊大屠殺之 

2.之後該派信徒儘存留二百多人 

9  1686  1.其餘信徒（弟兄、姊妹）離開義大利 

2.並移民至瑞士阿爾卑斯山 

 
瓦勒度派被當時的羅馬天主教視為異端的主要原因有二

點：一、他們認為只要是信徒，不論是弟兄姊妹都可以傳揚

福音，但羅馬天主教則認為只有繼承使徒職分的神職人員才

可以傳福音。二二二二、、、、在他們的實行中，信徒都可以傳講聖經，

因為他們主張回歸聖經，且應聽從並領悟神的話，但羅馬天

主教則以為只有神職人員才可以講解聖經。 
 


